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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介绍了丹麦猪肉生产的基础构成体系，主要面向丹

麦猪肉、熏肉和其它猪肉制品的买家，以及有志于丹麦猪

肉生产行业之人士。

丹麦的猪肉和熏肉产品闻名世界，深得全球消费者喜爱。

这一市场地位，是丹麦养猪业内所有市场不同领域多年来

共同努力获得的成果。

我们相信成功背后的最根本因素，是我们长时间以来对于

最高标准的一贯恪守，从而努力赢得要求越来越高的客户

以及客户的客户、留住他们，并保证其忠诚度。

多年来在研发领域的巨额投入，已为我们的行业引入了大

量创新流程和产品。我们也由此一直在安全食品生产方面

一马当先，同时始终都是国际市场上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

供应商。

动物福利以及生产体系对于环境的影响，是我们在丹麦生

猪养殖业的两大支柱，而且，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承担起

上述持续改善的责任。

我们深知前进道路上的挑战重重，但也坚信，凭借成为行

业标杆的不变承诺，我们将能满足市场的各种要求。

本手册将介绍丹麦生猪养殖产业从育种到最终产品加工包装

的一系列标准流程。分章节介绍相关的法律和行业规定，包

括流程、控制程序和相关责任等内容。	

	

介绍

另外，还包括贯穿整条生产链的跨职能部门控制描述。本

手册所述内容为整个生产链条各个环节的绩效基准，而在

实际操作中，我们的生猪养殖者、屠宰场以及分割车间所

践行的标准，都要高于本手册中的描述。

希望本手册能让大家对丹麦养猪业及其目标有更好的认

识，同时也欢迎您的评论和意见反馈。

哥本哈根，2013年6月

Karsten	Bruun	Rasmussen	(kbr@lf.dk)

质量经理

丹麦猪肉产业和丹麦农业与食品委员会

(Landbrug&Fødeva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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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猪肉产业和丹麦农业与食品委
员会(Landbrug&Fødevarer)

丹麦合作社体系下的产品加工公司亦由农场主所有，此即

为一体化的生产体系奠定了基础。生猪的育种、养殖、屠

宰和加工，都由被选举为屠宰场董事会成员的农场主来管

理。猪肉工业也有代表派驻丹麦农业与食品委员会，由来

自生猪养殖者和屠宰场的双方代表，共同组成该组织的两

个董事会。	

作为一个由农场主和食品行业共同组成的组织，丹麦农业

与食品委员会代表的是从农场到餐桌的整个农业与食品产

业链。该组织由丹麦农业委员会、丹麦屠宰场、丹麦养猪

协会和丹麦农业协会合并而成。该组织也代表丹麦乳业委

员会开展活动。

丹麦食品产业是丹麦经济的重要支柱，而且，其职责已延伸

到从业人员、养殖动物、地方环境乃至整个丹麦社会。农业

和食品业是丹麦最大的产业和创新群体，从业人员多达18.3

万，出口农产品和设备总额更达190亿欧元。

丹麦农业与食品委员会的主旨在于推动丹麦农场主和食品

行业的政治利益。该组织的战略计划和经营活动主要由两

个董事会指导实施：一个主董事会和一个执行董事会。它

们共同规划该组织的主要战略、活动级别和金融架构。	

环境和能源部	
该部门主要负责环境与能源及气候政策，其中包括实施“绿

色增长”，这是丹麦有关农业和环境的政府计划。目的是

建立一个农业发展与增长的坚实框架，从而实现气候、能

源、环境和自然领域之间的协同增效，同时巩固农业生产

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

食品、兽医和研发政策部	
研究和创新一直是丹麦农业与食品行业的高优先级任务。

食品、兽医和研发政策部门主要负责研究和食品政策工

作。任务主要是确保从整体上满足丹麦社会各方利益相关

者对于农业与食品行业的预期，执行高水平的研发工作，

以保证健康且营养的食品生产。此外，该部门也负责在丹

麦和欧盟法规框架下制定兽医和动物福利政策。

	

商业政策部	
丹麦农业与食品委员会的工作，是确保其理念和观点能够

推动企业政策方方面面的发展。该部门负责尽最大能力为

员工提供最佳市场环境，其中包括影响到合作事宜的法

律、人力资源市场以及竞争与税务政策。

食品安全与兽医事务部	
食品安全与兽医事务部门负责兽医事务，主要涉及屠宰和肉

品加工。业务范围涵盖沙门氏菌监测，并提供食品卫生及肉

品法规方面的建议且有大量业务涉及到生产链的多个环节。

如此可确保屠宰场处于官方兽医的监控之下，从而改善他们

肥猪来源群的健康状况。	

贸易与市场关系部
除了在丹麦和出口市场进行推广活动，该部门也会推动与贸

易政策相关的行业利益，其中包括与政府官员、媒体和其他

利益相关方进行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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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部	
基础生产领域的研发工作由丹麦养猪研究中心负责。该养

猪研究中心工作的介绍请见章节1.1.3。

		

丹麦肉类研究所	(DMRI)是丹麦最大的动物性食品研究与创

新中心。丹麦养猪者以前都是通过入股丹麦屠宰场而拥有

丹麦肉类研究所。为了加强研究所的研究、咨询和创新能

力，研究所在2009年与技术学院合并，而该学院是丹麦食

品产品、食品创新和技术领域最大的咨询机构。合并后，

丹麦肉类研究所的所有者即不仅仅是养猪者，但和养猪业

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

生猪养殖者
子公司

丹麦农业与食品委员会

公司
Tican屠宰公司
丹麦皇冠公司

商业政策部

食品、兽医和研发政策部

环境与能源部

食品安全与兽医事务部 

贸易与市场关系部

（研发部）
养猪研究中心（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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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内容介绍基本生产情况，如育肥猪的繁育
和生产。其中包括丹麦养猪业的结构、人员的培
训、信息的传播以及生猪养殖的流程，并简要介
绍一下丹麦种猪繁育计划以及育种目标的确定依
据。动物健康和福利等重要内容会单独讲解，之
后是关于生产环境和饲料生产的章节。

1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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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麦养猪产业中，生猪养殖者们自己拥有并管辖许多关

键领域和经营活动：

	 种猪繁育计划，丹育
	 研发	
	 养猪咨询服务
	 合作社企业
	 丹麦猪肉销售。

因此该产业能够发展成为一体化的生产链，响应客户的各

种要求。同时制定共同的育种目标，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

育种潜能，并提高肉质。

广泛多样的研发项目，加上专业的可控养殖体系与饲喂策

略，为以下这些冲突时有发生的关键领域提供了相互协调

和兼顾的方案：

	 肉质
	 动物健康
	 动物福利
	 环境影响
	 食品安全

行业内的许多研发活动都是与政府研究机构合作完成。研

究结果通过行业的咨询体系传递给农场主，并为新进从业

者提供五年培养计划。	

养殖者将生猪直接送到合作屠宰场，他们同时也是屠宰场

的股东，这确保了双方的亲密合作关系。育种者、生猪养

殖者和屠宰场之间的紧密联系，使得他们易于在产业链的

各个环节进行生产体系和方法的优化。

行业本身在研发和明确未来战略的过程中作用重大，同时

丹麦官方也在生产过程的控制中发挥关键作用，确保满足

所有法律的要求。

《丹麦产品标准》汇总了丹麦生猪养殖的法规准则和要

求，并归档记录初级生产的质量保证。标准已落实于所有

生猪养殖者，并已通过独立机构按照国际标准EN45011进

行的审核认证。

1.1.1	 生产周期
一般来讲，生猪养殖周期涉及由下述几个阶段构成的一整

套体系（图1）：	

	 配种
	 妊娠
	 分娩
	 保育
	 育肥

配种
配种舍专为饲养成批断奶母猪而设计，并且要有足够的栏

位饲养至配种后4周。这里也要有饲养公猪的栏位。母猪和

公猪栏位的比例，取决于猪群是进行自然交配还是人工授

精。该单元还需要饲养后备母猪，用于更换淘汰的经产母

猪。

在丹麦，配种舍历来都是采用母猪定位栏，但目前正在被

散养栏所替代。将母猪在配种舍内群养才能满足与英国定

单式猪只销售协议的要求。		

1.1	 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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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
母猪在配种后即转入妊娠舍，或在配种四周后转入妊娠

舍，直到分娩前一周转出。在妊娠舍内，所有母猪都是群

养的。在丹麦散养体系中，要求采用母猪可以自由进出的

定位栏或电子母猪饲喂站系统。

分娩	
分娩舍内是特别设计的产床，可以确保新生仔猪不被母猪

压到。母猪在分娩前约一周转入分娩舍，一直饲养到断奶

后再转出。断奶的时间会因场而异，但通常是仔猪出生后

四到五周的时间。断奶后母猪重新转入配种舍，仔猪转入

保育舍。

保育
保育单元的设计是为了满足仔猪对饲料、温度和总体环境

等各方面的需求。通常的做法，是将日龄相近的仔猪饲养

在一起，这样可以根据它们的需要调整环境。断奶仔猪在

断奶单元内饲养到25-30kg，然后整批猪一起转入肥育舍。

育肥		
育肥猪在育肥单元内饲养到107kg左右，之后送去屠宰。

图1，生猪养殖周期。配种，妊娠（116天），分娩/仔猪（28-	35天），保
育（8-	35公斤），育肥（直至110公斤）

配种 妊娠（116天）

仔猪（8-35公斤）

分娩
（28-35天）

育肥（直至11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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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养猪产业的整体结构如图2所示

	
核心群和扩繁群
丹麦种猪育种体系的主要目标是改良长白、大白和杜洛克

三个品种的遗传性状。育种目标由丹麦养猪研究中心和丹

麦农业食品委员会共同设定。猪肉品质在该育种体系中要

优先考虑。

育种工作约在25个特定猪群、合计16,000头纯种母猪中进

行。育种进展将传递到约165个扩繁群、合计70,	000头母

猪上，这些母猪生产二元杂后备母猪并进行销售。另外，

优秀遗传性状也会通过12个位于丹麦的人工授精站（由2家

人工授精公司拥有）和31个位于其它国家的人工授精站进

行传播。	

	

丹育是生猪养殖领域的领导者，占丹麦种猪市场供应量的

95%以上。从全球范围来看，丹育每年销售120万头二元杂

母猪和800多万份剂精液。对比其它养猪国家，丹麦猪群自

产的种猪可以满足大约50%的需求。这样猪群就可以尽可

能地保持封闭，以确保高健康度。

丹麦所有的丹育核心群和扩繁群都有健康声明，并且97%

的猪群都隶属于丹麦建立于1971年的SPF体系。SPF猪没有

胸肺膜炎、支原体肺炎、萎缩性鼻炎、猪痢疾、疥螨、虱

子和蓝耳病等疾病。作为最低标准，所有的丹育猪群都必

须声明没有猪痢疾、疥螨和虱子，并且通报蓝耳病和沙门

氏菌病的相关情况。所有的丹麦猪群每月至少由兽医检查

一次。

交易协议

 屠宰场

生产群（分娩到育肥）
育肥群             

母猪群
生产

育种工授精站
扩繁群

核心群

检定站

图2：丹麦猪肉产业结构

AI:人工授精-精液从公猪站或人工授精站购买。	
	
SPF:许多生猪养殖者都选用无特定病原体	(SPF)
猪。SPF代表丹麦猪群最高的健康水平。SPF猪声明
没有下述疾病：胸膜肺炎、支原体肺炎、萎缩性鼻
炎、虱子、疥螨、猪痢疾和蓝耳病。这些疾病直接影
响猪的健康，但对于肉质或人体健康没有连带影响。	
	
所有猪群的健康状况，都是根据有或没有上述任何疾
病来确定。每个猪群的健康状况都可以登录	
www.spfsus.dk进行查询。

1.1.2	 生产性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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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育种猪的供应商，也是核心群和扩繁群的所有者，还共

同构成经过丹育批准的14大销售商。

育肥猪养殖
丹麦生猪的养殖通常采用如下几种生产体系：

	 从出生到出栏的猪群养殖（一体化生产）	
	 生产和销售断奶仔猪的猪场（供苗母猪场）

	 生产育肥猪的猪场（购买断奶仔猪育肥场）

丹麦有近一半的猪场（39%）采用一体化生产。其余的猪

群有的是母猪场（12%），有的是保育场（5%），还有的

是育肥场（44%）。母猪场和一体化生产场，可以通过购

买种猪或从人工授精站购买精液，或者以两者结合的方式

来提高猪群的遗传品质。

	

很多生猪养殖者同时有自己的母猪场和育肥场，但大部分

的断奶仔猪是从母猪场卖给育肥场。

交易协议
在丹麦，约有90%的断奶仔猪交易都是通过所谓的“交易

协议”进行的，交易协议在各方之间有固定的供应合同，例

如，1个育肥猪场和3个断奶仔猪供应场间的供应关系。在

合同中，除了标明价格外，一般也会详细说明猪群的健康

状况和品种特点（品种组合）。这样，从一个或多个熟悉

的供应商那里接收断奶仔猪，生猪养殖者即可确保自己的

猪群不会引入疾病。

剩下10%的断奶仔猪，则是通过一个“联合”体系进行交

易，也就是说买方会从多个供应商那里购买仔猪。所有仔

猪的健康状况也都会在这个体系内进行鉴定。

在上述两种供应方式下，交易书面文件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既能确保买方了解供应商的情况，也能避免接收来历不

明的仔猪。

多点式体系
仔猪和育肥猪以往都是在同一处的圈舍里饲养的。但随着

疾病控制变的越来越重要，分娩到育肥阶段的圈舍现已采

用分区设计。这样可以让整个单元一次性装满或清空（全

进全出制），也可以在下一批猪转入前对该单元进行充分

的清洗和消毒。

新型猪舍都是分区的。这样母猪和育肥猪就可以分别饲养

在相对独立的生产区，位置间隔一定的距离，确保猪群的

单向流动，尽量避免员工相互跨区走动。许多养殖者现在

也会将仔猪和育肥猪的养殖完全分开。这样，一些病由大

猪传给小猪的风险就显著下降了。

图3：多点体系

SIDE 14

母猪群 仔猪群

育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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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研发和产品检测
生猪养殖者需要了解最准确的研究信息，以帮助其制定管

理决策。多年来，丹麦养猪业已在研发方面做出了大量投

入。加上政府资助的研究，这些投入已使得丹麦生猪养殖

者始终处于专业养猪生产的领先水平，同时也赋予环境和

动物福利足够的重视。	

养猪业将研究项目集中起来，为所有生猪养殖者谋利，并

且与各个人研究机构密切合作，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

源。	

主要研究机构详述如下:

奥胡斯大学农业科学学院该学院旨在培养学员对于农业生

产体系的理解，并确保教育与生猪养殖者之间的沟通。

丹麦技术大学(DTU)，国家食品研究所履行调查职责，提供

营养、食品安全、健康和环境问题等相关教育和建议。该

中心是食品安全相关丹麦危机计划小组的一部分，隶属于

丹麦食品、农业与渔业部。		

丹麦技术大学兽医学院，国家兽医研究所履行调查职责，

提供家畜和家养动物疾病方面等相关教育和建议。其目标

在于通过疾病的预防和控制，促成健康家畜与畜产品的养

殖和生产。同时，该研究所还负责丹麦兽医实验室危机监

测计划。	

哥本哈根大学生命科学学院KU	Life是欧洲食品、兽医和自

然资源领域的领先学术机构之一。该学院旨在通过研究和教

育，提高人类、家畜以及植物的福利。		

养猪研究中心是丹麦农业与食品委员会辖下的一个研究机

构。该中心负责基础生猪养殖领域的研发工作，并将所获结

果于业内公布。此外，该中心还负责丹麦种猪繁育体系——

丹育的管理和运行。其宗旨在于提高生猪生产的质量、产量

和效率。主要的研究领域如下	

	 营养
	 繁殖
	 环境
	 养殖体系
	 动物福利
	 健康问题
	 人畜共患病
	 育种（丹麦种猪繁育体系的管理）
	 开发、信息与咨询工具。



15猪肉生产质量手册

丹麦生猪应用研究计划(DAPR)是针对商用猪群进行的主科

研活动。相关试验均由农业科学学院联合其他的研究机构

共同开发。针对大约100个猪群，进行以营养、繁殖、生

产体系、环境、动物福利和动物健康为主要内容的持续试

验。科研活动与当地的养猪咨询服务（隶属于“农业知识中

心”）有密切的合作，以确保科研结果可以立即为当地的生

猪养殖者所用。

传播

	“农业知识中心”的相关工作由几大农业组织负责协调。如

此可确保研究结果快速、高效地传达于生猪养殖者。“养猪

研究中心”每周为专业养猪顾问、兽医及其他订户提供相关

信息。此外还会通过研讨会、会议以及相关出版物和时事

通讯的形式直接传播相关信息。

养猪研究中心网站
所有养猪方面的研究结果都保存于专用的网站	

(www.pigresearchcentre.dk)	上，以方便您访问相关信息。	

1.1.4	 培训	
培训成为一名专业的农场主，需要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训

练交替进行的职业教育。培训计划则是从在技术学院中的

基础课程或猪场实践训练开始。培训成为一名农场主需要3

年零8个月的时间。结束这些初步基础培训计划之后，学生

可以选择下面几个专业领域：

	 畜牧养殖
	 作物栽培
	 机械操作

学生也可以选择短期的课程以及农场员工培训，此为2年期

的培训计划（模块1）。之后，该学生还可能会回来完成专

业农场主培训（模块2）。	

畜牧养殖
除了畜牧养殖的基础知识外，动物日常看护的深入知识也

是培训计划的一个关键部分。具体的科目包括疾病预防、

动物福利与行为、机械操作以及畜牧养殖设备安装技术等

等，全都是重要的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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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长期还是短期规划，专业的农场主都可以负担起某个

生产领域的责任。

随着培训计划的进一步深入，还有可能会展开管理培训。

其中又包含三个步骤：				

	 生产经理

	 农业企业管理者

	 农业经济学家

20周理论学习

13个月实践培训

16周理论学习

15个月实践培训

20周理论学习

20周理论学习

20周理论学习

20周理论学习

农场主基础培训
农场员工：2年
职业农场主： 
3年零8个月

农场经理 
（一共5年）

模块1
农场员工

模块2
职业农场主

模块3
生产经理

模块4 
农业企业管理者

模块5 
农业经济学家

生产经理必须具备下述能力：	

	 组织并从事涉及到生物、生产工程和财务责任的农业	

	 生产。
	 分析并评估农业生产，并在此基础上对日常生产工作	

	 进行完善。
	 负责管理、提升和激励农场的员工，并对接受农业教	

	 育的年轻员工进行培训。

模块4和5基于生产经理培训计划，专门为那些有志于管

理大面积农场的人员设计。通过后，此经理人员即获得资

格，可以为农业实业的发展制定战略性计划。

图4	农场主培训



17猪肉生产质量手册

1.1.5	 咨询服务	
	

	

	

	

	

	

	

丹麦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养猪咨询体系，全国设有14个咨询

服务中心，80位养猪专家，为生产者提供全套的咨询服

务。这些顾问隶属于地方养猪协会，受其雇佣和管理，也

因此可以给生猪养殖者提供独立客观的建议。而地方养猪

协会也是由生猪养殖者在丹麦农业食品委员会的支持下组

织成立。

大约半数的丹麦生猪养殖者每年使用至少4次的咨询服务，

辅助其进行生产记录，还有其他很多生猪养殖者使用咨询

服务为自己提供动物福利和环境事宜新投资方面的指导建

议。

	

这些顾问的工作，是为生猪养殖者提供一般性的生产系统咨

询，例如圈舍设计、动物福利与健康以及饲喂体系等。另

外，他们也参与生猪养殖者培训，充当技术问题“故障排除”

专业人员。

1.1.6	 控制
在丹麦的种猪繁育体系下，行业本身会对生产与健康数

据、动物福利和相关事项进行监测。另外，所有的养殖者

也会受到丹麦官方的广泛监管。

通过遍布全国的16个区域办公室，丹麦的农场主可以获得全方位的咨询服
务。有85位专业养猪顾问可以为生猪养殖者提供独立客观的建议。

养猪咨询中心：丹麦生猪养殖者由地方各个农场主协
会负责组织，共同在丹麦农业食品委员会的框架中运
营相关业务。每个地方性协会都有一个专用的咨询服
务机构提供顾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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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当局必须确保有关养殖规模和类型的规定得到遵守（

见1.4.2）。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聘用了一支地方官员团

队（见1.5.3），由其确保生猪养殖能够遵守丹麦法律关于

动物福利的相关规定（包括自我审查要求）。丹麦兽医与

食品管理部也负责肉中残留物的监测（见5.1.1）。

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还负责控制饲料，以及粪污处理合

同的批准和控制（见1.4.5）。

1.1.7	 总结
在丹麦，只允许接受过农业教育的人运营养殖农场。此类

教育背景可以确保农场主完全具备管理好一个农场的能力。

这些培训计划也会确保丹麦的农场主都能精通现代化的农

业生产方法和技术。

“农业知识中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组织，它可以确保所有

生猪养殖者都能获得公正客观的建议。

生猪养殖者是合作社屠宰场的成员，如此可确保所有必要

措施都能够迅速贯彻，所有问题也都能够立即解决，这一

点非常关键。例如，疾病爆发时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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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丹麦种猪育种计划

在丹育体系中，核心群和扩繁群必须遵守养猪研究中心制

定的专门合同。所有的育种成绩都必须集中上传到种猪数

据库里。

对于猪群的规模也有固定的要求。根据协定，从2007年开

始，长白和大白猪群每年至少生产300头纯种猪，杜洛克猪

群每年至少生产200头纯种猪。但每个种猪场所拥有的大

白、长白和杜洛克猪的核心数量，都不能超过该品种核心

群总数的10%。在种猪育种体系中，规模最大的那些猪场

都是这三个品种的育种同时进行（见1.2.2）。

之所以对个体猪群的规模制定下限，是因为如果猪群规模

太小，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场内测定或正确的环境效应评估。

	

而对个体猪群的规模制定上限，则是为了确保在整个种猪

育种体系内，某个体猪场不会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可以

避免在大规模猪场中可能引起的任何健康风险。

丹育体系中所有的猪群都必须有健康声明，并且每月都由

兽医来检查一次。

1.2	 育种计划

1.2.2	 性能

丹麦种猪繁育体系内只有三个品种。长白猪和大白猪用作

母系，杜洛克猪用作父系。

在繁育体系内，每个品种名称缩写如下：L=长白猪，Y=大

白猪，D=杜洛克猪。杂交品种的缩写，始终是公猪放在前

面。例如：缩写LY	表示长白公猪和大白母猪的后代，缩写

L（YL）表示长白公猪和大长杂交母猪的后代。

丹麦长白猪（L）
丹麦长白猪，在丹麦杂交项目中作为一个母系猪使用。该

品种以其优秀的胴体品质、肉质以及四肢强健、身体健康

而著称。由于其优秀的繁殖性能，用该品种和大白猪培育

的长大和大长杂交母猪都是生产商品猪最好的母本。	

丹麦大白猪（Y）	
丹麦大白猪是丹麦育种体系中的另外一个母系猪。该品种

产肉率高、日增重高、饲料效率高并且肉质出色，同时其

繁殖和哺乳能力也非常优秀。它和长白猪一起培育的杂交

后代，是生产商品猪最好的杂交母猪。

场内测定：在核心群里，所有的公猪和后备母猪都需
要测定日增重和瘦肉率，体型结构也要进行打分评估。

杂交优势：当两个品种进行杂交时，就会获得：“杂
交优势”，也就是说后代的性能会优于父母代的平均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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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杜洛克猪（D）	
丹麦杜洛克猪源于美国和加拿大，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引

进的，用于杂交生产。目前是主要的终端父系公猪。	

目前，丹育体系拥有欧洲最大的杜洛克猪群。丹麦杜洛克

猪的窝产仔数高，杂交后代的商品猪生长速度快，饲料效

率和瘦肉率也都很高。该品种还有一个附加的优势，即生

产猪肉质量高、口感好。

1.2.3	 杂交繁育

通过长大/大长母猪和杜洛克公猪杂交，养殖者可以获得全

部的“杂交优势效应”，从而改良肉质，并获得最佳的生产

成绩。

丹麦的三个猪品种分别为长白猪、大白猪和杜洛克猪。

核心，核心群：健康因素已导致一些生猪养殖者开始
自繁自养种猪，不再从外部猪场购入。自繁种猪多在
核心场内进行，核心场通过购买精液确保遗传进展。

	 丹育杜洛克公猪丹育长大/大长母猪

强壮的肢蹄良好的繁殖性能	
性欲高下体轮廓好	
瘦肉率高使用年限长	
肉质好易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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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某些自繁自养种猪的养殖者，也没有生产纯种长白或

大白的核心群，而是选择轮流使用两个品种进行杂交生

产，这也被称为“轮回杂交”。

1.2.4	 育种目标

育种目标就是寻求改良所有遗传性状的总括性表达。这些

目标也考虑了养殖者和屠宰者的经济效益。而总体目标则

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高品质猪肉，以保持丹麦猪肉在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丹麦种猪育种体系内，养猪研究中心负责制定三个品种

的育种目标，而来自育种方和屠宰场的代表也会参与其

中，他们会提议将某些性状包含在总体育种目标内。

被选定的性状必须满足特定的要求：

	 可以遗传的性状

	 可以量化的性状（直接或间接）

	 对产量有显著影响

	 能够确认的经济价值

父系和母系的育种目标有所区别。下表清楚说明了各个育

种目标的经济显著性。

	

下表所示为各个性状的遗传改良水平，同时也可以看出窝

仔数和使用年限这两个性状只有母系猪有，而杜洛克猪没

有。		

窝仔数：LG5，即出生后第5天活仔数，表达了种猪基
因有望影响窝活仔数（产后第5天）的程度。该指标仅
限于长白和大白育种目标中。	
	
料重比：该指标是以降低猪每公斤日增重所需消耗饲
料为目标。单位是饲料单位/公斤增重，一个饲料单位
肉猪=	7.72MJ	（FEsv就是饲料单位）。

各育种目标性状的经济系数

日增重（0-30kg）	 	 0.09	 丹麦克朗/克/天

日增重（30-	100kg）	 	 0.14	 丹麦克朗/克/天

料重比	 	 133	 丹麦克朗/饲料单位/	
	 	 	 公斤增重

瘦肉率	 	 8.6	 丹麦克朗/	%瘦肉率

产后5天活仔数：	母系猪	 22	 丹麦克朗/头/窝

体型结构：	 	 12.5	 丹麦克朗每分

屠宰率，%																				 -4.9	 丹麦克朗每公斤	 						
使用年限	 母系猪	 85	 丹麦克朗/公斤/一胎	
	 	 	 后继续使用的机会	

	
例如：如果料重比可以下降1.0饲料单位/公斤增重，那
就可以节省133丹麦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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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目标内的性状越多，每个性状获得的进展就会越少。

除了育种目标中性状的数量外，在一个品种中还有其他一

些因素能影响每个性状对经济进展的贡献，包括各性状的

遗传力、性状间的遗传关系和被测定的猪的数量（见1.2.8

），这些都是设定育种目标和决定性状多少的重要因素。

1.2.5	 品质指标	

育种目标主要关注瘦肉率和清除PSE性状。在丹育育种体

系中，这些问题已经通过剔除各品种的氟烷基因和RN基因

（即酸肉基因，也称作汉普夏效应基因）而得到解决。

瘦肉率
丹麦猪的瘦肉率现已达到60%左右，这在行业内属于比

较理想的。因此，瘦肉率在育种目标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

小。但为了维持目前的水平，该指标仍需继续作为育种目

标中需要考量的一部分。部分原因是随着屠宰重的增加或

其他育种目标的变化，瘦肉率也可能随之降低。

PSE:	PSE分别是灰白、松软和渗水的缩写，PSE肉
就是肉色灰白、肉质松软并有渗出物的肉。如果生猪
个体含有氟烷基因杂合子或纯合子，或在屠宰时受到
应激，就会导致肌肉pH值迅速下降，猪肉就会表现出
PSE	肉的特点。PSE肉不适合进行绝大多数的加工处
理。丹麦种猪已经剔除了氟烷基因。	
	
pH值：pH是酸度的一个指标。pH标度是相对的，
水的pH值为7，属中性。pH值高于7表明液体是碱性
的，低于7表明液体是酸性的。猪肉的pH值是指构成
大部分肌肉的液体的酸度。猪屠宰约24小时后，由于
肌肉中的糖原酵解成乳酸，导致pH值开始下降。pH
值对猪肉系水力有显著影响。

	 杜洛克猪长白猪和大白猪	
	 父系母系	

屠宰率	%	 3%	 	 2%	
料重比	 51%	 	 42%	
体型结构	 5%	 	 5%	
日增重	0-	30kg	 3%	 	 2%	
瘦肉率	 16%	 	 7%	
日增重	30-	100kg	 22%	 	 11%	
产后5天活仔数	 -	 	 27%	
使用年限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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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水力/PSE
对于PSE肉，育种目标是确保在背最长肌中出现的频率不

超过2%，在后腿肉中出现的频率不超过4%。PSE肉对所

有种类的肉来说都是一个不良性状，而目前对PSE肉在里

脊肉和后腿肉中出现概率的要求已经达到。

屠宰后，PSE肉的出现与氟烷基因分布	(Haln)有很大的关

系。氟烷基因属于单基因隐性遗传。含纯合子（nn）的猪

屠宰后将全部出现PSE肉，而含杂合子（Nn）的猪有15-

25%会出现PSE肉。

PSE肉的问题可通过剔除氟烷基因解决。现在丹麦种猪繁

育体系已经成功剔除了氟烷基因。

pH
里脊肉的pH值约为5.5，后腿肉的pH值约为5.6。.

研究表明，自从将丹麦种猪的酸肉基因和氟烷基因剔除

后，pH值已不再影响猪肉产量，因此，pH值也不再作为育

种目标中的考量因素。	

1.2.6	 生产性状
育种目标中的许多性状对生猪养殖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都

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料重比、体型结构、日增重、窝产

仔数和使用年限有影响的性状。

料重比和日增重
由于料重比和日增重对养猪生产的经济效益影响极大，所

以要高度重视这两个性状。改善料重比对二氧化碳的整体

排放水平也有积极的效果。

体型结构
好的体型结构是指正确的腿型和正常的体格。体型良好也可

以确保动物未来的福利和使用年限。

使用年限
自2006年开始，使用年限即被作为母系长白猪和大白猪育

种目标的一部分。利用扩繁群的生产成绩确定至第二胎的

使用年限育种值，该值更多关注使用年限而非体型结构。

使用年限的选择标准不单单是腿部健康，还包括在选择

种猪时可能考虑的其他因素。比如，疾病和繁殖问题，此

外，诸如脾性等因素也会影响选择过程，但这些因素的任

何变化都会在重新计算出的育种值中凸显出来。

将使用年限作为育种目标会降低长白猪和大白猪体型结构

这一性状的显著性，但它仍然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来源。

产仔数（LG5，母猪产后5天的窝活仔数）
自从1992年将产仔数加入育种目标后，从基因进展上来

说，产仔数平均增加了超过4头仔猪。2004年开始，育种

目标从产活仔数改成产后5天的活仔数（LG5）。	

产后5天活仔数这一指标是将活产仔数和产后最初几天仔

猪的存活率合并在一起了。自从将产后5天的活仔数作为

育种目标后，丹麦核心群和扩繁群的死亡率已经下降了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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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选择指数
如果把所有的育种性状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估，选择指数就

是对每头猪可能达到的生产成绩的评估值。选择指数被用

来选出用于繁殖后代的最好个体。	

基因组选择
2010年秋，丹育育种计划进行了基因组选择。通过DNA测

定，基因组选择可以更精准的计算出育种指数。基因组选

择目前已成为所有三个品种育种工作的常规项目，预期能

将每年的育种进展提高15-	20%。		

育种指数
对每一个品种来说，核心群母猪的平均育种指数始终都是

100。种猪的育种指数越高，相应的，其生产性能的经济价

值也越高。丹麦种猪繁育体系内所有种猪的育种指数每周

更新一次。每年在育种进展上有8-	14个指数点的改善。同

时，从购买当天起，每头种猪的育种指数水平每年也会下

降类似的指数点。因此，如果在2003年购买了一头指数为

100的公猪，到了2009年，这头猪的育种指数可能只余40

左右。这就促使生猪养殖者必须定期更新种群。

除了选择指数，各个性状的育种指数也会公布。因此，每

个养殖产者都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目标属性分类指数最

高的种猪或精液，用于改善自己的猪群。

1.2.8	 性能测定
为了获得每头猪的性状信息，要对所有的种猪执行广泛的

记录和性能测定。核心群和扩繁群内所有长白猪和大白猪

的窝分娩信息都要进行记录，每年记录的总数超过125,000

窝。从1985年起，所有的窝分娩信息都用于每周育种值的

计算，保证了对种猪繁殖性能的准确评估。

性能测定包括体型的评分、日增重和瘦肉率的测定。这不

仅包括每年在农场进行场内测定的近100,000头种猪，也包

括每年在Bøgildgård测定中心测定的5,000头公猪。

场内测定
在核心群内，所有进行测定的猪在整个生长期内都自由采

食。对饲料营养标准和食槽大小都有一定的要求。此外，

所有的猪都按性别分开饲养。统一的饲养条件为广泛开展

体重从30-100公斤的场内测定奠定了基础。

每隔一周，养猪研究中心的技术人员就会来猪场测定核心

群的生产性能。在技术人员到来之前，需要收集所有待测

猪的系谱信息，再测定日增重、用超声波扫描测定瘦肉

率，进行体型评分。在此基础上，猪的日增重、瘦肉率和

体型的育种值就评估好了。	最后，技术人员在离开之前，

可以给测定的猪计算出一个指导性的育种指数，用于选择

哪些猪可以进入核心群，哪些猪可以做种猪出售，或当作

肉猪送去屠宰。	



25猪肉生产质量手册

核心场和扩繁场的农场主，要向全国育种中心的数据库录

入以下信息：母猪的更新、窝分娩和配种信息，以及场内

测定的成绩。每周三晚上，	中央数据库会对全国所有种猪

的指数进行计算，计算汇总了所有核心群和测定中心的所

有记录。

Bøgildgård测定中心
在测定中心测定小公猪是核心场场内测定的补充。小公猪

在四周龄时，从本周核心群中育种指数高的窝里挑选出

来。测定中心测定是为了确保挑选出性能最可靠的公猪进

入人工授精站。通过把这些公猪饲养在同一地方测定，可

以对每个性状进行更好的比较。

丹麦在Bøgildgård有一个测定中心，年可测定5,000头公

猪。测定过程如图5所示。

小公猪先转入保育舍，饲养5周后，再转入测定舍，这样

小公猪可以在转入测定舍前形成相近的健康水平。中心测

定和场内测定是在同样的基础上进行的，但中心内所有的

圈舍都装有电脑控制的测定站，以便记录每头猪的采食情

况。

生产性能测定结束后，将最好的公猪挑选出来送到人工授

精站，其余的公猪则送去屠宰。屠宰后，可对公猪的肉质

性状和其他活体不能测定的性状进行测定和记录，例如屠

宰率，以确保在选育过程中不会出现不良性状。

1.2.9	 可追溯性
所有的种猪都配备了一个专门的ID号码。

耳标和猪的记录
出生后24小时内，核心群和扩繁群内所有的猪都要打上可

识别的耳缺号，该耳缺号与母猪的ID号码相同。核心群和

扩繁群内这些数据以及当前登记的数据都要记录，通常以

电子附件的形式递交给育种中心办公室，并保存在中央育

种数据库内。

核心群

仔猪 

屠宰场

人工授精站

隔离检疫舍

5500

5200

4350750

3000

2250

Bøgildgård

图5	Bøgildgård公猪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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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猪的更新
农场主负责记录核心群和扩繁群内的种猪更新，并且每月将

上月种猪留种和送去屠宰场的情况记录递交给养猪研究中

心。这些信息都会输入中央育种数据库中，并检查是否有错

误和遗漏。种猪更新的数据也是此后报告中血缘管理的基

础。此外，也会有总结报告用于当前猪群内种猪的管理。

配种清单和分娩记录
核心群和扩繁群的所有配种记录都要在14天内递交给育种

办公室。分娩信息的记录要包含配种日期、分娩日期、总

产仔数和产后5天的活仔数。

1.2.10	种猪繁育体系的控制
育种办公室通过与中央育种数据库的反复核对，来检查所有

递交的数据是否有错误和遗漏。例如要检查父母代的名字和

ID号码是否正确，分娩日期和配种日期是否对应。

由于计算育种值时包含了几代相关种猪的生产性能信息，

系谱信息对遗传进展有着显著的影响。计算出的育种值构

成了选择的依据，所以系谱信息的准确性是很重要的。在

核心群内对所有的系谱信息都进行例行检查；而在扩繁群

内通常只对双亲的系谱信息进行抽样检查。

	

另外，对于改良的遗传特性是否很好地传递到商品猪生产

上也要进行定期评估。

1.2.11	 小结
在丹育体系的种猪群内，所有的种猪都已经清除了氟烷基

因。氟烷基因的清除和PSE肉的不再出现，是丹麦猪肉品

质的重要体现。

瘦肉率和产仔数的遗传进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日增

重和饲料转化率会受到品种和环境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在

一般情况下，商品群只能获得核心群遗传进展的80-90%。

遗传进展可以通过生产数据或财务方面表现出来。从经济

角度来看，这种遗传改良可以给每头杜长大商品猪增加

10.00丹麦克朗的边际收益。

丹育体系下的种猪经常被用来和其他育种公司的母系猪进

行比较，但丹育种猪都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结果。丹育种猪

繁育计划不但改善了遗传性状，也成功改善了肉质性状，

并且提高了生产者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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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法规和行业协议
丹麦的《动物福利法(1991)》要求所有的农场动物，包括

猪，必须有妥善的猪舍和饲养。这些法律条款提供了一个

整体框架，但没有规定针对各种动物的具体圈养细节。

《动物福利法》由司法部门负责。两个专门的委员会（即

动物伦理委员会和动物福利委员会）就动物福利问题向司

法部门提出建议。由其向司法部门提出修正案。

基于欧盟法规（91/630/EEC）的猪保护法条例则提出了更

加具体的要求。从1991年9月开始，一般条例已付诸实施，

而欧盟指令明确规定的条例于1994年1月1日开始实施。

对于任何在1999年1月1日后投入使用的新母猪舍，有单独

的法规（法规号	404/1998）做了特定的规定。

对于任何在2000年7月1日后投入使用的仔猪舍和育肥舍，

有单独的法规（104/2000号法案）制定了仔猪舍、后备猪

舍和育肥舍的特定条例。

所有的圈舍都受特定的法规约束，（	295/2003号法案）对

于饲养妊娠母猪、仔猪、后备猪和育肥猪的舍内单元都制定

了特定条例。

2001年在两份欧盟法规发布之后，丹麦进一步修订了关于

猪圈舍的法规。新的法规从2003年5月15日开始生效，内

容如下：

	 妊娠期间散养的经产母猪，新的圈舍面积要求
	 妊娠期间散养的经产母猪和后备母猪，新的地板要求
	 所有经产母猪和后备母猪都有秸秆或者其它高纤维含	

	 量的饲料或原料
	 所有保育猪和育肥猪要随时有可以拱玩的饲料

从2005年1月1日开始，法律要求所有的圈舍都必须有病猪

栏，参见法规号	1120/2004中已更改的关于“动物保护”的

条款323。

进一步的法规（173/2001号法案）针对舍外饲养猪制定了

特定条例。

近期制定了关于断尾、磨牙和公仔去势的单独法规

（323/2003号法规）。这项法规针对具体操作进行的时间

和操作人员的能力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这些要求均与

欧盟规定相符。

从2011年1月1日开始，法律要求对所有去势的仔猪使用止疼

药（1471/2010号法规）。在此之前是行业要求。

自1975年以来，丹麦养猪业一直在执行一套检测和评估猪

舍系统与设备的计划。目的在于阻止对动物福利或整体生

产效益有害的系统和产品的推广。

养猪研究中心已经针对猪舍设计和管理制定了详细的指导

方针，此方针将法律要求、实际调查和开发工作的成果都

纳入了考虑范围。

1.3	 动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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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猪舍
猪舍的设计必须满足饲养家畜的健康和福利要求。所有使用

的设备都不能在任何方面对动物造成伤害，而且要便于清洁

和维护。

《动物福利法》规定，动物圈舍空间的设计必须满足动物

的需要，并且保证动物在采食、饮水和休息时能自由移

动。此外，还要根据需要保护生猪免受贼风和天气的影

响。

对于2000年7月1日后投入使用的新猪舍，饲养20公斤以上

生猪的圈舍内必须安装喷淋系统。2015年7年1日开始，该

规定将推行于所有的圈舍。1999年1月1日后建成的妊娠散

养母猪舍，也必须安装喷淋系统，如此有助于生猪在热天

在2000年7月后投入使用的新猪舍，饲养20公斤以上生猪的圈舍内必需安装喷淋系统，包括妊娠母猪。如此有助于生猪在热天调节体温。

各种体重生猪的空间要求

	 体重范围，公斤	 空间要求，平方米

	 <10	 0.15	
	 10-20	 0.20	
	 20-30	 0.30	
	 30-50	 0.40	
	 50-85	 0.55	
	 85-110	 0.65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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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体温。2014年1月1日开始，该规定也将推行于所有的

圈舍。

从2005年1月1日起，要求所有的圈舍都要有数量充足的病

猪栏，并且要确保时刻有空的病猪栏可以立即使用。对于

母猪舍，病猪栏的总数至少要达到散养妊娠母猪栏总数量

的2.5%。该规定从2011年1月1日开始生效。在2011年1月1

日之前投入使用的体系，要求在2021年1月1日达到要求。

额外的空间和布局设计也适用。

空间要求
设计圈舍时，必须确保可方便每头猪起身、躺下和休息。

同样，猪必须能够有干净的躺卧区域，并能够看到其它

猪。对于不同重量的猪，也有不同的空间要求。

对于2000年7月1日后投入使用的猪舍，下面的条例同样适

用：

	 饲养10周龄以内的生猪圈舍，法规要求的最小面积的	

	 一半必须是实心地板或漏水地板（漏缝率低），或者	

	 两者结合（104/2000号法规）。
	 饲养10周龄以上的生猪圈舍，法律要求的最小面积	

	 的三分之一必须是实心地板或漏粪地板，或者两者结	

	 合（104/2000号法规）。

该法规将于2015年7月1日起推行于所有猪舍。

设备和原料

使用的任何原料和设备都不能对猪有伤害，并且便于清洁

和消毒。因此，为了制定这些设备的操作指南，丹麦应用

猪研究计划针对所有新设备进行了检测。

地板
地板不能太滑，也不能不平整，以降低猪受伤的风险。地

板的设计需要确保猪的舒适和安全，并且所使用的材料须

能够承受猪的体重，表面须平整和稳固。猪躺卧的区域一

定要舒服、干净并且足够的干燥，如果使用垫料，垫料也

必须是干净、干燥和安全的。

从2015年7月1日开始，保育猪、母猪和育肥猪的圈舍内，

最低面积要求的三分之一必须是实心地板或漏粪地板，或

是两者结合。如果只用于饲养保育猪，则要求达到一半的

面积。		

从2005年1月起，丹麦法律要求所有的圈舍都要有数量充足的病猪栏，这样
任何生病的或受伤的猪都可以立即转入，并接受特殊的治疗和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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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供应
仔猪2周龄后，必须有充足的新鲜饮水。

必须要设计、制造、安装和维护好喂料和饮水设备，确保饲

料和水不被污染。在大部分的体系中，生猪都可以通过自由

饮水来满足不同的需要。

通风
室内温度、空气流通和粉尘可能会影响猪的健康。因此，

必须调整空气交换速率，让通风系统能够去除额外的热

量、潮湿和粉尘。

	所有配备机械通风的圈舍都必须安装紧急通风和报警系

统。报警系统必须配备一个当地警报器或与控制中心连

接。丹麦养猪业有个专职小组，就室内生产环境向生产者

提供建议。技术人员都经过了环境分析的特别培训，养殖

者可以用该服务去发现自己生产系统中的不足之处。

光照
猪不能无限期在黑暗中饲养。至少要有8个小时、相当于40

瓦的自然光或人工照明的光照。多数猪圈同时采用人工照

明和从窗户透进的自然光照。

秸秆
必须给散养舍内的妊娠母猪提供秸秆或其他纤维含量高的

饲料或原料。	秸秆通常也提供给	刚转入“两种气候”的保育

舍的猪和育肥舍的猪。																																

通过与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的合作，丹麦养猪业

已经着手进行一项旨在决定生猪最适宜秸秆量的综合调查

项目。秸秆量必须要满足猪自然拱土的本能，同时也要考

虑到在目前猪舍内的卫生和环境。	

可拱玩的材料
所有圈舍内和群养的猪都必须一直有充足的秸秆或其他原

料，以满足猪对拱玩材料的长期需求。拱玩材料可以是不

会给猪带来健康问题的秸秆、干草、木头、木屑或垫料，

天然原料制成的粗绳也可以使用。

温度、空气循环和没有粉尘是有利于猪健康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保持空
气交换速率，让通风系统能够去除热量、水分和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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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
考虑到卫生问题，特别是有关沙门氏菌的控制，保育舍和

肥育舍都要建成部分封闭的围墙，以避免不同类型猪之间

的直接接触。该系统也让定期清洁和消毒单个圈舍成为了

可能。

“全进全出”的生产制度已经在丹麦普遍推广使用。“全进全

出”的管理可以确保在一个猪群内爆发的疾病不会传染给转

入该圈舍中的下一猪群。在下一猪群转入前，要进行彻底

的清洗和消毒。圈舍内各种特制的材料也是为了能够进行

清洗和消毒而研发的。	

1.3.3	 经产母猪和后备母猪舍
配种4周后和产前7天的经产母猪和后备母猪，都需要饲养

在大群体或小群体的散养舍内。配种后4周内的猪可以饲养

在限位栏内。限位栏的设计，要方便每头猪躺下、休息和

起身。

每头经产母猪的空间至少是1.3	m2，后备母猪至少是0.95	

m2，地板是实心或漏粪的（或两者结合），并且要提供秸

秆（干草、木屑或相似的原料）。空间需求取决于猪群的

大小和后备母猪的数量。

从2013年1月开始，所有的妊娠母猪都要群养（除了配种后4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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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6年1月1日开始，禁止拴养母猪。

1999年1月1日后开始使用的母猪舍，必须有喷淋系统或类

似的设施，可以让母猪调节自己的体温。

在分娩前一周，必须给经产母猪和后备母猪提供适当的做

窝材料，但如果由于排粪系统的技术原因会导致粪污系统

堵塞，则可以不提供。

1.3.4	 管理
《动物福利法》规定：

	 必须对动物进行正确的治疗，并且尽最大程度保护动	

	 物免遭疼痛、疾病、恐惧、永久性损伤和不适
	 饲养人员有责任照顾动物并进行适当的治疗，包括提	

	 供充足的饲料和饮水，以及满足它们的生理和行为需	

	 要。

这就意味着在丹麦，所有的猪每天都要饲喂，并且至少检

查一次。生病和受伤的猪必须给予即刻的关注，并转入特

通过有关当局和养猪业的密切合作，加上良好的信息网络，可以确保所有新颁法律都可以在猪场上尽快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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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病猪栏。病猪栏数量必须充足，并且至少有一个是随

时准备好可以使用的。如果有一头猪生病时间较长，那这

头猪需要淘汰掉，或咨询兽医。

在丹麦，仔猪通常最早在28日龄断奶，但如果将它们转入

清洁和消毒过的特定圈舍内，也可以在21日龄断奶。这些

圈舍必须与母猪舍分离开以降低疾病传染的风险。

断尾、磨牙、去势
正常情况下，断尾和磨牙都是不允许的，只能在有确凿证

据证明母猪或其它猪受到伤害时，才可实行。磨牙必须在

出生4天内进行。在实际操作中，考虑到母猪的福利，如果

要磨牙，一般是在出生24小时内进行的。并且必须由兽医

或经过特殊培训的员工进行操作。剪牙是不允许的。

断尾必须在出生4天内进行，并且只能在有正式文件证明出

现咬尾，且没有其它方法可以避免咬尾时，才可实行。只

有兽医或经过特殊培训的员工能给猪断尾，并且剪掉的部

分不能超过尾巴的一半。如果断尾的时间延后了，需要对

仔猪实施全身麻醉。

如果要给仔猪去势，必须在出生7天内尽快进行。超过这个

时间后，只能由兽医或经过特殊培训的员工进行操作，并

且要对仔猪进行全身麻醉。

从2011年1月1日开始，法律要求在给仔猪去势前，需要给

仔猪使用止疼药。止疼药可以提高动物福利，主要是因为

使用止疼药后，去势后的疼痛可以减轻。从2009年6月开

始，止疼药已经成为行业要求，并且也是丹麦产品标准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参见1.1）

1.3.5	 生产和圈舍体系的发展
丹麦的农场主普遍接受死亡是一种福利，也是一种经济挑

战，需要进一步去关注。因此，目标是到2020年可以将仔

猪、保育猪和育肥猪的平均死亡率减少20%。

养猪业也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到2020年可以让10%的

母猪进行自由分娩，这也意味着养猪业能够接受将于2021

年开始实施的、母猪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都饲养在散养舍的

法规。

新的圈舍体系是由政府机构和行业自身一起研发的。发展

工作也是由多个协会和组织共同协调进行的，也就是说，

多个团体的研究人员可能都参与了相同的项目。该方法可

以确保考虑到所有可能的因素，并且结果可以在团体间进

行快速的沟通和实施。研发关注的关键问题由动物伦理委

员会鉴别，但同时也会受到公众舆论和市场需求的影响。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动物福利和健康即已成为了主

要研究活动的焦点。主要目标在于提高现存体系与新开发

体系下的福利和健康水平。

当前研发活动的领域主要是：

	 妊娠母猪的散养舍设计
	 分娩母猪的散养舍设计
	 保育猪和育肥猪圈舍的设计
	 保育猪和育肥猪的拱土材料
	 防止咬尾
	 病猪栏的使用
	 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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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由农业科学院（参见1.1.3）等研究机构和行业自

身进行的田间试验共同合作完成。因此丹麦的养殖者会在

生产中结合当前的知识和自己的经验加以应用。例如，近

年来很多生产者在进行小规模的母猪自由分娩的试验，期

望在将来的某一阶段，这最终会成为正式的规定。	

1.3.6	 控制
从1994年秋天开始，受雇于丹麦兽医和食品管理部门（在

食品、农业和渔业部管辖之下）的当地兽医官，承担着对

动物福利法条规执行情况的检查。当地兽医官可以自由进

入养殖舍以及检查动物的运输，并且可以查看所有需要的

文件。欧盟委员会官员也允许进行类似的访问。

每年至少5%的丹麦养殖者或有虐待动物嫌疑的养殖者会受

到有关当局的审查。大的猪场也要进行自己猪场内的动物

福利审查。猪群的自我审查项目，每年至少由职业兽医（参

见1.5.4）检查一次。动物福利作为行业内丹麦产品标准（

参见1.1）的一部分，由独立机构每年抽取三分之一猪群进

行检查。

此外，所有当地兽医都有义务向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

汇报任何滥用动物福利的案件。所有丹麦农业食品委员会

的雇员也有责任汇报在他们进行常规农场审查时遇到的类

似案件。还设有为所有与猪相关人员开通的热线。这是由

丹麦农业食品委员会下属的养猪研究中心的员工进行操作

的，旨在防止有疑问的情况被忽视。

所有猪到达屠宰场后，在卸载时都会进行正式的兽医检

查，同样的，发现任何虐待的证据都必须向有关当局汇

报。

1.3.7	 小结
丹麦猪的福利既有优秀实践的保证，也有一系列的官方控

制支持。有关当局和养猪业本身的亲密合作，以及一流咨

询服务的支持，确保了生产者拥有最新的技术信息并了解

所有关于动物福利和健康的法律法规。

广泛的研发也为健全的法律框架奠定了基础。

有关当局和养猪业组织的合作，可确保健康和福利的各方

面在所有研发工作中都能得到适当考虑。动物行为要递交

给合适的独立科学机构进行评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它

能为开发新的圈舍和生产体系取得最佳的解决方案。

丹麦近来关于各个阶段猪的健康和福利相关的法律，在整

个欧盟也是最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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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法律和行业协议
除了对动物健康和福利的要求外，丹麦法律也规定了一系

列的要求，来解决养猪生产对于环境的潜在影响，其中包

括：

	 家畜生产圈舍的位置和设计
	 家畜生产圈舍的规模
	 每公顷土地最多消耗来自猪粪水或粪便的140公斤氮
	 粪水的处理要求。

环境部门已经针对生猪养殖系统的建立和动物粪便的储

存、排放和利用制定了相关条例，以符合硝酸盐指令

（91/676/EEC）。从2007年1月1日开始，一项新的关于

家畜环境批准的法律开始生效，即572/2006号法案。该法

案还有关于家畜的许可和批准等内容的294/2009号法规，

和关于家畜和畜牧超过3个动物单位、家畜粪肥、青贮饲料

等以及随后的修正通知内容的764/2012号法规支持（参见

1.4.2）。

农业知识中心已经制定了一系列面向当地养猪顾问的指导

方针，养猪顾问的职责是协助养殖者规划和管理家畜生产。

1.4.2	 农业用地的位置和规划

	
位置
新的法规要求在以下区域的新建场不能超过3个动物单位，

或者已有的农场不可以再扩建或改建：

	 现有的或规划中的市区或旅游区
	 用于工业、休闲或其他用途的区域
	 与上面这些区域的距离不到50米
	 与任何相邻房屋的距离不到50米				

此外，任何大于75个动物单位的猪场进行翻新或扩建时，

必须获得2007年1月开始实行的法规的环保审批。除了一般

的距离要求外（参见上文），对减少氨气的排放也有相关

要求。从2013年开始，关于圈舍和粪便储存体系下最低的

氨气排放量，在母猪和育肥猪上要求降低30%，在保育猪

上要求降低20%。在实际操作中，意味着任何使用全漏缝

地板的生产体系，都要降低60%。.

1.4	 	环境	

动物单位（简称为AU）：是农场上饲养的动物数量的
一种体现标准。1个动物单位就是基于储存的粪便中包
含100公斤氮的动物，1个动物单位对应于：

	 每年4.3头母猪和它的哺乳仔猪（4周龄到7.2公斤	
	 大小）	
	 200头保育猪（从7.3公斤到32公斤）	
	 36头育肥猪（从32公斤到107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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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实施的一些发展计划和方案，演示了如何通过使用不

同的策略来降低氨气的排放和臭味，例如调整饲料、选择

特定的圈舍体系以及使用生化空气净化系统。这些推荐的

方法都在养猪研究中心的网站(www.pigresearchcentre.dk)

上有详细说明。

家畜圈舍的位置必须满足图6中所示的一系列要求。

土地和谐
根据养猪生产的规模，农场必须有一定面积的土地用于猪

粪便的处理。土地可以是农场主自己的，也可以进行长期

或短期的租赁。农场主还可以和其他农场主协议商量猪粪

便的返田位置事宜。《和谐要求》规定土地的面积一定要

足够大，相当于每公顷土地可以承载含氮140公斤的粪便（

每公顷土地承载1.4个动物单位）。

设计
家畜生产体系在设计时必须避免对土地或地下水造成污

染。这意味着铺地材料和排水系统必须满足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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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能源部门已经草拟了猪生产圈舍的操作细则，包括猪粪便的储存、处
理和返田。目的是将家畜生产对环境的污染和影响降到最低。每年每公顷土
地能够承载的最大粪便量为含氮140公斤的粪便。

图6	猪舍和污水池等的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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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动物粪水的储存和返田
为调控氮的影响，动物粪水的储存和利用有很多重要的限

制。

对于猪场来说，每公顷土地每年可以承载的最大的粪便量

为含氮140公斤的粪便（即每公顷土地每年承载1.4个动物

单位）。产粪量大的猪场必须就剩余粪便的转移和使用与

其他农场主签订正规协议。

储存容量至少要相当于9个月的排粪量，以确保只有在选

定时间段才粪尿返田。储粪池必须要有盖子或类似的覆盖

物，以防止排出过多的氨气和臭味。

粪污只能在从2月1日到农作物的收获的生长季返田，玉米

地从10月1日到收获，牧草地从10月15日到收割期间也可施

粪肥。液体粪肥的排放返田只能通过直接注射到黑土壤里

的方式，或者通过管道系统排放到生长期的农作物。这可

以使粪肥的利用效果更佳，并且臭味更少。

每个饲养家畜的农场每年都要准备正式的计划和预算，包含

下面这些具体内容：

	 作物轮作计划和冬季保持绿色的土地
	 肥料使用计划，包含粪便和对氮磷的需求	
	 做好从8月1日到次年7月31日期间化肥和粪便的记录，	

	 方便地方当局检查。

化肥和粪便的记录包括氮的使用要求。粪污中至少75%

的氮会被利用。每年的化肥计划必须递交给丹麦农业渔业

局。

1.4.4	 生产体系
大多数丹麦猪都饲养在有机械通风和供暖系统的保温圈舍

中。但也针对一些散养体系的妊娠母猪设立了一种不保温

但将秸秆作为垫料的圈舍。在丹麦，约5%的母猪饲养在舍

外。批量生产通常遵照“全进全出”的原则，且大多数仔猪

在4周龄断奶。

Sows
妊娠母猪从配种4周后开始群养在散养圈舍内。散养圈舍体

系基于不同的设计和饲喂原理。

分娩母猪一般单独饲养在特别设计的部分或全漏粪产床

内。产床的是为给仔猪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所有的产床

内都有给仔猪提供最佳环境的保温区。近来，一些有远见

的农场主已经重新设计了产房，如此一来，一些母猪可以

在整个哺乳期间散养。	

Weaners
保育猪饲养在特定的圈舍内，以20到40头猪为一个群体，

并且根据猪的日龄要求，设置相应的温度和通气量。大部

分的栏位都通过部分漏缝地板和有盖板的保温区设计成“两

种气候”的栏位。猪自由采食，并采用“全进全出”式管理。

猪在保育舍内从7公斤饲养到30公斤。越来越多的猪开始饲

养在“从保育到育肥”一体化的圈舍内（FRATS）。

育肥猪
育肥猪以12到18头为一个群体饲养，并且在整个生长期间

自由采食。大多数的圈舍体系都安装了自动控制型机械通

风。大部分的猪饲养在全漏缝地板的栏位内，但从2015年

7月1日开始，三分之一的地板必须是实心或漏粪的。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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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适用于2000年7月1日后投入使用的新圈舍。批次生产采

用“全进全出”管理，主要是为了猪群健康和卫生的改善。

猪转入育肥舍时的体重在25-	30公斤，生长到100-	110公

斤后，送去屠宰。

另外一种体系也正在丹麦流行开来，就是将猪从断奶（7-8

公斤）到屠宰（约110kg）期间饲养在同一圈舍内。该体系

被称为从保育到育肥一体化的圈舍（FRATS）。

通过与当地咨询服务机构合作，大部分生产者都针对单独

圈舍的生产执行常规控制。如此亦可提高母猪、仔猪和育

肥猪的最佳生产潜力。关于繁殖、饲料消耗和日增重这些

数据，全部都有记录。

1.4.5	 控制和监测
地方当局的职责在于确保为畜牧生产、粪便的储存和返田

而制定的相关条例，能被很好的实施。这是通过对所有农

场的定期监控实现的。

新设备需要频繁检测，以确保其功能正常并满足动物的需

要。有关当局与供应业之间签订的特定协议，确保了市场

上所有地板系统的持久性和实用性。圈舍设备和通风系统

的制造商之间亲密的合作，既保证了研究和试验的成果，

也保证了生猪生产的实际经验，能被纳入新产品的开发之

中。

丹麦AgriFish机构可确保影响粪水排放的所有规则都能得到

遵守。这是通过年度计划的审批和选择农场进行视察而实

现的。任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都将实施罚款。

妊娠母猪在预产期前7天转入产床内。这些单独的产床是特别设计的，旨在
尽量减少对仔猪的伤害。



39猪肉生产质量手册

1.4.6	 小结
为畜牧生产、粪便的储存和返田而制定的条例，保证了畜牧

业和农作物循环生产齐头并进，且不对环境造成危害。法律

还确保了现代畜牧业体系的高度可持续发展。

由行业协议支持的官方管控确保了各项条例的正确实施，

同时也使与动物福利和健康息息相关的高质量圈舍体系得

以使用。

仔猪断奶后，转入新的圈舍，通常是20头到40头仔猪一个群体。通常是“两
种气候”的圈舍，这是通过部分漏缝地板和有盖板的保温区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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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法律和行业协议
丹麦法规制定了一系列的圈舍设计要求（323/2003号法

规），这与动物福利相关，也可保护猪不受到伤害。

	

除此之外，行业内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指导方针，通过行业

内的丹麦产品标准实施控制，来确保所有猪群处于较高的

健康水平。对于无特定病原体（SPF）猪群还有附加的法

规。同时也要求保护猪不受外部污染并监测特定的疾病。	

执业兽医在保持较高健康水平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兽医

法》概述了兽医的权利和义务。这项法律也为兽药的使用

制订了详细法规（785/2010号法规，参见附录1）	，并且

为猪群健康咨询协议	（787/2010号法规）和动物福利自我

审查（763/2010号法规）	的建立提供了基础。

为了限制食品中出现沙门氏菌，丹麦有关当局建立了关于

猪沙门氏菌的法规（404/2012号法规）。第4版沙门氏菌

执行计划亦已出台，作为上述法规的补充条款。

为了预防沙门氏菌在猪群间的感染，所有大的猪群都要依

据1329/2010号法规制定相应的感染保护计划。

1.5.2	 猪群的健康等级：常规和无特定	
	 病原	
丹麦养猪业执行两种健康等级：常规和无特定病原。在常

规或一般的猪群内，动物健康状况没有系统的控制，但农

场主和相关的兽医都知道具体情况。

特殊的SPF状态确保了这些猪群已经清除了很多疾病，如

支原体肺炎，胸膜肺炎，猪痢疾，疥螨，虱子和萎缩性鼻

炎。SPF猪群只能在完全隔离的状态下建立，当前面一批猪

被屠宰后，要对整个圈舍进行清洁、消毒并保持空圈一定

的时间，直到引入SPF猪为止。高水平的生物安全和紧密的

兽医监督是该体系的安全基础。

如果SPF猪群出现上面提到的某种疾病，猪群还是属于SPF

猪群，但要进行限定，例如SPF+	ms（表示支原体肺炎阳

性的SPF猪群）。

目前，在丹麦约73%的母猪和38%的育肥猪属于SPF猪

群。还有很多其他猪群虽然没有完成正式的SPF认证，但也

执行相似的规定和标准。

在SPF网站上(www.spfsus.dk/sus/en-GB)可查到更多关

于SPF体系的具体信息，以及丹麦所有猪群的健康状况信

息。

1.5.3	 区域兽医官和兽医	
兽医
在丹麦成为一名职业兽医需要正式的授权。只有在食品、

农业和渔业部注册的执业兽医才可以治疗病猪。必要时，

执业兽医也有责任向区域控制部门报告某种疾病出现的证

据，并为疾病控制计划提供支持。

1.5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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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必须在药房或丹麦医药局批准的经销商那里购买处方

药（法规号785/2010）。购药或开药时，兽医必须提交他

们的授权编号。兽医可以提供用于治疗5天的药物。如果猪

群加入了咨询法规，那么允许猪场储存更多的药物，但兽

医不再提供药物，只负责开药方。对处方药的管制确保了

处方和兽药销售的明确区分，例如抗生素。

当地兽医如发现任何虐待动物的行为或者严重的违法行

为，必须向警察汇报。

兽医监督员
丹麦兽医和食品管理部门下面的兽医板块由中央办公室组

成，中央办公室受来自丹麦的北方、南方和东部三个区域

部门的支持。每个区域都有兽医监督员，他们的总体职责

在于确保动物保护法的实施，以及关于疾病感染和其他潜

在风险的监控和控制的应急措施是否到位。

此外，丹麦兽医和食品管理局也有机动的兽医团队执行主

题审查、监督兽医和审查兽医的检查、以及农场主的自我

审查。

1.5.4	 健康和治疗
兽医只能根据其对病猪所做的正式诊断，上交病猪或者开具

相应处方。预防性药物是不允许使用的。

某些药物只有在兽医治疗病猪时，才可以使用。如果某种

治疗有特定的休药期（可送屠宰），兽医必须据此为农场

主提供相关建议，并且以书面形式确认具体内容。

	

2010年，养猪业内推出了一项自愿性的主要抗生素使用禁

令。其中涉及到医院病人治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头孢菌素

类药物。

结束诊断并开始治疗后，如果农场主并未签订健康咨询合

同，则只能提供或开具5天的药量。

兽医向猪养殖者提供药物或开具处方时，必须要向养殖者

说明并以书面形式确认下面这些信息：

所有使用的兽药都必须进行登记，包括猪的具体治疗信息、药物的种类和用
量、以及治疗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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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的诊断结果	
	 需进行治疗的猪	
	 哪些药物可用于治疗
	 药物的使用剂量
	 药物的使用方法
	 动物被送去屠宰前的休药期

此类书面记录必须于养殖场保留5年，兽医自己也要保留5

年

处方时效期结束之后，未使用的药物即不得存放于养殖场。

如果养殖者使用兽药（包括非处方制剂），则必须正式记

录下面这些信息：

	 接受治疗的猪	
	 开始用药和停止用药的日期
	 使用的药物
	 治疗的原因
	 药物的剂量和使用方法
	 治疗责任人员
	 提供（非处方药物）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

此类记录要在养殖场中保留5年。

在丹麦，90%以上的生猪养殖者都和当地的兽医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其中包括一份详细的猪群健康计划。该协议要求，当地的兽医每年须就动物健康事宜提
供4到12次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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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咨询协议/动物福利自我审查	

所有的大型生猪养殖者都必须和一个职业兽医签订强制性健

康咨询协议。而其他的猪场则可以签订一份自愿健康协议。

但不管是强制的还是自愿的健康咨询协议，针对兽医和养殖

者的具体内容和要求都是完全相同的。所有和兽医签订健康

咨询协议的养殖者，都必须制定一套自我审查计划。养猪业

已经针对猪群的动物福利制订了自己的代码标准，这也可以

作为养殖者制定自我审查计划的基础。执业兽医必须持续评

估生产者的自我审查计划。

咨询拜访的次数取决于猪群种类，以及生产者需要哪一种

业务咨询范围。范围取决于农场主之前是否有过动物福利

和/或用药问题。

每次拜访期间，兽医都必须对动物福利和健康状态进行一

次总结。至少每三个月，兽医必须准备一份书面报告，内

容除了动物福利和健康问题外，亦须包含对于所有相关数

据的评估。

兽医必须保留每个猪群的记录，记录里必须包含下面这些

内容：

	 处方和提供药物的数据信息（药物名称、数量、使用	

	 剂量和治疗的疾病）
	 向养殖者建议的休药期相关数据信息
	 养殖者的兽药登记或基础记录完成的声明的复印件，	

	 和没用完的药物的信息复印件	
	 实验室分析结果	
	 每次咨询拜访的结论
	 拜访报告的复印件

养殖者会收到一份兽医已新加信息的纪录复印件。兽医至

少须将此记录保留两年。

对于签署咨询协议的猪群，兽医可以根据猪群的规模和农场

主的实际咨询范围，开具35-63天的药物。	

兽药统计系统
所有家畜的药物使用必须记录在兽药统计数据库(VET-

STAT)内。该系统对每一个猪群所有的治疗药物、血清和

疫苗都进行了登记。药房、兽医和饲料厂必须向兽药统计

系统提交下面这些信息：

	 接受治疗的动物种类和年龄段
	 猪群识别号（群体号码）
	 诊断结果（或使用该处方药的原因）
	 处方药的名称和数量
	 开具处方药的兽医的姓名

强制性健康咨询协议：如果猪群规模超过300头经产
母猪、后备母猪或公猪，3,000头育肥猪，或者6,000
头仔猪，则猪场必须与兽医签订健康咨询协议。	
	
咨询范围：所有签订强制性健康协议的猪群，都可划
分为下面3种咨询范围：“常规”咨询、“额外”咨询或“
强化”咨询，这与农场主必须接受的咨询拜访次数相
关。母猪群每年咨询拜访的次数在9到12次，育肥猪群
在4到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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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主和兽医可以随时查看此类信息，但只适用于农场主

自己的猪群，而兽医也只能获取已与其签订健康咨询协议

养殖者的相关信息。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他们可以监控

猪群的用药情况，并且可以查看猪群用药量是否低于“黄

卡”的界限。有关当局也有权查看这些信息。

“黄卡计划”
在兽药统计系统登记数据的基础上，猪群的抗生素使用有

一种强制性限制。如果猪群抗生素的使用量高于限制值，

那么按照1085/2011号法规的规定，该猪群会被颁布一张黄

卡。而一张黄卡意味着，在接下来的9个月内，猪群需要将

抗生素的使用量降低至限制值以下。				

1.5.6	 人畜共患病

	

所有的核心群与扩繁群内的沙门氏菌水平，均通过血清学

检测密切跟踪。该计划是始于1993年底，是从养猪业和丹

麦有关当局之间的一项自愿协议开始的。在这些调查中，

每个猪群的沙门氏菌指数(SI)都在持续更新。如果沙门氏菌

值超过了固定限值（沙门氏菌值＞5），则猪群必须接受进

一步的检测，并且要通知种猪的购买方。

当销售核心群和扩繁群的种猪时，猪群的健康声明内必须

标明沙门氏菌值。

从1995年1月开始，即定期针对所有年产量超过200头猪的

生产猪群实施监测，方法则是对送往屠宰场的猪的肉汁进

行血清学检测，从而监控沙门氏菌水平。检测结果每月都

会计算得出，且可以通过SPF体系的网站www.spf-sus.dk

查看。这些结果也会登记在人畜共患病的记录上。有关公

共权威机构也可以查看这些登记信息。

丹麦有关当局要求对感染某种沙门氏菌的猪群进行采样，

以确定沙门氏菌的类型。兽医机构可命令对有高发沙门氏

菌的猪群进行捕杀。

人畜共患病：可以由动物传染给人的疾病，例如沙门
氏菌病。	
	
沙门氏菌值：作为全国核心群与扩繁群内沙门氏菌筛
查的结果之一，“SI值”（沙门氏菌指数）是在过去三
个月里取样结果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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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控制
每年所有的猪群每年都至少要有一次兽医审查拜访。所有

大型猪群都要签订强制健康咨询协议，而且每年都必须有

兽医审查4到12次。

SPF核心群与扩繁群要由养猪研究中心的兽医在其审查期间

实施控制，同时还要通过临床控制和采样细菌学检测，确定

是否有SPF疾病。

此外，所有的核心群与扩繁群每月也都会通过血清学检

测，控制蓝耳病（猪繁殖呼吸综合征）和沙门氏菌病。

SPF生产猪群由当地的兽医进行监测。每年采样一次，并通

过血清学检测确认是否患有支原体肺炎和胸膜肺炎，某些

情况下，也会检测蓝耳病。

当地兽医保存的所有记录，都可以供丹麦兽医和食品管理

部门查看。

如果严重或多次违反健康咨询条例，最长可禁止兽医开具

处方药的权利以及养殖者使用处方药治疗动物的权利5年。

养猪业也制订了针对胴体中发现抗生素残留相关情形的处

罚规定。如果从随机抽取的样品中检测出抗生素残留，供

应商就会被罚款。	

丹麦国家食品研究所的人畜共患病中心持续监控细菌抗药

性和药物使用等相关进展。此类结果每年都会在DANMAP

报告中公布（可以通过www.danmap.org下载报告）。

1.5.8	 小结
在丹麦，预防性的抗生素和化疗药物是不能于宠物的。并

且，兽医不得销售抗生素，只能开具处方。这两项措施保证

了丹麦国内抗生素的使用量总体较低。自从引进了“黄卡”计

划后，有记录的抗生素使用量一直在下降。

兽药统计数据库让人畜共患病中心能够分析丹麦国内所有

兽药的使用情况，并且，这些数据还可以用于尽最大程度

减少未来任何非必要药物的使用。

对动物健康和药物治疗情况的全面登记，为各个猪群的健

康状态提供了详细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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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法规和行业协议
丹麦食品、农业和渔业部负责制定饲料相关的立法，而当

前的《饲料法》是所有相关的欧盟立法的大融合。该法案

旨在规范饲料贸易，其中包括帮助购买者抵制低质量的原

料和饲料。该法案	规定“饲料只有在其正常使用不会对动物

和人类健康或者环境造成危害时方可使用”。该法案对于饲

料的成分也有详细的要求（参见附录2-4）。

针对饲料和饲料制造商的相关要求，均由食品、农业和渔

业部下属的丹麦兽医和食品管理部门制定，这些要求中也

有对于控制饲料中沙门氏菌的规定。

丹麦养猪业决定，从2000年1月开始，禁止在猪饲料中使用

抗生素促生长剂。

	

除了这些法规，养殖者也已采用了关于饲料成分的一系列

的丹麦养猪生产标准，提供了不同年龄、重量和生产状况

的猪对各种营养物质如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的不同需

要制定的参考标准。尽管只是参考标准，但却为整个行业

严格遵守，并广泛传达于各级咨询服务机构。

大量的检测已为母猪料、保育猪料和育肥猪料中某些成分

最大添加量的指导说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育肥

猪料中的脂肪和植物油的最高用量提出了建议：不饱和脂

肪酸水平，如菜油和豆油，不应超过1%。

欧盟法规要求所有的饲料必须附有一项对饲料中关键成分和

营养物质的说明信息。

1.6.2	 饲料成分

大多数饲料是用基本原料和添加剂混合而成。饲料是根据

所含的营养成分和可消化性分级的。	

添加剂是饲料中加入的能够影响到饲料或家畜生产本身属

性的物质或产品。其中包括促生长物质、微矿物质、维生

素和益生菌。

1.6	 饲料

营养物质：饲料中包含一系列的营养物质。重要的是
保证能量、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	
	
饲料添加剂：为实现以下一种或多种功能而加入饲料
或饮水中的物质、微生物和配制剂等非饲料原料或预
混料物质。	

	 提高饲料原料的质量

	 提高动物产品的质量

	 满足营养需求

	 改善家畜生产的环境

	 通过改善肠道菌群或饲料的可消化性而提高产量	
	 和动物福利

碘值：碘值是衡量脂肪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的一种标
准。如果饲料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例如来自鱼
粉），也会导致脂肪中的碘值高。建议饲料成分中要
考虑到脂肪中的碘值不能太高，因为这会影响到猪肉
质量的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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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饲料中包含必需营养物质，那么个别成分只会影响到

日增重和生产经济，而对肉质影响很小。因此，只对某些

特定原料设定了指导方针，它们的具体使用就不受官方控

制了。

母猪料、保育猪料和育肥猪料的营养和消化要求各不相

同。具体饲料使用量的说明指导，则是建立在假设原料的

营养成分可以明确规定、并保持不变的基础之上。

相关说明指导要考虑以下因素：

适口性	 如果适口性差或含有有害成分，则采食量	

	 会下降。

肉质		 某些成分对肉的风味、颜色、质地和保鲜能力	

	 有副面影响。例如，40公斤以上的猪禁止使用	

	 鱼粉。

给养殖者的其他建议包括：

	 逐步换用新的饲料混合
	 于饲料成分方面多加考量

1.6.3	 饲料原料
丹麦国内典型的猪混合饲料含有大麦（或小麦）以及豆

粕。大麦或小麦占到混合饲料的50%-75%，而豆粕通常

占25%。当然，饲料中还包含其他成分，比如以下几种原

料：

油菜籽	 猪饲料中最高含量为15%

豌豆	 主要用于育肥猪料，	而且在猪混饲料中的用	

	 量比例可能高达40%，但很少使用。

鱼粉	 只用于保育猪混合饲料（不超过40公斤）。	

	 但由于成本原因，近几年使用量已显著下降。

油脂	 植物性和动物性脂肪都使用，通常混合饲料中	

	 都含有1%-3%的添加脂肪。

肉类和骨粉	 整个欧盟均已禁止使用肉类和骨粉。

餐饮副产品	 禁止使用含有动物蛋白的餐饮副产品

奶制品	 主要用于保育猪，且通常只使用脱脂乳，混合	

	 饲料中的含量不超过25%



48

1.6.4	 营养标准
通常使用以下标准来评估不同的饲料原料：

氨基酸
该标准规定了确保最佳生长和瘦肉率的最低氨基酸含量。

供给水平如果低于标准规定，就会造成产量下降。	

矿物质和维生素
矿物质和维生素的标准基于养殖猪的最低要求（包括安全裕

度）。不建议添加高于此标准的矿物质或维生素。

1.6.5	 饲料生产
猪饲料既可作为颗粒状的全价配合饲料直接购买，也可以

是农场自制的粉料。在丹麦约有40%的猪饲料是成品复合

饲料，其余皆为农场自配饲料。

不管是生产的全价复合饲料还是农场自配饲料，都必须遵

守行业的营养标准，从而确保饲料可以满足最优生长，并

发掘生猪高瘦肉率的遗传潜力。

添加剂
从2006年1月1日起，欧盟的饲料卫生法规（183/2005）要

求所有农场必须在丹麦兽医和食品管理部门正式注册。生

产纯混合饲料添加剂或预混料的农场，必须注册为HACCP

畜群，而且与饲料行业一样，	也要严格遵守符合HACCP原

则的质量保证体系（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使用外购全价配合饲料或通过添加原料或矿物质自制饲料

的农场，	也必须遵照优秀生产实务(GMP)完成注册。

沙门氏菌
为限制猪群中沙门氏菌的滋生，丹麦猪肉产业制定了一系

列的指导方针。	

	

丹麦食品、农业和渔业部规定饲料生产商必须采取适当措

施，去除饲料中的沙门氏菌（775/2011号法令)。大部分饲

料公司的饲料热处理都不低于81°C，如此才能满足此要求

和法规中的其他要求。被沙门氏菌污染的原料，也必须在

不低于81°C的温度条件下进行热处理。因此，丹麦生猪养

殖者购买的所有饲料，都要接受沙门氏菌含量控制系统的

监管。	

	

同时还要遵守提高料仓和喂饲系统卫生的相关指导方针，

以便预防沙门氏菌的污染。如果已采取合适的措施来避免

鼠类、鸟类及其他害虫的侵害，那么农场自产的谷物和豆

类不会构成高风险的沙门氏菌污染威胁。	

丹麦的猪饲料主要包含小麦、大麦和豆粕。且自2000年1月开始，抗生素促
生长剂被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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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喂饲体系
选择何种喂饲体系，取决于所用的是干拌料还是湿拌料，

以及是限饲还是自由采食。

干拌料可以是粉料或颗粒料的形式。猪采食颗粒料的速度

几乎是采食粉料的两倍，但采食湿拌料的速度是最快的。

而选择限饲还是自由采食，则取决于日增重、瘦肉率和饲料

消耗量等因素。长速提高可以提高每个栏位出栏猪的数量，

但如果育肥舍中有大量可用空间时，则额外增加的长速并没

有明显的经济效益。饲料价格、屠宰场的收费标准以及减免

扣除也都会有影响。养殖者将根据生猪的类型、栏舍体系及

可用的饲料来源来选择喂饲体系。

1.6.7	 控制
由食品、农业和渔业部管辖下的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

负责确保饲料在营养成分、添加剂和其他原料方面都能符

合特定标准。且需动用一系列经过欧盟批准的化学和微生

物学的分析方法。

利用植物微观分析法，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能够确认

饲料组成是否与其标签或随附说明中的规格相符，或者是

否使用了标签上没有注明的原料。欧盟已经明确规定了控

制分析结果与饲料中所标注营养物质含量之间的偏差容忍

度。控制和分析结果会在年报中公布。通过这种方式进行

持续评估，即可确定饲料公司是否已正确配制饲料并遵守

相关规定。	

既可以直接购买全价配方饲料，也可以在农场上自制。目前约60%的生猪养殖者选择在农场上自配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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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行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建立了一套自我审查

计划。因此，自我审查控制的本质中，更多的是官方管

控。这也意味着执行控制分析的饲料样本非常有限。		

饲料公司根据其各自的审查标准进行审查。丹麦兽医与食

品管理部门会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随机抽取饲料和原料

样本。因此，检测须摒除巧合性，而且结果也必须以此为

基础进行评估。检测只能采用经过批准的方式。控制和分

析结果均按公司名称在年报中公布，网站是	

www.foedevarestyrelsen.dk。

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对于饲料中添加剂的控制，一部

分是基于消耗量的控制，还有一部分是基于对生产商和经

销商的随机抽样检查。控制和分析结果均按公司名称在年

报中公布。		

此外，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每年还会拜访约5%的猪

场，以确保农场自配饲料也遵守正确的生产程序。

配合饲料也要在业内自有的测试农场内进行评估。针对保

育猪和育肥猪的不同配合饲料，进行生长试验和对生产力

影响的评估。采购配合饲料之前无需事先了解相关企业，

这样可以确保对生产商的适用产品有一个独立且客观的评

价。每年大约会进行15到20种育肥猪和保育猪饲料的试验。

除了官方管控外，养猪业也会针对采购的饲料和矿物质混

合物定期举办管控活动，以检测饲料中必需营养物质的含

量。

1.6.8	 小结
在丹麦，官方对饲料生产的管控包括饲料成分、营养物质

含量、饲料添加剂，以及是否存在有害物质。如此可保证

对于生猪养殖过程中所用饲料品质的持续检验，并保证猪

肉中决无有害物质残留，同时还可以确保饲料企业生产出

可满足买卖双方特定要求饲料。

有关饲料质量标准的意见征集和参考标准进一步完善了官方

管控，可借此改善丹麦猪肉的风味。通过参考这些标准，生

产者在实现生产效率的同时，也能保持生猪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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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输与宰前处理

第2章主要是介绍生猪的运输、送入待宰栏以及于屠宰场的致晕。对于
猪肉品质和动物福利来讲，上述工序均至关重要。丹麦一体化的生产
体系可确保养殖者、运输商与合作社屠宰场之间顺畅的配合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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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猪、运输、送入待宰栏，到屠宰场宰前致晕之前，相

关处理的合理性，对于猪肉品质以及满足行业在考虑动物

福利的职责方面有重大影响。

多年来，养猪业和有关当局一直在努力改善动物于此类关

键环节中的待遇。而且，在农场出猪设施的改进、运输车

辆的精心设计、运输系统的高度有序化以及待宰栏与屠宰

场宰前致晕体系等方面均已见成效。

生猪直接由猪场运输到屠宰场的。因此需要生产者、运输

者和屠宰场之间有密切的合作，行业规范甚至较法律要求

更为严格。养猪研究中心会提供全面完整的信息，，辅助

养殖者完成动物宰前评估（参见附录5）。

2.1.1	 养殖者
按照惯例，只要生猪养殖者加入某合作社屠宰场，即承诺所

有生猪都向其供应。反过来，屠宰场也承诺接受该养殖者送

来的所有育肥猪。不过如今，生产者也可以选择把一定比例

的育肥猪送到另外一个屠宰场。

养殖者可以选择自行将猪运到屠宰场，或者由屠宰场方面安

排车辆运输。

2.1.2	 运输协议
屠宰场负责生猪运送至屠宰场的相关协调工作，从而让生

猪的交付工作可以均匀分摊于一天当中的各个时间段。为

满足装卸需求，屠宰场会与一个或多个运输商签订相关协

议。	

为每个运输商分配一个专属区域，区域内养殖者数量固

定。该体系可确保个体运输商和养殖者之间的有效衔接。

协议内包含固定的价格以及覆盖的地理区域。协议规定，

如果一次出猪数量较大，或者晚上出猪，养殖者均可享受

运输费用折扣。而良好的出猪设施和装猪条件，可以改善

动物福利，并确保运输体系的有效性，同时还有运输成本

折扣回报。

2.1.3	 运输商执照
运输商必须取得猪只运输执照，该执照由丹麦兽医与食品管

理部门发放。

运输动物的司机必须了解运输过程中动物的需求，并接受

充分的专项运输课程相关主题培训。确保所有司机都能熟

悉动物的行为和需求，才能确保猪只在运输过程中享受最

佳福利。截至2003年，所有运输商均已完成正规培训，并

通过定期发布最新资讯，保证运输商了解最新法律要求、

与时俱进。

自2007年开始，法律即规定动物运输装卸过程中所有涉及

人员，都需要接受动物运输相关的基础培训。培训须涵盖

该领域的规章与条例。此外，司机及其同事们还要接受一

类或多类动物的专门培训。该附加课程也被称为“能力培训

认证”。本证书要在通过相关考试后，由丹麦兽医与食品管

理部门授权的独立机构颁发。该“能力证书”从2008年1月5

日起一直为从业必备。

用于运输猪只的车辆必须通过丹麦机动车检查局的审批，

而且，养猪业还一直采用《生猪运输手册（HST）》中规

定的指导方针来设计所有新型车辆，以确保其符合一切最

新认知与最佳实践的要求。

2.1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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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运输距离
合作社体系可确保同一个养殖场出产的大部分猪只都能交

往同一个屠宰场，由此最大程度地缩短运输时间。一般来

讲，农场与屠宰场之间的距离都在50公里以内，很少会超

过100公里。丹麦95%的动物从养殖场到屠宰场的运输时间

都在3个小时以内。

2.1.5	 控制
猪只的运输过程有专门机构负责控制，运输期间由动物运

输福利委员会负责，而屠宰场则由兽医控制。动物运输福

利委员会由警察与对应的兽医代表组成。屠宰场进入待宰

栏和致晕的过程，均由丹麦兽医服务部门负责控制。

丹麦机动车检查局将审批并确保运输车辆遵守所有的法律

规定。

随机抽查动物运输者，检查装猪的密度和车辆的状况，这

些都属于动物运输福利委员会的职责范围。

丹麦兽医服务部门和屠宰场都负责确保车辆均经过彻底清

洗，没有超载，并且动物适合运输。

到屠宰场卸下生猪时，要按照欧盟条例（854/2004/EC）

检查猪只的状况。此外，丹麦兽医服务部门也会监督待宰

栏和致晕设施的运行。

2.1.6	 小结
丹麦体系为屠宰场待宰猪只的运输提供了很好的组织协

调，其中包括入栏和致晕。而其所本之基础为：

	 短距离运输
	 运输商与屠宰场之间的固定协议
	 同一个养殖场的猪基本上都运送到同一个屠宰场
	 同一个养殖场的猪由同一个运输商运输
	 对动物周全的照顾

以上因素可确保：

	 最大限度地避免运输过程中疾病的传播

	 宰前管理过程中为动物提供最佳福利
	 生猪运输和入栏过程中保持较低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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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出猪	
这一阶段涉及到生猪出场并交付屠宰场之前，被转移并暂

养在猪场某专用设施内的方式。

2.2.1	 法规和行业协议
出猪设施必须遵守相关的丹麦法规（针对保育猪、种猪和

育肥猪的104/2000	号法案以及针对妊娠母猪及后备母猪的

404/1998号法案）和随后的修订内容。

生猪的装载也必须遵守相关的欧盟规定（欧盟号1/2005

），这些规定涉及运输过程中的动物福利、其它指令要求

（64/432/EC	和	93/119/EC）和条例（欧盟号	1255/97

），以及1729/2006号条例中关于运输过程中动物保护的

内容。

	

丹麦法律还规定，离开养猪场的猪只必须清楚标记，以便

确认养殖者。

为避免疾病扩散，养猪业制定了一系列的猪场出猪区域设

计指导方针，以及将猪运送到屠宰场的相关规定。养殖者

可以访问www.pigresearchcentre.dk查阅相关指导方针。

2.2.2	 供应商号码标记
在将猪交付屠宰场前，要在猪的每条后腿上用五位数字标

记供应商号码（参见5.5.1）。此标记可确保屠宰场能够识

别每头猪的供应商。

如果这个标记模糊不清或缺失两位以上的数字，将从这头

猪的价格中扣除20.00丹麦克朗。

由于丹麦养猪业的规模化发展，群体运输已变成现实（具

体内容参见2.3.4）。换句话说，一个养殖者即可为屠宰场

提供一整车满载的猪，这样就不用给每头猪都标记了。群

体运输可免去为每头猪标记，可供自愿选择。	

2.2.3	 	出猪体系
为避免畜群间疾病的扩散，确保交付过程中对生猪有周全

的照顾，大部分农场都建立了专用的出猪设施。

有下面四种出猪装置：

	 出猪栏
	 专用的转运车
	 出猪点
	 直接装猪

出猪栏
使用出猪栏时，会将猪转移到与其它圈舍隔离的单独圈舍

中。

专用的转运车
它们相当于是移动的出猪栏。直接将猪装载到转运车上，

离开猪群，送到专用的出猪位置，再将猪只装载到运输车

上。该方法可以保护猪群不受运输车交叉疾病感染。猪只

最多可在转运车上停留2小时。但如今这种设施使用较少。

出猪点
出猪点是猪在装载之前使用的一个区域，猪从该区域被直

接转到运猪车上，且可防止运输车上的疾病传染给其余猪

群。

2.2	出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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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裝猪
直接装猪，就是将猪直接从圈舍内赶到运猪车上。装猪的

这个圈舍会暂时与其它猪群隔离。

出猪设施通常会安装防滑的斜坡或混凝土平台。良好的装

载条件可改善动物福利，并确保运输体系的有效性。

此阶段不允许使用电击棒。

2.2.4	 疾病预防
通过遵守以下指导方针，农场主可以保护其猪群免受运输

车辆带来的任何疾病的感染：

	 出猪设施必须与猪场的其它圈舍明确分开，对设备和	

	 员工来说也是如此
	 每次转猪后必须执行有效的清洗与消毒
	 出猪区域的漏粪和漏水管道不允许跟其它圈舍直接	

	 相连
	 运输商只能进入出猪设施

2.2.5	 控制
养猪专业顾问可以在出猪设施的设计方面为农场主提供帮

助（参见1.1.5）。养猪业也对出猪设施的设计推出了相关

的指导方针，以及转猪的具体条例。优秀的出猪设施和装

载条件，可以改善动物福利、同时确保高效的运输体系，

还能降低到屠宰场的运输费用。这些因素均有助于更好的

动物福利，并将疾病传播的风险降至最低。

丹麦兽医服务部门会检查猪的每条后腿上是否只有一个标

记。如果任何一头猪的每条后腿上都出现不止一处标记，

即表明违反了法规，需采取进一步行动。

2.2.6	 小结
出猪设施的设计目的在于预防疾病、达到高标准的动物福

利以及有效的运输体系。每个生猪养殖者都可以获得由“养

猪研究中心”特别制定的转猪指导方针。

以下建议可以确保猪在运输过程中获得最小的应激和最大

的舒适度：

	 尽量减少不同圈舍的猪的混群
	 装猪时，生猪得到周全照顾
	 确保出猪设施内生猪的低密度
	 安装坚固的防滑装载台

正确且细心地处理和照顾猪群，也可以将PSE肉和皮肤损

害的风险最小化。

标记供应商号码可让屠宰场辨认每头猪的来源，如此一

来，在生猪的运输过程中，才能要按照欧盟规定进行标

记、登记和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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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包括从农场运输、卸载和将猪转入屠宰场的待宰

栏内。

2.3.1	 法规和行业协议
生猪的运输和运输商的指示都有相关的欧盟条例管控（欧

盟号	1/2005），这些条例规定了动物运输过程中涉及到的

所有要求。在欧盟条例的基础上，丹麦司法部门已经执行

了高于欧盟条例标准的国家条例（法规号	1728/2006	和	

1729/2006）。

屠宰场待宰栏的设计，以及待宰期间对猪进行处理、致晕

和屠宰的要求，都与欧盟相关条例（1099/2009）一致。

根据欧盟条例（854/2004/EC）关于动物源性食品的规

定，活猪必须在进入屠宰场24小时内，最多屠宰前24小时

由兽医进行正式的检查。

此外，丹麦肉品研究所DMRI（技术研究机构），已经为此

阶段的工作制定了一系列附加的指导方针，从而保证优良

的猪肉品质。其中包括从猪场装猪到在屠宰场进行最后分

割等一系列过程的最佳操作要求（参见附录6）。屠宰场要

求在待宰栏和致晕区域工作的员工接受动物福利方面的专

门培训。

2.3.2	 运输登记
养殖者一般固定在一周内的某一天向屠宰场交猪。大部分

的猪都是由指定的运输商运送，但也有少部分生产者选择

亲自运输。

养殖者一般会在送猪屠宰前一周的周四，在网上向屠宰场

登记要送去的猪。

之后，由屠宰场负责协调运输，均匀分配一天的时间，避

免所有不必要的等待时间。通知每个司机生猪需要运至屠

宰场的时间间隔即可实现。

约80%的运输商已经跟相应的屠宰场签订了交猪协议，其

余的则根据具体情况，通知每个猪群的交付地点。

2.3.3	 运输
为了确保对猪群周全的照顾，运输车辆都配有合适的装卸

设施、防滑地板和机械通风装置。

此外，以下指导方针也是必须遵守的：

	 运输车的每一个栏位内最多装15-	20头猪
	 车辆不能超载
	 小心驾车，避免不必要的停歇
	 必须遵守当地的运输协议
	 转猪时使用赶猪板，禁止使用电击棒
	 离开屠宰场前，所有的运输车都要清洗

出猪必须组织有序，以便运输商从健康状况最好的猪群开

始装猪。沙门氏菌高度感染的群猪，必须在更严格的卫生

条件下进行单独的运输和屠宰。

如果养殖者自行将猪送到屠宰场，也必须要有运输证件，

而且运输时也必须遵守与其它运输商相同的标准要求。约

5%的育肥猪由养殖者自行送到屠宰场。

到达农场之前，运输商会先通知养殖者，确保生猪已经做

好装运准备。由于避免了运输车辆及畜群的接触，疾病传

播的风险也降至最低。同时也保证了良好的工作规范和装

运猪的福利。

2.3	运输和送入待宰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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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司机必须检查是否所有的猪都适合运输。所有生

病的猪或受伤的猪，都只能有条件运输。不能行走或站立

的猪不能运输。如果受伤或生病的猪可以自己走上卡车，

则可以将其运走，但要和其他猪单独隔离开。一般来说，

只有健康的猪才可以运到屠宰场。

每一次运输，都需要出具一份文件说明：

	 出发的地点和日期
	 运输的时间（出发和到达时间）
	 运输的猪的数量
	 猪场或来源
	 目的地
	 运输车和拖车的登记号码
	 司机/运输公司
	 卸载的时间k		

到达屠宰场后，司机将文件盖章，并交给丹麦兽医服务部

门的代表人员。对所有的运输商都可在屠宰场通过GPS进

行监控，从而方便对于运输路线和时间更进一步的控制。

很多个体运输的车辆也被纳入此方案。

在屠宰场卸载完毕后，运输车辆必须进行清洗和消毒。

	

为了尽最大程度降低疾病传播的风险，所有运猪车在卸载后和离开屠宰场
前，必须进行清洗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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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群体运输
丹麦养猪业的结构性发展，意味着很多生猪养殖者都达到

了一定的规模，可以确保向屠宰场提供一整车满载的育肥

猪。根据养猪业的需求，现已有一系列的法规制订出来，

可以直接将育肥猪从猪场运输到屠宰场，而不再需要给每

头猪进行标记。对猪群来源的追溯，变成了“批次识别”。

该方案无形中在养殖者和屠宰场之间形成了一种协议，并

且养殖者、运输商和屠宰场都必须满足大量相关要求才能

加入该方案。批次运输免去了为每头猪标记的需要，可自

愿选择。如果养殖者想要给屠宰场提供没有标记的猪，那

么需要与一个仔猪供应商签订交易协议（参见1.1.2）。目

前群体运输还远远没有普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前景有

望改观。

2.3.5	 进入待宰栏
屠宰场有可调节的、防滑的卸载斜坡，如此可方便生猪的

卸载，同时也为猪提供了额外的保护。卸载和进栏时禁止

使用电击棒，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要让所有的猪都自由

移动。	

在卸载过程中，兽医会在猪走动的同时检查所有猪，此时

更容易发现存在的伤情。对于在运输过程中受伤的猪，需

要接受治疗或立即杀掉。

所有运输车辆操作者的报告中，都包含一份该运输车辆允

许装载生猪数量的记录。通过检查此文件，兽医可以确认

车辆是否超载。

兽医检查完之后，猪群被领入待宰栏内，并在此停留约1小

时后屠宰。栏位通风良好，有饮水设备。此外，栏位还配

有喷淋系统，为的是热天也能让生猪凉爽。如此则符合动

物福利要求，并通过减少应激保证了良好的猪肉品质。

为了确保运输过程中猪群得到周全的照顾，所有运输车辆都配有合适的装卸
设施、防滑地板和机械通风装置。在屠宰场卸载的过程中，兽医要对所有的
猪进行检查。在卸载和进栏的过程中，禁止使用电击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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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猪在屠宰场过夜，则必须要提供饲料和照料。如果它

们在屠宰场过周末，则必须按天提供饲料和照料。

2.3.6	 控制
所有运输车辆都由丹麦机动车检查局颁发执照，并且要将

执照放置于车内。

通过检查运输车辆的执照和随附文件，兽医即可得知生猪

运输是否得当。生猪死伤情况须一并记录。

兽医要确保完全遵守所有关于动物福利的要求。在从运输车上卸载下来时，
对所有的猪只进行检查，因为这时猪在走动，比较容易发现猪身上的任何伤
情。如果有运输过程中受伤的猪，要进行治疗或者直接杀掉。

如果发现运输的某个或某些方面不能接受，会正式劝诫运

输商。如果情节严重，可能会由警方介入，或者吊销运输

商执照。

此外，兽医也会进行随机抽查，旨在确保：	

	 车辆并未超载
	 车辆在离开屠宰场前进行了清洗和消毒	
	 生猪安置条件妥当

根据欧盟条例（854/2004/EC）的规定，生猪屠宰前，

须由兽医执行目测检查。一般来讲，在猪从车上卸载下来

时，也会进行检查。如果猪在屠宰场的待宰栏内过夜，兽

医需要在屠宰前再次检查。所有的屠宰场都要设置专门的

病猪栏，以便对某些猪进行仔细的检查。

兽医要确保遵守所有的福利规定。其中包括在猪只走动期

间进行的目测检查，旨在辨认是否有瘸腿或可见伤口。这

项检查可以确认生猪是否生病、疲惫、带有攻击性或有其

它问题。疑似病猪或用药的猪必须仔细检查，得到正式的

诊断结果。如果需要进行屠宰后的检查才能获得正确的诊

断结果，则此猪必须单独屠宰。

兽医每天检查待宰栏的状况，确保所有的猪都能喝到干净

的水、设备正常运行，而且猪的饲养环境良好，以此确保

猪只得到合适的照护。屠宰场每天也会针对卸载和进栏执

行自我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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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小结
合适的转猪、运输和猪舍可实现

	 最小的伤害
	 良好的福利
	 最大程度降低疾病传播的风险
	 低应激水平，带来优秀的猪肉品质
	 完整的可追溯性

要求运输车辆在屠宰场进行清洗与消毒，也有助于最大程

度降低疾病传播的风险。

此外，到屠宰场的运输路途较短，运输车辆在某些方面的

要求甚至严于法规要求，而且生猪装卸方面的改善，也让

运输和进入待宰栏过程期间的死亡率下降到只有0.009%

（2011年）。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此数据低于大部分的

养猪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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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丹麦运输和进入待宰栏过程期间猪的死亡率（来源：丹麦肉品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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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法规和行业协议
欧盟法规要求，所有的猪在刺杀放血之前必须进行麻醉

（1099/2009号委员会指令）。

2.4.2	 致晕
使用空气与CO2（85-90%的CO2）的混合气体将猪致晕。

目前，丹麦大部分的屠宰场都采用了一套新的“群体致晕”系

统，允许生猪自由无干扰的走动。在这个新的系统里，5-8

头猪为一个群体，被引导通过一些自动门，平静地走入致晕

室。致晕后，猪被推出来，捆绑和屠宰。目前在丹麦，约

95%的屠宰猪是通过这种体系致晕的。

在现代化的致晕体系内，猪通过一扇自动控制的门，进入

一个架空缆车内。当进入的门自动关闭后，系统自动开

启，猪会下降进入CO2气体中，然后失去意识。在升起来

的过程中，缆车会经过系统的放电装置，被致晕的猪会在

此被抛出，准备好进行捆绑和屠宰。	

在丹麦使用CO2致晕法，旨在实现：

	 有效的系统运行
	 可成群处理
	 不使用电击棒（在群体系统中）
	 将动物的不适感降至最低
	 对于猪肉品质的中性影响	
	 提高员工的安全性

使用CO2致晕时，一定要用适量的CO2和时间，这样可以确

保猪随后在放血致死的过程中仍处于昏迷状态。

	

对致晕系统内的CO2的浓度和时间进行的调整，主要还是

为了确保致晕效果。一般来说，猪刚进入致晕室最初的10秒

内，CO2的最低浓度为70%，到达致晕室底部时，CO2的最

低浓度为90%。根据CO2的浓度和时间，并且考虑到动物

福利等因素，一般从致晕到屠宰的间隔时间为60-	90秒。	

2.4	致晕

目前，丹麦大部分的屠宰场都使用了一套新的生猪致晕体系，可以每次让
5-8头猪成群自由且不受约束地通过一系列自动门之后致晕。在丹麦，约
95%的猪在屠宰前都会经过这种群体致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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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监视与控制
兽医要不间断地检查CO2致晕法是否得到正确履行。每天

开工时以及每次间隔时段，均由来自兽医局的兽医来检查

致晕流程以及CO2的含量是否足以正确将猪麻醉。屠宰场也

会就致晕效果进行自我审查。所有相关人员都要接受相关

培训，通过观察各种迹象判定猪只是否还有意识。

2.4.4	 小结
综述
养猪业认为CO2致晕法是为动物提供最大福利的致晕方

式。用CO2致晕法代替电击致晕法，也把PSE肉的发生率

降低了一半（参见1.2.5），同时减少了喷血和骨折的发生。

喷血
使用电击致晕法时，会因为血管破裂而导致喷血，尤其

在腰部和后腿部。与电击致晕法相比，CO2致晕法减少了

75%的喷血量。同时，电击致晕法附带的骨折风险，在

CO2致晕法面前亦迎刃而解。

发生率
丹麦猪肉中的PSE发生率极低，这一进步背后的主要原因

在于：

	 猪的应激敏感基因已在育种体系中清除了
	 将猪运输到屠宰场以及进栏的过程中，为猪提供了周	

	 全的照顾
	 用CO2致晕
	 宰后快速冷却，这样pH值下降速率减缓（参见3.11	

	 有关冷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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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屠宰

第3章的主要介绍生猪的屠宰，并从屠宰
场的卫生状况以及屠宰场员工的培训着
手。从事分割和剔骨的员工也会接受卫生
培训。从猪的致晕到胴体冷冻的所有工
序，在关联的指导方针中均有详细描述，
屠宰场的员工必须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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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8个合作社屠宰场奉行的屠宰程序高度一致，这是因为

它们长久以来致力于共同的质量目标。

按规定，只有后备母猪和阉公猪可作鲜肉用途。没有经过

阉割的公猪，则会用于生产特制的产品，以规避其膻味风

险。经产母猪的屠宰有专门的屠宰线，但与其他类别生猪

屠宰的区别也不大。	

整个屠宰过程的卫生和食品安全都基于与HACCP原理（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相关的自我审查程序。至于文档

编制方面的要求，丹麦国内所有的合作社屠宰场均遵行《

全球红肉标准》。该标准要求屠宰场和切割场，从供应商

的审批到工序本身、培训和销售环节，整个生产过程都要

备有完整的文件记录，。	该标准主要注重于食品安全、动

物福利、可追溯性和环境问题，最新版本请见www.grms.

org。

3.1.1	 	屠宰过程
丹麦的屠宰过程符合欧盟法规与食品安全(852/2004/EC)

以及动物性食品专门卫生条例(853/2004/EC)相关的规

定，同时，也有许多工序为丹麦特有。

一般来说，每条屠宰线每小时可屠宰300到420头猪。胴体

的屠宰和分割都是带皮完成的。	

考虑到卫生，猪的屠宰可分为“不洁净”和“洁净”两个部

分。在“不洁净”的部分，完成生猪的致晕、放血和胴体猪

皮的处理；在“洁净”的部分，将胴体的内脏去除、分割，

然后由丹麦兽医服务部门进行检查，再进行称重和分级。

由于所有操作的认真执行以及有效的胴体冷却，整个过程

都实现了高标准的卫生。为达到质量与卫生要求，所有工

序都是在细心监督下、由技术熟练的专业人员完成。

丹麦屠宰场的系列流程，以及对于卫生标准和高效生产的

严格控制，保证了猪肉产品的优秀品质。这一目标也要通

过恪守一系列具体的行业指导方针来实现（参见附录6）。

3.1.2	 控制
官方管控由丹麦兽医服务机构执行，该机构由丹麦兽医与

食品管理部门聘请的兽医和检验人员组成。此类控制都是

在肉品控制部门的支持下进行，而肉品控制部门是丹麦兽

医与食品管理部门辖下的一个部门。	

控制包括以下内容：

	 活猪的目视检查（参见2.3.6）

	 供人类消费胴体的检查和审批（参见3.8）

	 装备与设施的审批

	 常规的卫生控制

	 残留物及其它物质的随机测试

	 对公司自我审查体系和HACCP的审查

丹麦生猪分类机构可代表食品、农业和渔业部，管理生猪

的称重和分级，以及向养猪者的款项支付。该组织还负责

其他任务，比如屠宰场员工的培训，收集用于沙门氏菌控

制的猪肉样本（参见3.10.5）。

此外，一项检查猪胴体中沙门氏菌的国家方案也正在实

施。（参见5.2）。

除了通过官方管控来确保食品安全之外，所有的公司都有

一套全面的自我审查计划。

3.1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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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综述
丹麦合作社屠宰场的统一结构，加上其自我审查体系以及

官方兽医的检验，可确保来自丹麦屠宰场的猪肉通过供人

类食用审批，并且按照最高的食品安全标准进行生产。所

有屠宰过程均有序进行，以确保卫生高标准得以维持、且

尽最大程度降低潜在的食品危害。

丹麦所有的合作社屠宰场均已通过美国农业部(USDA)的认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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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法律和行业协议
供人类消费的新鲜猪肉生产管理，根据欧盟法规规定的动

物源性食品的特定卫生条例(853/2004/EC)	、动物源性产

品官方管控条例(854/2004/EC)和残留监测条例(96/23/

EEC)实施。

依照欧盟法规规定的动物源性食品的特定卫生条例

(853/2004/EC)、食品卫生条例(852/2004/EC)和残留监

测条例(96/23/EEC)，	屠宰公司已经推出了关于卫生和兽

药残留的自我审查方案。所有公司均符合美国权威机构（

农业部食物安全检验局）出台的HACCP规范认证。

3.2.2	 卫生和微生物学

肉类卫生的关键在于避免肉被细菌和其他有害物质污染，

以及设法阻止不良细菌的滋生。

细菌可能源于猪的皮肤、口腔、咽喉、胃部或者肠道（肠

道菌），也可能来自周围的环境（环境细菌）。某些肠道

菌也可能致病（如沙门氏菌）。

重要的是确定现存于肉中的细菌类型。一种致病菌即可能

对某种低菌环境构成危险，因为它容易进行大量的繁殖；

而相比之下，如是存在大量微生物的环境，致病菌在与其

他低害细菌的竞争中，则可能较难生存。因此，优秀的微

生物学卫生不单单取决于低细菌数，是否存在不同类型的

细菌也可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3.2	卫生学与微生物学

大部分在卫生程序框架内作业的合作社屠宰场，其目标都

是降低肉和肉产品的致病菌污染率，并规划和控制整条生

产链的卫生状况。

防止细菌扩散的的重要措施如下：

	 制定猪群健康状况记录
	 针对员工实施卫生实践方面的全盘培训
	 高标准的员工个人卫生
	 优秀的屠宰线作业程序
	 有效快速的胴体冷却

通过对于自我审查程序的全盘控制，确保高标准卫生（参

见以下内容和5.1）

3.2.3	 公司自我审查程序
	

	

	

	

业内所有的合作社屠宰场均已遵照HACCP原则实施自我审

查方案。此计划的目的在于保证所有的食品都不会对人类

的健康造成危害。	

自我审查计划针对每家公司量身定制，且需要涵盖以下几

个领域

	 原材料
	 生产
	 成品
	 清洗和消毒
	 员工个人卫生

	 	细菌：细菌类型

细菌数：每平方厘米或每克肉中的细菌

	 	
自我审查：公司为确保其产品无健康风险且遵守相关
食品安全法律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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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自我审查计划的基础是优秀的操作规范和HACCP，并且

整个计划都已通过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审计。

HACCP计划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生产规范
	 流程图表
	 根据HACCP原则进行的风险分析
	 确定可控风险，关键控制点(CCP)

	 确定每个关键控制点的临界限值
	 建立关键控制点的有效监控程序
	 确定所有必需的校正措施是否超过关键阈值
	 系统测试
	 证明文件。

数年来，公司一直通过各种质量管理方式来执行相关流

程，描述各自的工艺流程介绍和风险分析，来识别生产链

中的关键控制点。

作为公司自我审查的一部分，于清洗之后采集微生物样本，并实施相关卫生程序。然后再将这些样本送交批准公司自有实验室内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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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生产环境可构成致病菌污染风险，而致病菌来源的污染也

是最不可忽视的风险。

丹麦养猪业已经为丹麦产新鲜猪肉和各种加工产品制定了

一份潜在化学、生物和物理风险清单（参见5.1），众企业

则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执行自己的风险评估。一旦找出存

在危害的生产流程，即可在生产流程中确定可控制风险的

生产区域(CCP)。以下图表展示了生产链中风险和关键控制

点的一些范例。

监控关键控制和良好的操作规范点
为每个控制点建立一个监控程序，其中包括监控的频率和

可接受的限值。而相关监控程序的开发，则要以方便它们

融入生产线的日常运行为宗旨。

制定发现故障时可以采取的必要纠正措施的相关流程，	并

清楚描述HACCP计划实施过程中各自的责任。

粪便污染

风险工序示例 控制点示例  
    

从肠道扩散出
来的细菌

冷却不足造成的
细菌滋生

温度控制

致晕

胴体处理

去除内脏

胴体分割

 兽医检查

胴体清洗

 目测控制

 称重，分级

 冷却

 均化，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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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为确保关键限值是可接受的，必须测试监视程序的有效

性。此体系主要由生物学分析或目视检查进行控制。

只要生产有变动（或至少每年一次），企业都要审查整体生

产的风险分析和监视流程。而自我审查计划的不断更新，可

确保尽可能健全的风险分析以及最新知识能够加入体系。

3.2.4	 通过自我审查实现的官方管控	
丹麦兽医服务部通过事先安排好和突击两种检查方式，来

监督企业以HACCP为基础的整体自我审查计划。而在事先

安排好的访问（审查）中，是针对计划的每个部分进行系

统的检查。自我审查计划的测试包含以下内容

	 关键控制点的关键限值和纠正措施的检查	

	 操作和程序的目视检查

	 记录差异和已采取纠正措施的检查

	 额外的随机测试和分析

之后，再撰写一份包含与自我审查计划审核相关所有评论

的详细报告，其中包括证实关键控制点正确有效的数据，

以及测量装置。

官方管控可保证公司基于HACCP的自我审查计划的实施，

并按照自我审查计划中的相关规定进行操作。

3.2.5	 综述
通过每个公司的具体生产情况来调整自我审查计划，指出

所有食品安全风险并接受持续管控。此外，由丹麦兽医服

务部对企业监视方案进行独立检查，确保实现高标准的食

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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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法律和行业协议
通过欧盟食品卫生相关条例(852/2004/EC)的实施，企业

可确保所有处理食品的员工都能得到食品卫生方面的正当

培训，根据从事的任务进行调整。

3.3.2	 	丹麦肉类贸易学院
丹麦肉类贸易学院(Uddannelsescentret	i	Roskilde,	UCR)

是一家公立教育机构，它为屠宰业内的公司提供种类繁多

的相关培训课程，并且每年大约为丹麦的整个食品行业输

送20,000名人才。

3.3.3	 员工的卫生培训
制定基本的培训计划，以向所有的屠宰场员工灌输正确的

卫生程序。此类培训的目的在于激励员工遵守公司自身以

及丹麦当局制定的各项法规及要求。同样重要的是，当违

规行为发生或规定不明确时，员工能理解向经理或兽医监

察员咨询的必要性。	

该培训必须确保所有的员工：

	 理解遵守所有工作流程的卫生指导的必要性
	 意识到良好的个人卫生的重要性
	 掌握基本的微生物学知识，其中包括细菌的生长环	

	 境、有无细菌、食品污染和污染源，以及不同食品的	

	 质量保持
	 了解正确工作程序对于食品源性疾病扩散的重要影响
	 生产违情况下的妥善应对	

3.3	员工的培训和激励

以下是对新员工进行基础培训方案的示例。操作人员需要

在到岗后的4个月内接受生产卫生课程的培训。

所有员工必须穿着由公司提供的专用服装，并且禁止在工

作场所佩戴手表、珠宝或任何其他宽松的装饰品。

3.3.4	 经理的卫生培训
经理的卫生培训是一个为期3天的培训课程。该培训可让经

理更好地了解何为安全食品生产的正确卫生条件。培训之

后，经理即可为规划一套符合出口资质屠宰场的卫生水平

要求的生产流程做出积极的贡献。同时，经理也将具备相

关资质，为同事的个人及生产卫生提供指导。

培训期间，需特别注意关于生产中细菌污染及滋生的主

题。组织培训的目的，是为了使经理能够掌握在日常工作

环境中的卫生要求

该培训必须确保经理能够了解以下方面

	 细菌和细菌的生长条件
	 个人卫生的重要性，以及由人污染到产品的风险
	 生产卫生以及来自设备、工具和机械的污染，尤其是	

	 产品之间的交叉污染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和自我审查程序
	 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和下述法规的重要性
	 官方兽医监察的职能角色
	 a需要激励所有的员工遵照优秀的卫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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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综述
优秀的卫生学实践是高质量安全食品生产的先决条件。至

关重要的是，让所有的员工都能了解保持良好卫生的重要

性。对员工实施适当培训，保证他们能够理解这些原则，

由此才能为丹麦合作社屠宰场的优秀卫生实践做出出色贡

献。

	 	
指示
上岗第一天		

如果是在某个有出口资质的肉品公司工作，	则需要告知该
公司与卫生法规相关信息

	 介绍
上岗之后最多4个月

卫生
个人卫生	
微生物学	
细菌滋生	
微生物源	
肉品污染	
污染源	
保持质量	
健康检查

	 	进一步的培训
上岗之后最多4个月

食源性疾病
食源性疾病	
传染病	
食物中毒	
沙门氏菌	
耶尔森氏菌	
弯曲杆菌	
李氏杆菌	
土壤细菌	
进修课程

	 											（内容根据不同部门进行调整）

	 	
部门会议
于常规部门会议上讨论日常工作相关的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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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法律和行业法规
根据欧盟法规规定的动物源性食品的卫生专门条例

(853/2004/EC)，实行屠宰猪的血液收集工作。

3.4.2	 刺杀

致晕后，将猪脚用铁镣铐住，将整个猪头朝下吊起来。之

后将颈动脉切断，猪在昏迷中进行放血。

于颈部中间（喉部之后）刺入，这样可以将颈动脉和颈静

脉都切断。切口长度必须在4厘米左右，以确保放血流畅。

刺杀时，重要的是确保猪体外表面的细菌不会造成污染，

导致食道损伤。

如果猪血要用于人类食用，则需要在这头猪身上进行刺

青，刺青的号码与采血的批次一致。这项工作是在将猪铐

住后，立即进行。	

使用长约20厘米的刀或空心刀来刺猪。如果血液供人类食

用，则需要使用空心刀。此刀与可收集25到30头猪的血液

的容器相连。每刺完一头猪后，都要替换空心刀和管子，

通过一个特制的旋转器，提供经过清洗和消毒后的空心刀

和管子。放血过程中，加入柠檬酸盐以避免血液凝固。

3.4	刺杀、放血和集血

利用CO2致晕后，在猪昏迷的状态下切断其颈动脉，完成刺杀和放血。

	 	柠檬酸盐：柠檬酸盐或柠檬酸（柑橘类水果）已经
在食品行业中广泛使用了，用于屠宰线上采血时防
止其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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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刺杀”
刺杀显示是一套可视系统，专为确保所有生猪都是在完成

刺杀和放血之后才进入下一环节而设计。该系统背后的原

理是连续拍两张照片，以检测猪血是不是一直在流。如果

系统没有检测到放血，则会触发警报，并且停止生产线，

让操作人员检查是否已完成了正确的刺杀。

3.4.3	 放血和血液收集
批准用于人类食物链的血液
所有的容器和收集装置在使用前，都要用蒸汽和热水

（82℃）进行消毒。

一些达标的猪血可在肉产品中使用。其余的需要进行离

心，并分离成血浆（约60%）和血红蛋白。血浆和血红蛋

白需要在3℃以下冷却或冷藏。血浆在-35	℃的设备内冷

藏。用一个滚筒去除血片中的血浆，包装后进行冷藏。血

红蛋白冷却至2	°C，然后盛于盘子内冷藏。

血浆作为一种副食品出售。血红蛋白有其它用途，如作为

水貂的饲料。		

未通过审批的血液
已通过审批（目视检查）、但尚未批准用于人类消费的猪

血，要收集在特定容器中，并在特定条件下用于动物饲料

产品中，例如饲料必须经过卫生萃取。

3.4.4	 控制
兽医监察员每天都要检查CO2设备（通常在开始生产时）

，以确保生猪刺杀的正确执行。此外，致晕和刺杀设备的

日常检查，同样也是公司自我审查程序的一部分。

每批用于人类消费的血液都要通过丹麦兽医部门的审批。

只有当来自同一批次的所有动物都被批准之后，它们的血

产品才可能正式获准使用。否则，整个批次的血液都将废

弃或是用于动物饲料的生产。	

整个过程都进行持续的细菌学控制。	

3.4.5	 综述
正确的刺杀可以确保生猪迅速死亡，而且，大约50%的猪

都可以通过切口将血液放净。同时，正确的刺杀也有助于

猪肉品质的提高，因为在生产后期，如果有血液从肉表面

和脂肪上流过会对肉质有损害。

正确识别匹配的胴体和血液，可确保只有源于获准胴体的

血液才可用于人类食品链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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胴体的处理包括浸烫、脱毛、燎毛、刮毛和清洁，即所谓

屠宰过程中“不洁净”的部分。

3.5.1	 法律和行业法规
欧盟法规规定了动物源性食品卫生的具体条例(853/2004/

EC)，规定所有生猪在刺杀后都必须立即去皮或脱毛。	

此外，丹麦合作社屠宰场基于丹麦《优秀生产规范》说明

指导来执行浸烫、脱毛、燎毛、刮毛和清洁等生猪的表面

处理工作。	

3.5.2	 过程	
由于丹麦养猪业大量生猪都是带皮销售，因此对胴体表面

进行恰当地清洁和脱毛很重要。

浸烫
放血后，将猪的胴体运至浸烫池内。

浸烫工作必须保证猪毛能连根去除。为达到此目的，通常使

用自动浸烫池或蒸汽室，这使得所有生猪胴体都经受60	°C

左右相同的浸烫温度。为求得一致进程，浸烫池内的胴体必

须整个浸入烫水中，且烫水不断循环。

这一过程可令表皮松脱，且方便除去。浸烫也可松脱蹄甲，

同时清洁了胴体的污垢和细菌。

脱毛	
胴体在进入脱毛设备前，已通过自动化方式除去了扣脚

链。

在脱毛过程中，去除了表皮，也将猪毛连根除去。方法则

是将胴体从各种旋转的金属刷中拉拽来实现的，再辅以冷

水法来除去表面的毛。

用扁担钩挂	
脱毛后，用标有编号的钩架插入跟腱中，之后胴体被吊在高

架传输器上，该编号可以在整个屠宰过程中自动识别。

大多数屠宰场此屠宰阶段的下一环节都是通过超声波(Auto-

fom)测算出瘦肉率。否则需要按照章节3.10中所述的内容进

行等级划分。

3.5	胴体处理

浸烫前 

烧毛后

脱毛

表皮层

Subcurtis

真皮层（大约2毫米）

烧毛后体表

Subcurtis

胶质层

未破坏真皮层

剩余胶质层

未破坏真皮层

Subcurtis

烧毛后

图8	表皮的处理



79猪肉生产质量手册

燎毛
接下来的处理阶段，一般都是将胴体通过高架传输器运送到

一个燎毛炉内，于高温条件下停留几秒钟。	

	

在燎毛过程中，胴体表面剩余的水分和皮肤所含的水分都会

蒸发。由于表皮层中的胶原纤维变性成胶质，因此高温使皮

肤紧绷。由于胶质层能被水软化（图	8，中间），因此可将

其刮去而不伤害深层。

有研究发现，燎毛在去除细菌、残留的猪毛和污垢方面比

其他方法（如烧毛）更有效。

刮毛和刷洗
燎毛之后，胴体被运送至一个自动测量站，在此确定前肢

下缘的位置，以便设置刮毛和刷洗设备。使用三种工序：

一般来说，燎毛是将胴体放入1000℃的炉子内6秒钟，这样可以清除细菌、
残留的猪毛以及其他污垢，并且为刮毛做准备。

脱毛后，将胴体挂在有编号的扁担钩上，这样在对胴体进行分割前，可以进
行自动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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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水平和垂直安装的黑色刮刀来进行初期工作
	 使用特别设计的毛刷来清洁不易碰到的地方
	 转轴上的移动刷，其向下运动是按照胴体体重进行的。

在刮毛和刷洗过程中，用水喷洒胴体。水不仅冷却和清洁

了表皮，还软化一些胶质层（约0.5毫米），使其能刮掉。

用特别设计的工具去除蹄甲。

最后的干燥过程可去除表面残留的水分，完成皮肤处理的

过程。

经过燎毛、刮毛和刷洗这一系列互补的过程之后，胴体被

运送到下一个“洁净的”生产环节。

3.5.3	 监视和控制
胴体的表面和清洁度，由屠宰场屠宰在屠宰当天进行常规

检查。例如在分级后会再次检查，并且在冷冻前兽医监察

员会进行抽查，作为肉品安全控制措施的一部分。此类控

制措施也能确保胴体得到妥善清洁。

3.5.4	 综述
有效的皮肤处理过程可造就干净的胴体表面，没有毛发和

污垢，细菌学标准也高。皮肤处理后表面的细菌总数通常

少于104/cm2。

这一处理保证了以下方面：

	 表面紧绷和结实，利于分割（参见图8）
	 去除细菌和其他潜在污染，如昆虫
	 表面在未受损的情况下，没有毛和其他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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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包含了胴体开膛、脂肪切除，以及肠道和器官的

去除（	即所谓过程的“洁净”阶段）。

3.6.1	 法律和行业协议
肠道和器官的去除需根据欧盟法规规定的动物源性食品卫

生的具体条例(853/2004/EC)来执行。条例规定器官的去

除，必须在致晕后尽快完成。在兽医监察员检查完之前，

器官和肠道必须与胴体保持连接。如果器官和肠道已与胴

体分离，则必须通过编号或其他鉴定来确保其与胴体的关

系。未经检查的胴体或器官不得与用于人类消费的胴体或

器官接触。

3.6.2	 肠道和器官的去除
将肠道和器官从胴体去除，对整个过程的卫生标准至关重

要。	

在胴体开膛和器官去除期间，出现任何的穿孔都将带来巨

大的细菌感染风险。因此在这些过程中，不出现细菌感染

对屠宰的卫生至关重要。所有过程都由训练有素的员工执

行。为避免交叉感染，所有的切割工具在每个胴体的处理

之间都要在热水（82	°C）中去污消毒。

胴体开膛
胴体在腹部开膛，但不割破腹壁。之后分离四肢，但不损

伤肌肉组织。在将膀胱和性器官去除后，割破腹壁。

目前一些屠宰场是全自动的胴体开膛。这不仅减轻了员工

举重的困难，也明显降低了污染风险。

3.6	肠道和器官的去除

为了避免去除内脏和其他器官时造成的交叉污染，屠宰场引进了一种“两把
刀”的系统，在每两次处理之间，都会将所有切割用的工具在热水（82℃）
中去污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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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直肠末端（肛门）
利用一个开肛器，在真空条件下，切开肛门并拉出直肠末

端。为避免污染，员工要保证将直肠末端从双腿之间拉

出，以便直肠与肛门与胴体分离，并且不造成任何粪便污

染。

每次操作之间，将直肠松动器在热水（82℃）中去污消毒。

屠宰场也可使用其他方法，但必须证明这些是防止粪便污

染的有效方法。

肠道的去除
将肛门切开后，完成四肢的分离。将胃从腹腔拉出，距胃

2厘米处切除食管以避免胃内容物溢出。将胃、肠、胰和脾

作为一个整体去除，并置于跟随胴体的托盘内，以便兽医

监察员同时进行检查。

器官的去除
穿过胸骨上的脂肪和肉将胸腔切开，之后直接从胸部锯开

胴体。每步操作后，刀和锯都要在热水（82	°C）中清洁和

消毒。

在胆囊去除和里脊松开之前，板油和隔膜都从腹壁和胸壁

切开了。

在丹麦的操作过程中，内脏包含舌头、咽喉、食管、气

管、心脏、肺、隔膜、肾脏和肝脏。这些器官都通过细胞

膜相连且都在胸腔。将这些器官切成松动，使其只挂在舌

骨肌肉上。在不损伤上腭的情况下，去除扁桃体。然后从

下颌将舌头切松，将这些去除的内脏挂在与胴体相对应的

铁钩上，以便清楚标识胴体与其器官之间的关联。

已有一套自动去除器官的工序面世。通过机器将内脏和肠道一起去除，之后
再人工从胴体上分离。该流程可减轻员工繁重的工作任务，也比之前的方法
更加卫生。但这项新的系统尚未于所有的屠宰场内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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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控制
兽医监察员监督肠道和器官的去除以确保操作过程健康卫

生。为降低肠道和器官去除过程中细菌感染的风险，将其

加入屠宰场自我审查方案的一部分。自我审查方案在网上

实施，通过对任何粪便污染的目视检查和登记进行。

如果胃或肠道已经损伤，则将其留在胴体内。之后将胴

体旋转180°，以确保在兽医监察员检查之前，不进行胴体

分割。	

该体系通过了新鲜猪肉的沙门氏菌分析的证实（参见5.2）。

根据欧盟法规规定的关于人类消费的动物源性产品的具体

条例的官方管控内容	(854/2004/EC)，兽医监察员检查所

有屠宰猪的胴体、肠道、内脏和性器官。兽医监察员提出

的任何问题，都需要与供应商进行沟通。只有在兽医监察

员批准之后，才能不继续保持胴体、肠道和内脏之间的连

接。	

3.6.4	 综述
肠道和器官的去除步骤以及之后的过程，都是为了确保在

最小污染风险的情况下，有高的卫生水平。沙门氏菌和大

肠杆菌的低水平的记录也证实了这一点。

兽医提供给个体生产者所交付生猪健康状况的反馈信息，

亦可确保对猪群中出现的任何疾病症状作出快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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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阶段包括初步的切割，将胴体背部松开和锯开。

3.7.1	 法律和行业协议
按照欧盟法规规定的动物源性食品卫生的具体条例

(853/2004/EC)，从脊椎处锯开胴体，进行分割。

3.7.2	 方法	
丹麦所有的合作社屠宰场都使用自动胴体分割程序。背最

长肌在胴体分割成两半前，已经被松开。	

初步切割与松开
从尾部至颈部的背脊的脊椎区，沿着软骨完成深切。之

后，两边所谓的“扁骨”就松开了。在不同胴体间使用的工

具必须在热水（82	0C）中消毒。有些屠宰场使用松开机

器人完成松开的步骤。

分割
自动锯子将脊椎由尾部至口鼻部切开。在胴体切开之前，

测量猪体长度以便使用锯子时不会伤害肌肉。完整的肌肉

对于肉品质量和保鲜能力是很重要的。每次操作后，锯子

会自动在热水（82	0C）中消毒。

3.7.3	 控制
兽医监察员对胴体、脊髓和头部进行检查。屠宰场通过系

统地登记所有的错误，来评估程序的质量。例如采用一个

评分系统，其中严重的错误分数高、微小的错误评分低。

如果超过阈值，则立即采取纠正措施，其中可能包括额外

的切割、设备的调整或是员工的再次培训。

3.7.4	 综述
分割胴体的工序是为了不损伤肉和细胞膜。如果操作程序

不正确，就会对微生物标准和肉品质量造成重大影响。

3.7	 胴体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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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包括根据欧盟法规规定的动物源性产品检查的具

体条例(854/2004/EC)，由丹麦兽医服务部门实行胴体检

查。

3.8.1	 法律和行业协议
欧盟法规（854/2004/EC）要求动物的所有部位都必须

在宰后立即进行检查，以确保肉品适合人类消费。器官、

肠道、头部和舌头必须进行标记，能够找出对应的胴体，

或者与胴体在一起。当兽医监察员批准了胴体和其他部分

后，其他部分才能和胴体分开，进行单独加工。对大脑、

脊髓和板油使用同样的程序。

已公告不适于人类消费的肉，禁止与任何批准用于人类食

物链的肉进行接触。

3.8.2	 详细的检查
宰后检查被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胴体和头部检查

	 对肠道和器官进行检查和触诊，如有需要，	

	 可切开一些器官和淋巴结

	 对于特别指定的胴体进行补充检查

胴体检查
兽医监察员查看胴体，寻找疾病、受伤或任何其他导致胴体

不适于人类消费的因素的证据。

在屠宰线上，兽医监察员通过目视和切入相关部位来检查

胴体。如果兽医监察员判断该胴体需进一步检查，则将它

转入一个单独的肉品检查轨道。

兽医监察员的检查结果可通过关联钩架上的号码、或者基

于标准译码系统的贴在胴体上的标签进行电子记录。称重

时，除去标签，将代码和备注与钩架和供应商编号一起记

录。

此外，每头猪采集一个隔膜样本用来检查旋毛虫。自1929

年，丹麦猪肉中就再没有发现过旋毛虫了。

肠道和器官的检查
根据欧盟法规(854/2004/EC)，兽医监察员进行检查，可

以按照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或屠宰场的规程切开器官

和淋巴结。如果观察到致病性的变化，此阶段不得切开，

需要立即将胴体和器官转入单独的轨道进行补充肉品检

查。这是为了防止污染其他肉品。

如果兽医监察员判定器官或肠道需进一步检查，则与胴体

一起送至实验室进行测试。

补充检查
如果在对胴体、肠道和器官进行正式批准之前，需要进行

补充检查，则将胴体转入单独的区域，由兽医进行更细致

的检查。

在去除肠道时，如果造成肠道损伤，那胴体也需重新进行

检查，而且这种情况下，内脏的去除也要在更加严格的卫

生条件下进行。之后，由兽医监察员决定该胴体是否可获

准用于人类消费。

当兽医监察员批准了胴体后，则将内脏和肠道送到工厂的

特定区域进行加工。

3.8	宰后检查（官方兽医检查）



86

3.8.3	 目视控制
2009年，美国当局批准丹麦出口美国的屠宰场引入所谓的

目视肉品控制。

目视肉品控制意味着屠宰的猪，不再需要进行淋巴结的切

口或心脏的打开。这使肉品控制更加高效，并且减少了各

种细菌的传播。但这是在生猪是室内饲养，并且相关条件

可控的假定为前提的。

3.8.4	 综述
根据欧盟法规(854/2004/EC)，丹麦兽医服务部负责检查

和批准所有的胴体、肠道和器官，以确保丹麦所有的猪肉

和猪肉产品适用于人类消费。

兽医监察员也要记录任何受伤或疾病症状的信息。这些记

录将与付款资料一起给养殖者。因此，养殖者可以提前收

到任何潜在的疾病风险的预警，并且在猪群出现严重问题

前采取预防措施。

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则将胴体和器官带到其他地方，

以备更深入的检查。通过这种方式，兽医监察员可以对胴

体进行彻底的检查，并有效避免交叉感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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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阶段包括称重和分级前的胴体清洁。

3.9.1	 法律和行业协议
关于猪、牛和羊的胴体的称重、分级和市场价格报告的

条例(条例号	434/2009)，执行理事会条令（欧盟）号

1234/2007和委员会条令(欧盟)号1249/2008.

3.9.2	 大脑和脊髓的去除
兽医检查完后立即将脊髓和大脑去除。一般来讲，脊髓只

有在客户要求时进行去除，用特定的工具或抽吸装置去除

脊髓。

3.9.3	 板油的去除
在胴体开膛时，将板油松开。称重前，板油已经进行了萃

取，剩下的部分会修剪掉或用蒸汽抽吸装置去除。

3.9.4	 控制
丹麦法律允许在称重前，将大脑、脊髓和板油从胴体上去

除。

丹麦生猪分类当局负责确保大脑、脊髓和板油在称重前已

经正确地从胴体上去除了。

3.9.5	 综述	
该过程保证对胴体进行了适当的清洁，为接下来的步骤做

准备。

3.9	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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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阶段包括了称重、有色毛囊的登记、瘦肉率的分级、胴

体标记和给养殖者的付款。

3.10.1	法律和行业协议

根据相关的欧盟法规实行屠宰猪的称重和分级。瘦肉率是通

过对脂肪和肉的厚度进行客观测量来决定的，并且要使用欧

盟委员会批准的测量设备。

根据欧盟法规规定的关于供人消费的动物源性产品的具体

条例的官方控制内容(854/2004/EC)，实行健康标记。

丹麦生猪分类当局代表食品、农业和渔业部负责称重、分

级以及给养殖者付款的管理。

只有经过当局批准的操作员才可进行胴体的称重和分级。

监督分类中心操作的程序，由丹麦肉质研究所和丹麦技术

研究所合作草拟。这些程序同样也包含丹麦养猪业对经产

母猪的称重、分级和付款的指导方针。

分类当局也监督“与育肥猪和经产母猪的付款相关的质量试

验等的行业方案”，以确保超出现有立法的一般质量试验可

以按照既定法规进行评定。这个行业方案是自愿的，2012

年在丹麦约有99%的育肥猪和85%的经产母猪的屠宰都包

含在内。	

3.10.2	称重
屠体重的定义是温热的胴体的重量，包括头，但不包括肠

道、舌头和器官。在屠宰场内，需要在刺杀后的45分钟内

进行称重记录。一些屠宰场可以在称重前将器官保留在胴

体内，但需要在称重前进行校准。

胴体称重时，兽医监察员需要查看，供应商的编号与钩架

上的编号是否有联系，还有屠宰的编号（在具体某天屠宰

的猪的编号）。此外，还要记录日期、时间和任何带有色

毛囊的猪。带有色毛囊的猪少于屠宰猪总数的1%，且这些

猪不能用于皮产品。通过账务扣减，将其所占比例保持在

较低的水平。

	

3.10.3	分级
在丹麦，将猪进行分类主要出于两个目的：

	 给生猪养殖者公平的付款
	 将胴体进行不同的分级

如果使用Atutofom设备，在生猪称重或脱毛后，可以在分

类中心自动测量猪的瘦肉率。

在分类中心(CC)进行分级
分类中心由一个椭圆系统构成，在此系统中，胴体自动悬

挂着通过各种位置。基于前腿和耻骨的长度和高度的测量

结果，可以调整分类中心的探测仪，使其在特定的解剖位

置进行度量。之后再通过光学探测仪测定脂肪和肉的厚

度。

3.10		 称重、分级和健康标记

	 	
丹麦生猪分类当局：管理生猪在屠宰场的称重、分
级和付款。所有每周屠宰超过200头猪的屠宰场都要
接受分类控制当局的监督。该控制根据食品、农业
和渔业部关于猪、牛和羊的胴体的称重、分级和市
场价格报告的条例(条例号	434/2009)以及随后的修
正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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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测量由以下7个探测仪完成：

腿部：	 2个探测仪测量脂肪厚度

腰部：	 3个探测仪测量脂肪和肉的厚度	thickness

前端部分：	2个探测仪测量脂肪厚度

利用神经网络，计算以下部位的瘦肉率：

	 胴体整体瘦肉率

	 腿部瘦肉率

	 中部瘦肉率

	 前端部位瘦肉率

将这些测定结果和计算结果作为胴体分级和分割的标准，

以确保胴体中的肉都能得到最佳利用。

自动分级系统在下面这些方面优于其他手工系统：

	 高容量（420头胴体/小时）

	 更精确更一致的测量结果

	 无操作偏差

	 对于不同品种的猪有更精确的结果

	 对体重和瘦肉率有更精确的选择

使用Autofom系统进行分级
Autofom系统可通过超声波测量，计算出胴体的肉和脂肪

含量。通过16个安装在通道上的传感器进行测量，当胴体

挂到钩架上后，即从传感器上方通过。（参见3.5.2）

与分类中心相比，Autofom系统还有其他益处：

	 测量精度更好

	 可操作性更高

	 损耗最小（没有活动部分）

	 非破坏性测量

	 容量高（超过1,300头胴体/小时）

Autofom通过超声波测量，计算出胴体的肉和脂肪含量。通过16个安装在通
道上的传感器进行测量，当胴体挂到钩架上后，即从传感器上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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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4	标记
离开分类中心之前，胴体会自动加盖一个欧盟委员会健康

标签、一个贸易分级标记和副分级标记。如果使用Auto-

fom系统，胴体将在单独的位置进行标记盖章。

除了椭圆形的欧盟委员会健康标记，胴体还使用一种周和

天数的编码标记，该标记一般用于公司的质量控制体系，

确定产品的保质期。

3.10.5	沙门氏菌筛查
屠宰场每年从交付的猪群中随机抽取200头以上的猪样本，

进行沙门氏菌抗体是否存在的试验。随机抽样的数量取决于

交付的猪的总数。进行试验的胴体是自动挑选的。分级和标

记后，收集10克肉样，置于特定的标有胴体供应商标签的容

器内。将样本进行冷藏，之后进行解冻，并分析肉汁内是否

存在沙门氏菌抗体。

3.10.6	付款
给农场主的付款基于猪的体重和瘦肉率。70.0-85.9公

斤的屠体重可以获得最高的基本价格。瘦肉率从61%到

65%，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增加0.1丹麦克朗。瘦肉率低

于61%，从57.0到60.9%，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就扣除0.1丹

麦克朗。2012年，平均屠体重为81.9公斤，平均瘦肉率为

60.4%。

养殖者收到付款时，也会收到每头猪的体重和瘦肉率的数

据，以及任何有色毛囊出现的信息和兽医监察员观察到的

任何问题。沙门氏菌试验的结果也会交给养殖者，以便他/

她和养猪顾问知道猪群目前的沙门氏菌状况（参见5.2.7）。

通过一个健康标记打印器自动在胴体上盖章。除了特制的椭圆形的健康标
记，胴体上还有一个编码数字，这是在质量控制体系内使用的，例如设置产
品的保质期。

EF
DK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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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7	控制
完成丹麦生猪分类当局的专门培训后，员工即可以进行胴

体的称重和分级。

公司必须遵守分类中心以及当局规定的	Autofom系统的操

作控制程序。为排除故障，需持续进行监督。如果设备出

故障了，经批准的操作员可以对胴体进行人工分类。

通过随机控制程序和每周对分类数据进行分析，丹麦生猪

分类当局监督猪的称重、分级和给养殖者的付款。在分类

中心、Autofom系统或人工设备中出现任何故障，都需要

尽快解决问题。

3.10.8	综述
分类数据用于确定哪些胴体和分割部分适用于特殊产品。

如此可确保屠宰场可以满足不同顾客对于尺寸、肉含量等

的特定要求。

给养殖者的付款是基于体重和瘦肉率的。该体系有利于促

进更加一致的体重和更高的瘦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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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阶段包括可胴体分割前的冷却和排酸平衡

3.11.1	 法律和行业协议
根据欧盟法规规定的动物源性食品卫生的具体条例

(853/2004/EC)，胴体内部温度在排酸后不得高于7	0C。

3.11.2	冷却和均化
胴体通常在特别制作的通道中进行冷却。考虑到环境因

素，用氨取代氟利昂气体作为冷却剂。

冷却加工的时间、空气温度和气流速度都会对肉品质量有

影响。冷却工作的开端对肉的嫩度尤其重要。冷却的目标

胴体从冷却通道中，运送到均化室（3-	5℃）。将胴体内部与表面的温度差异进行同化，使整个胴体的温度低于7	°C。胴体通常在屠宰后16小时内进行冷却和
均化。

3.11		冷却



93猪肉生产质量手册

是在开始的26分钟内将胴体内部的温度降低到最大程度（

降5	°C）。冷却过程一般在-20	°C	至-22	°C，平均气流速

度最大为3	m/s的环境下进行。按照行业肉品质量的指导方

针（参见附录6），该方法不仅保证完成了有效的冷却，而

且不带来冷冻收缩的风险。

3.11.3	均化
胴体从冷却通道中，运送到均化室（<	7℃）。将胴体内部

与表面的温度差异进行同化，使整个胴体的温度低于7	°C。

在丹麦，胴体通常在屠宰后16小时内进行冷却和均化。

气流通过渗透式分布，使该程序更加高效。同时，避免了

在天花板、管道和墙壁上的冷凝水，而且清除了潜在的污

染源。

根据分类中心提供的数据，胴体在运至均化室时，会自动

进行分类。胴体在分割前一直留在均化室内。

3.11.4	控制
冷却过程中的时间和温度条件这些信息都有记录。测量所

有冷却室和去骨室的温度，并且每半个小时自动记录一

次。如果温度升高，警报器就会响，以便及时采取纠正措

施。

	

屠宰场至少每天检查一次冷却室的温度记录。至少要在运

送时测量肉的温度。兽医监察员可以查看公司的温度记

录。

3.11.5	综述
冷却程序采用了一种不因冷收缩而损害肉品质量的快速胴

体冷却法。快速冷却也会减缓PH的降低，并由此将PSE肉的	

风险最小化，同时限制了微生物滋生的风险（参见5.3.1）。	

该体系还减少了周围环境中的冷凝水带来污染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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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割和剔骨

第4章的主要内容是胴体的分割和剔骨。这两个加工程序需要技术娴
熟的员工把每一头猪分割成数百种标准规格的产品。本章主要关注
分类和初步分割——因为这是生产专业产品的基础——以及最终的
包装，并于适用处讲解了成品冷冻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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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分割室	
胴体的分割和剔骨工作，可以在屠宰场内屠宰猪的地方进

行，也可以在独立的分割车间进行。

胴体的进一步处理通常包括以下程序：

	 分类
	 初步分割
	 剔骨
	 包装和标签
	 深冻、冷却和运送

与高机械化的屠宰过程相比，这些程序不太统一，且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人工操作系统。这与工厂的设计、生产车间

的安排、质量控制、尤其是员工的技术都有很大关系。	

在丹麦肉类研究所和丹麦肉类贸易学院的支持下，丹麦所

有的屠宰场都有技术娴熟的员工在现代化高卫生标准的设

施内完成分割、修整和剔骨工作。

4.1.2	 异物
任何不能归入产品规格的物质，均被视为异物。可能是软

骨、肌腱或骨渣，也可能是标签或其他意外进入肉中的物

质。

通过预防措施、兽医检查和系统测试，可以将异物进入生

产链的风险最小化。所有生产人员必须穿着管理部门提供

的特制服装，不能佩戴手表、珠宝或其他类似的物品。	

所有的工作程序都有明确的质量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也

都要接受全面的培训。例如，所有的去骨肉切块都必须不

含软骨和碎骨。工厂都配有所有必需的工具，也要负责对

4.1	 体系

公司负责猪肉分割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每个经理都需要负责确保所有的猪肉
产品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并且无任何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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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进行维护和维修，因为有缺陷的设备可能会有污染的

风险。

	

公司负责整个猪肉分割过程的质量控制。每个经理都需要

负责确保所有的猪肉产品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并且无任

何异物。该体系下其他的控制和测试程序相关描述请见下

一章（参见5.4）。

4.1.3	 食品安全
初步分割和剔骨必须遵守食品卫生要求(852/2004/EU)和

动物源性食品卫生的特定条例(853/2004/EC)，以确保完

整的冷藏链和整体的卫生水平。企业自我审查计划要求冷

却室内保持恒温，并进行记录。同时，工作程序的有序安

排也确保了胴体和切块只有在进一步加工时才离开冷却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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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阶段是指将半边胴体分割成初步切块——肩部、中部和

腿部。

4.2.1	 法规和行业协议
欧盟法规关于动物源性食品卫生	(853/2004/EC)部分对胴

体在送往分割车间前、或当场进行深加工前的分类和剔骨

时的温度做了明确的规定。除非欧盟条例(853/2004/EC)

允许可在更高的温度下剔骨，否则分割前，胴体内部温度

必须低于7	°C。

此外，每个公司都有详细的产品规格，列述了产品质量和

加工程序（包括必要的卫生）的相关要求。产品规格通常

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而定。	

4.2.2	 分类
胴体和主要切块的瘦肉率和脂肪厚度都是在屠宰线上测量

的（参见章节3.10.3）。基于这些数据，胴体在均化室中被

自动分类。质量性状类似的胴体被集中在同一轨道上。通

过这种方式对猪进行分级，可以确保特定的原料都能用于

生产最适当的产品。

同样，基于这些收集的数据，即可拟定出第二天分割和剔

骨的产品清单。	

在屠宰过程中（参见3），兽医监察员会检查每头胴体。对

于那些被放置一旁，需兽医监察员进一步检查（如实验室

检查）或用于屠宰场自我检控的胴体，需特殊标记，并放

置在冷库中特定的位置。只有在得到最终的实验室结果，

且该结果批准可进行进一步加工之后，才可以将其取出。

4.2.3	 初步分割
初步分割一般是将胴体分割成主要的切块：腿部、腰部、

腹部和肩部。之后再根据客户的特定要求，将这些切块剔

骨或加工。

初步分割包含以下程序：

	 里脊的切除和修整
	 将胴体放下，去除头部，并从趾关节处去掉后趾
	 将胴体切割成三部分
	 从腹部切为两半

所有分割必须干净利落且位置精准。将胴体置于传送带

上，使用自动锯可大幅改善分割过程，同时也减轻了操作

员的工作量。

里脊的切除和修整
胴体刚开膛时，里脊即被放松（参见3.6）。胴体离开均

化室后，立即将里脊从腹腔取出。随后进行修整和真空包

装，再送去做最终包装、冷却或冷冻。

头和后趾去除
两半头部都从颈部切下，不带颈颌．

两半胴体会自动下降至传送带上。后趾从跗关节的最高点

到跟骨锯掉。正确锯掉的后趾上会在锯口处留下“星”号。

胴体的切割
每个半边胴体都通过全自动或半自动过程分割成三块。为

了获得最高的精确度，在胴体被锯成或切割成主要部分（

前端部分，中间部分和腿部）前，使用激光来确保准确位

置。使用可以直接切透肉和骨头的圆锯。

4.2	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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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垂直于猪前膝关节的纵轴线处（距胸骨约三根关节处）

，将肩部纵向切除。颈颌部是根据规格和客户的需求切除

的，修整后送去深加工和包装。肩部可以整个送走，也可

以进一步分割成无骨部分和肩胛骨。无骨部分根据最终产

品需求而决定是否留有颈骨。有跗关节的肩送去剔骨和加

工，或者整个前端部都可送去剔骨。	

在尾骨和臀骨交接处，将腿部垂直切除。尾骨、腹股沟肉

及脂肪切除（环切）后，将腿部运走。

从中间，通过肋骨锯开肋骨顶端。

两半胴体会自动下降至传送带上，随后锯掉后趾。

之后，每半边胴体再切割成三个部分：前端部分、中间部分和腿部。初步切
割之前，使用激光或光子技术确定正确的切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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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部分割	
为生产某些特定产品，胴体中间部分需沿背线纵向切割为

腰肉部分和腹肉部分，这样第一根肋骨长4厘米（从前端测

量），最后一根肋骨长7.5厘米（从肋骨上端内侧测量）。

所有测量差异都不能超过0.5厘米。

4.2.4	 运送
肉切块通常通过轨道或挂在“圣诞树”上运送。可能会装在

冷藏集装箱内，作为生鲜产品出口，但一般情况下是送去

剔骨（参见4.3）。

从屠宰算起到运送，肉切块的存放时间不得超过四天。

运送时，温度不能超过7	°C。产品不能经受任何程度的升

温，否则会导致肉上冷凝。产品不能经受任何可能造成肉

上冷凝的升温。

4.2.5	 控制
分割前，胴体要经过目测检查。如果发现任何问题，则将

胴体放置在一边，等待进一步的处理。通常由接受过专业

培训的人员来执行这项管控工作。

作为企业自我审查计划的一部分，冷却室的温度要持续不

断地监控。一旦冷却室内的温度超过7	°C或生产区温度超

过12	°C，警报系统就会发出警告。冷却装置需进行专门清

洁，以确保最佳的卫生状况。

经理负责确保每个切块都符合具体的要求。此外，公司的

质检员会进行随机检测以确保工作按要求进行。

作为企业自我审查计划的一部分，通常会指定一家专业的公

司负责清洁和生产开始前的日常管控。此外，生产开始前，

公司也会再次核查卫生情况并做相应记录。丹麦兽医服务部

门也会对清洁、卫生水平和其他程序进行随机检查。	

需进一步加工的切块会挂在“圣诞树”上，悬链可纵向调节，确保切块正确
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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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小结
根据胴体的重量和瘦肉率进行分类，可以确保胴体用于最恰

当的用途。随后，详细的产品规格和精密的分割设备为客户

提供最对口的产品。

自动分类和分割也是高效的加工流程，使肉块可以很快运

送到冷却室进行进一步加工。

良好的温度控制和完善的卫生制度可抑制细菌的滋生，保

持高卫生标准。

需进一步加工的切块会运送到冷藏室或直接运送到运输工具上。温度不能
超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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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出口的猪肉大多数都是去骨的切块。这些切块有的是

标准切块，有的是客制规格的，包括腿部、肩部、腰部和

腹部。丹麦猪肉的均匀性和一致性在很多市场上都是公认

的。这来源于原料的基本特性，以及现代化卫生设施中贯

彻的高屠宰标准。

4.3.1	 法规和行业协议
丹麦屠宰公司遵守欧盟法规关于食品卫生(852/2004/EC)

和动物源性食品卫生(853/2004/EC)的条例。

4.3.2	 剔骨过程
对胴体进行初步分割后，将产品运送至剔骨区，有时需要

通过缓冲冷藏库储存一下。

组织有序的生产确保将所有的切块都去骨，并且是按照严

格的先后顺序完成。

切块在剔骨区称重，之后放置在每个操作员面前。每个产

品都有一个详细的客户要求说明和工作说明。作为公司内

部规范的一部分，产品说明和工作说明详述了剔骨过程中

所有的质量要求。

凡是发现有质量差异或是掉在地上的产品，必须重新检

查，并且必须对工作台和工具进行清洁和消毒。

切块按产品要求修整好后，要么装在箱子里，要么挂在“圣

诞树”上，之后立即运送至下一个加工阶段或进行运输，以

此避免不必要的升温。		

除了欧盟法规关于食品卫生的规定外(852/2004/EC)，每

个公司都有各自清洗分割工具的流程。根据要求，工具每

天需替换几次，以避免不同批次间的交叉污染。

4.3	剔骨	

目前对所有的分割和剔骨流程都有详细的规定。该规定可以确保一致性，并
且可以根据客户要求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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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重新检查	
重新检查时，要检查所有单独放置的或丢弃的切块，随后

返回或送去做其他类型的产品。所有的残料都要送去提

炼，或用于饲料的深加工。只有经验丰富的人员才能担任

重新检查的工作。

在剔骨室传送线终端进行检控时，可能需要进一步的修

整，以满足产品规格的要求或去除任何残留的骨片。

剔骨和修整后，肉品被称重并储存在缓冲冷藏库中，在此

进行分类，或包装，或进一步加工。

4.3.4	 检控
作为企业自我审查计划的一部分，冷却室的温度需持续不

断地进行监控。一旦冷却室内的温度超过7	°C或生产区温

度超过12	°C，警报系统就会发出警告。

经理要确保每个区域的工作都符合既定的规范。公司质控

体系规定了采取纠正措施前可允许的检控频率和屠宰错误

次数。通过比较剔骨前后切块的重量，管理人员可以检查

每个操作员是否造成太多废料以及这批产品是否符合既定

的规范。

如果发现涉及的操作员不能立即改正某项错误，这些肉将

用于生产其能满足质量要求的产品。如果个体操作员犯下

的错误量超出可接受范围，则需要接受一项特殊的培训计

划，重新对该员工进行培训，以使他符合要求标准。

公司也有专门的质控部门负责抽查分割和剔骨区的工作。

重新检查时，要检查所有单独放置的或丢弃的切块，随后返回或送去做其他
类型的产品。所有的残料都要送去提炼。只有经验丰富的人员才能担任重新
检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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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企业自我审查计划的一部分，通常会指定一家专业的

公司负责清洁和生产开始前的日常管控。此外，生产开始

前，公司也会再次核查卫生情况并做相应记录。丹麦兽医

服务部门也会对清洁、卫生水平和其他程序进行随机检查。

4.3.5	 小结
通过谨慎的温度控制和缓冲冷却室的使用，尽最大程度减少

细菌的滋生。

遵守具体的产品规范已经成了丹麦合作社屠宰场实现统一

质量标准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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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阶段包括包装要求、包装材料的类型和鲜肉产品的标记。

4.4.1	 法规和行业协议
包装要求遵守丹麦食品和兽医局的有关规定（579/2011号

法规），这些规定也贯彻了欧盟官方针对该领域的指令。这

些规定已被纳入食品法规的条款中（526/	2005号法案）。	

根据食品法令和欧盟食品卫生条例(852/2004/EC)的规

定，包装必须足够耐用，在运输和装卸搬运过程中对肉品提

供有效的保护，且须能阻止任何有害物质的污染。所用的包

装也必须保证肉品的感官品质得以维持。

4.4.2	 包装
丹麦鲜肉运送时，要么不包装，直接用冷藏车运输，要么至

少包装两层。内层必须是防渗透的塑料材料，可以防止肉品

被污染，外层是结实耐用的材料，防止肉品遭受物理损伤且

方便存储。外层包装材料可以是硬纸板箱或可回收塑料箱。

直接与肉品接触的包装材料必须是经批准可适用于食品的。	

4.4	包装和标记

分割完成后，肉块立即用薄膜包装起来，之后根据重量或者客户要求的数量，装于纸板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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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装
对于散装肉的包装，在放肉的隔盘下垫一层塑料膜或塑料

袋，这就可以自动把肉倒入包装材料内。之后，这些产品被

送到隔壁的工作间，包装在纸箱内。

现在多用可回收的塑料箱。这些箱子在使用前必须进行清

洁和消毒。每个箱子在放入肉切块前，需先内衬一个塑料

袋。装箱后将塑料袋封起来。之后，把箱子堆放在货板

上，在运送前覆盖上一层塑料薄膜。

单独包装
每个切块都用薄膜自动包装起来，之后根据重量或者客户

要求的数量，装于纸板箱内。

除了对卫生的考虑，包装材料的强度和稳定性也是至关重要

的，因此常用强化纸板箱。

4.4.3	 标识
包装后，称量箱子或塑料箱，并标注以下信息：

	 生产厂家编号	
	 公司名称和地址
	 纸箱内产品的类型
	 原产地
	 包装日期和ID号码
	 存储说明和存储温度
	 条形码
	 动物种类
	 产品编号

	 产品处理信息代码（如鲜肉）
	 其他的产品处理信息代码
	 净重，公斤
	 识别标志，带有国家代码的椭圆形，该公司的授权号	

	 和EC标识或其他类似的健康标记缩写标示。

标签必须遵守欧盟关于动物源性食品卫生的特定条例

(853/2004/EC)、食品条例（178/2002/EU）和标签条例

（1308/2005号法规）的规定。	

所有的纸板箱上也都贴有标签，上面有产品厂家、包装日期和存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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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检控
丹麦兽医服务中心实行随机检查，以确保每个运送货品都

符合标签法规的规定。

4.4.5	 小结
公司通过给肉品做标签来确保遵守欧盟卫生和食品法规

(178/2002/EC)，并且，这些肉品也可追溯到生产商（参

见5.5）。

通过使用不同类型的包装和研发新的包装形式，业界尽其

所能满足客户所需，特别是对于可循环利用材料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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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后，鲜肉在运送前可存放在冷却室，也可冷冻。

4.5.1	 冷冻
如果运送前要将产品冷冻，则在-30°C或更低的温度且有

高速气流的隧道式冷冻间中进行，以便尽快达到-18	°C或

更低的温度。

如果某些厂内没有这些设施，则这些产品要在授权的冷冻

厂内冷冻。

某些屠宰场使用隧道式冷冻间/空气鼓风冷冻，箱子会自动

堆放在货板上。当一个运货板堆满后，传送带会将其送过

冷冻室。该过程需24小时，之后产品被冷冻，在运送前都

储存在一个冷库里。

在其他程序中，箱子堆放在货板上，互相保持一定的距

离，使空气可以在箱子间流通。然后这些满载的货板会被

送入冷冻室，直至达到必要的冷藏温度。

近些年来，丹麦屠宰场和丹麦肉类研究所进行了许多试

验，以期找到冷冻鲜肉的最佳方法。目前，能产生最佳结

果的方法是在低于-	30℃的温度下速冻。气流速必须要

快，使表面温度迅速降低。同时，箱子要分开放置，使顶

部和底部都能冷却。

4.5.2	 运送
鲜肉要么储藏在0-7	°C的冷藏室内，要么在运送前冷冻起

来。	

装车前，目测检查车辆，以确保车辆状况和卫生标准达到

要求。此外，必须证明此车辆系统能够维持整个运输期间

要求的温度。

检查后，将货物直接装车，不打破冷却链，然后密封，之

后就可以开始运输了。在运送之前，要测量鲜肉的温度。	

4.5	冷冻和运送

用于冷冻的纸板箱堆放在货板上，之间距离很短，这样可以确保快速有效地
将肉品冷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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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检控
在冷却室内，要持续测量室内温度。此外还需要检查包

装，以确保产品和包装在温度和质量上都满足客户的要求。

4.5.4	 小结
业界使用的冷却和冷冻程序，需要持续检查，以确保合作

社屠宰场内生产的所有猪肉和猪肉产品都有最长的保质期。

从胴体的最初冷却到最后运送，以及鲜肉的冷冻，都维持

了一个完整的冷藏链，这就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细菌滋生的

风险，延长了保质期，并确保最小的滴水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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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介绍的是交叉功能控制。食品安全涉及到丹麦的整
个猪肉生产链，本章开篇即介绍了养猪业如何通过协作
的方式来保障安全猪肉的生产。该方法以危害分析和关
键环节控制点原则为基础，可借此对整个生产链的危害
进行甄别和控制。对包括沙门氏菌在内的病原性、人畜
共患性细菌的控制，则需另行详述。同时也对影响肉质
的因素，以及用以确保屠宰场和分割场生产高质量产品
的正确流程进行了介绍。最后讲到的是丹麦的可追溯性
体系，该体系涉及到丹麦的整个猪肉生产链。

5	交叉功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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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猪的育种到最终鲜肉的交付，已有大量控制体系涵盖

了整条生产链。本章将详细介绍所谓的交叉功能控制，清

楚说明它们在整个丹麦猪肉生产链中对于质量控制的重要

性。

质量是丹麦猪肉生产过程的重中之重，为确保猪肉的高品

质，丹麦屠宰场实施了各种产品安全控制措施，确保其猪

肉品质始终如一，适合人类享用。

整个丹麦养猪业均致力于交付安全的食品。相关过程详情

请见章节5.1。对人畜共患病的控制已成为一些研究计划的

重点，在章节5.2中也有相关介绍。

猪肉的品质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章节5.3中有详细介绍。

而章节5.4则对丹麦屠宰场在屠宰、分割和剔骨过程中所采

取的保障肉质的控制措施进行了概述

为取得质量的一致，必须尽快识别生产过程中任何的错

误。为达到该目的，在整个生产链中，从农场至运送到消

费者，均实行一套标记和识别体系。可追溯体系在章节5.5

中进行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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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麦，安全食品的生产得益于一个完整协调的体系。从

育种到产品加工，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有助于安全猪肉和

猪肉产品的交付。

多数食品危害均源于生产中的过失或是由于不正确的处理

或加工，可以分为化学、物理及生物几类风险。

5.1.1	 化学风险：残留
化学风险可能由肉出现不良残留引起。残留可能来自给动

物的饲料或药物，也可能来自设备和机械装置，也许就是

来自生产环境本身。

欧盟对饲料成分进行了立法管制。按目前法律规定，丹麦

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负责审查所有的饲料生产商，并定期

公布结果。此外，利用一些比较性试验的结果制定相关行

业指导方针，亦有助于确保生猪养殖者用到最高品质的饲

料。	

	

5.1	 食品安全

圈舍和存栏量

风险：
健康威胁残留物  
细菌的传播

风险控制
存栏量相关立法
系统测试

风险：
抗药性残留

风险控制
饲喂控制
饲喂分析

风险控制
粪污处理计划
减少农药用量

风险：
农药、
重金属等的残留

环境
猪群

其他动物

风险：
细菌和疾病的传播
 

风险控制：
健康咨询协议
圈舍和施工
害虫防治

风险控制：
健康咨询协议
圈舍施工
配合饲料
可追溯
沙门氏菌监测计划

风险:
细菌
残留

动物

图9	初级生产中的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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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动物只能接受兽医或农场主的药物治疗，而且农场主

还要与兽医签订健康咨询协议。在丹麦，药物只能在得到

兽医正式的诊断后使用，而不允许使用任何预防性用药。

通过指导农场主正确用药，兽医可确保农场主知道屠宰前

的休药期。禁止使用激素或其它生长促进剂类药物。	

丹麦法律还规定，建筑和设备所使用的材料必须对猪无

害。严格的环境法亦可杜绝潜在的农药或重金属的污染。

而且，农场主的粪污处理计划也必须获得官方许可。

5.1.2	 残留监控	
丹麦业界建立了一套食品监测体系，用于检测包括肉类在

内所有食品中的残留。监测计划中包括以下几类残留（参

见附录7）：

	 抗生素和化学药物

	 激素和生长促进物质

	 杀虫剂，包含二恶英和类二恶英物质

	 重金属

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按照欧盟法律96/23/EEC设计了

监测计划。

	

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负责对监测计划进行分析和采

样。屠宰场进行自我审查，负责随机采样，并在屠宰场内

由通过认证的实验室对样品进行分析。

作为公司自我审查体系的一部分，样品分析是为了检测肉品中是否存在任
何不良的残留。每年大约会完成18,000到20,000份猪肾脏样品的检查。在
过去10年内，送交分析的样本中检测出的抗生素残留水平在0到0.03%之
间。没有检测到激素残留，而且农药或重金属的残留都低于允许的最高限
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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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和化学药物
过去的20年内，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按照丹麦法律，

对肉中抗生素和化学药物残留的浓度进行了抽查。这些分

析均遵照欧盟相关要求、且基于肾脏组织的生物和化学检

测结果。

过去10年里，抗生素和化学药物残留的检出率非常低，约

占分析样品的0-0.03%。近年来，每年抽检的样本量大约

有18,000-20,000份（参见附录7）。1989年和1990年检

测到磺胺类药物呈阳性的生猪样本数量有所增加，之后则

在养猪业中禁止使用该药物。	

作为法定监测的一部分，如果分析显示出任何残留，结果

将报告给区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来评估其是否触犯法律，

一旦违法，养殖者会被罚款。兽医通常和当地兽医一起来

查看猪群，随后会出具一份抗生素使用情况的报告。基于

这份报告，区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决定是否向警方提交此

案件，进行刑事调查。

如果自我审查体系的分析结果显示残留低于最高许可水

平，养殖者则会收到通知，并会收到一份报告（作为自我

审查文件的一部分）。

如果分析结果显示高于最高许可水平，则相关当局会接到

通知，界时会有兽医审查猪场，商讨改善方法事宜。然

后，养殖者和屠宰公司也会收到一份报告，屠宰公司据此

决定是否将此养殖者列入特殊名单，详细规定其将来交货

时所需执行的额外检查。

以丹麦在磺胺类抗生素方面采取的措施为例，有些国家仍

然允许磺胺类抗生素在畜群中的使用。在1989至1990年

间，存在磺胺类药物残留的生猪样本数量呈增长趋势。尽

管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生产环境中残留的物质、而不是农

场主的渎职所致，丹麦仍决定禁止在生猪养殖过程中使用

此类药物。

激素	
欧盟禁止使用激素来促进生长。自1986年起，丹麦肉类即

已实施抽样分析以检查有无激素残留。针对肌肉、尿液、

血液和粪便样本进行各种激素相关的分析。在丹麦猪肉中

从未检测出激素残留（参见附录7）。

农药和多氯联苯
农场主不得使用含氯的农药和多氯联苯(PCB)，甚至在食品

或饲料生产区域存放这类产品也是违禁的。丹麦早在20世

纪80年代初即已禁止使用滴滴涕(DDT)、狄氏剂(Dieldrin)和

林丹(Lindane)了。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即计划并对

食品（包括动物和蔬菜产品）中农药和多氯联苯残留浓度

进行随机检测（参见附录7）。数年来对猪肾脏上的脂肪进

行随机检测，只检测出微量的农药和多氯联苯，但从未超

出最高许可范围。由于这些药品的生物降解能力缓慢，偶

尔还能检测出微量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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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恶英
自2003年起，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一直针对屠宰猪执

行二恶英分析。每年对约100个样品进行二恶英分析，目前

为止，分析的结果均未超过欧盟的限值。		

重金属
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对肉品内的重金属残留进行随机

检测（参见附录7）。检测肌肉、肾脏和肝脏样本中的铅、

镉、汞以及微量元素镍、硒、铬残留。

多年来，只有1个样本的重金属残留显示超出最高限制水平

(MRL)。在过去的10年里，汞和硒的含量一直保持在较低的

水平，同时，镉、铅、镍和铬含量则逐年降低。

5.1.3	 物理风险
碎骨、软骨、设备残留和标签等所有外来物质，均被视为

异物。

通过严格实施产品规范和员工综合培训，养猪业努力确保

猪肉中无碎骨、软骨和其它异物。此外，所有成品都需进

行详细检查。一旦发现问题，要立即改正并检查工作程

序，采取相关措施避免问题的再次出现

5.1.4	 生物风险
疾病
家畜的健康对安全食品的生产至关重要。丹麦的农场主设法

通过对害虫和昆虫的控制，来阻止周围环境中疾病的传染，

并通过农场建筑的安全措施来抵抗食肉动物的侵袭。

优秀的圈舍设计以及批次生产或多点式养殖体系，都有助

于确保高位健康水平。

细菌
丹麦养猪业实行严密控制，以阻止致病性人畜共患病的传

播。详情请见章节5.2。

耐药性细菌
丹麦执行了防止耐药性细菌滋生的相关策略。此方案禁止

使用生长促进剂（如阿伏霉素和维及霉素），并且从2000

年1月开始，在丹麦生猪养殖过程中奉行停止使用所有抗生

素生长促进剂的自愿政策。

丹麦当局通过对随机抽取的动物、肉产品和人类样本

(DANMAP)进行常规分析，来监测耐药性细菌的滋生情况。	

.

旋毛虫
旋毛虫是一种寄生虫（幼虫），寄居于肠道内并在此进行

繁殖。人类可能会因食入未熟的肉导致感染。		

在过去的75年对丹麦生猪进行的系统的旋毛虫检测中，并

没有发现该寄生虫存在的迹象。在过去的15年，也是每年对

约2000万头猪进行检查，并对有出口许可的屠宰场的所有

猪都进行了检查，但该时期也没有人因为丹麦猪肉而感染

旋毛虫。	

在此背景下，丹麦从欧盟委员会申请免除对于所有生猪的

旋毛虫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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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对于卫生和清洗的控制。兽医监察员从生产线上的设备和其他存
栏量中采样。

2007年，欧盟委员会和其他的欧洲国家承认丹麦猪肉含有

旋毛虫的风险小到可以忽略。将来，只有那些在室外饲养

和个体饲养的猪必须接受检查。这也意味着进行官方检测

的猪的数量已经减少到65万头左右。考虑到出口市场要求

没有旋毛虫，屠宰场还是会检测所有的生猪。

清洗和个人卫生
丹麦公司负责保持肉品生产过程中的卫生标准，且须将详

细资料提交丹麦兽医服务部门。

丹麦兽医服务部门从设备中采样，以确保遵守恰当的消毒

程序，并且检查是否遵守了衣着和个人卫生方面的具体要

求。

全面的培训计划，可确保屠宰场的所有员工都能了解个人

卫生的重要性，以及出现生产问题时立即采取措施的必要

性。

屠宰方法
近几年来，又有一些新的屠宰技术出现，用以提高卫生质

量和避免交叉感染。

屠宰线上自动程序使用量的增多，也有助于达成更好的卫

生条件。		

同时，屠宰场还引进了一种使用“两把刀”的系统，这两把

刀分别在热水（不低于82°C）中去污和消毒，由此防止细

菌在胴体之间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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胴体的快速冷却可确保大大降低细菌的滋生。根据欧盟法规

制定的动物源性卫生的专门条例(853/2004/EC)，屠宰后

胴体的内部温度必须立即降至7	°C，并且之后也不能超过7	

°C。通过持续监测和使用冷却缓冲室来维持该温度。

建筑和设备
屠宰线的正确设计和维护，可杜绝从建筑和设备中引入细

菌和异物的风险。

丹麦兽医服务部门会检查车间是否得到了合理维护，确保

生产流程的持续性，从而杜绝不同产品（如原料和热处理

产品）之间以及常规原料周转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交叉污染。

风险：
交叉污染
粪便污染

风险控制：
官方兽医控制
统一的流程

屠宰场 风险：
异物
细菌的传播

员工
风险控制： 
卫生培训
个人卫生

风险控制：
温度控制

风险
保藏性
（细菌滋生）

温度

车间

风险
异物
细菌的传播
害虫

风险控制
施工
维护
清洗

风险控制：
设计
清洗
消毒

风险：
交叉污染
细菌滋生

存栏量、设备

图10	屠宰场的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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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风险管理
自我审查程序
丹麦所有屠宰公司都在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原则的基础

上实行自我审查计划，并由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批准

和监督。

识别并清楚描述生产链中的关键控制点。在自我审查计划中

加入监控程序来控制所有的食品危害（参见章节	3.2.3）。

由丹麦兽医服务部门批准
开始屠宰前，公司会检查CO2致晕设备和屠宰线，以确保

一切都井然有序。检查是自我审查计划的一部分，由丹麦

兽医服务部门监督实施。

为确保只使用健康动物的肉和内脏，兽医监察员既需要检

查活猪，也需要检查屠宰后的各个胴体和器官。

猪肉切块从屠宰场发出时，兽医监察员也需要检查其是否

符合产品规范。

5.1.6	 综述
除了要遵守所有的法律要求之外，丹麦公司还采取了额外

控制措施，来确保所有肉产品的安全和保质期。

自1991年起，分析样本中检测出的有抗生素残留的比例即

低于0.05%。从未发现激素、农药和多氯联苯残留超出所

允许最高水平的情况。只在1个样本（在1990年）中发现重

金属残留超过了所允许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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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法律和行业协议	
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联合养猪业，一起制定了一套针

对生猪的沙门氏菌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从1993年启动至

今，已修订和改良多次。最新的“行动计划4”内容介绍请见

生猪沙门氏菌相关法规（法规号404/2012）。行业监管措

施对该“沙门氏菌行动计划”进行了补充。	

5.2.2	 人畜共患病
人畜共患病是指可以由动物传染给人的一系列疾病。人类

感染人畜共患病的一种途径是通过动物源性食品。很多细

菌都可以通过食品传播给人类，并造成感染，典型的例子

是沙门氏菌。

5.2.3	 沙门氏菌监测计划
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与丹麦猪肉业一起施行了一套旨

在减少和控制生猪和鲜肉中的沙门氏菌的行动计划。		

该行动计划包含对每年运送超过200头屠宰猪的育肥猪群

的监测。在监控的基础上，将育肥猪群分成1、2、3三个等

级。该行动计划规定三个等级的猪群屠宰猪需要分开进行。

屠宰场内鲜肉的监控和严格的沙门氏菌计划在行动计划内也

有规定。此外，所有的核心群和扩繁群都通过每月的血检进

行监控。母猪群出售断奶仔猪到定为2级和3级的育肥猪群

时，需要进行报告，并且评估是否要采样。	

基于猪群内沙门氏菌或抗体的检出情况，所有的猪群均被

评定一个沙门氏菌状态（A、B或C）。

5.2.4	 猪群内沙门氏菌的预防
丹麦猪肉业与政府研究机构合作，对那些影响沙门氏菌滋

生和传播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目的在于

执行相关措施，预防或降低沙门氏菌的发生率。

饲料
所有的饲料公司生产的饲料都不得含有沙门氏菌。因此，

饲料厂所有配合饲料都必须经过热处理。按照欧盟针对动

物饲料的卫生法规，自我审查是该管理法规的重要组成部

分。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尤其关注所有饲料厂的生产

过程控制。			

研究表明，农场自制配合饲料和液体发酵饲料通常可以提供

更好的防止沙门氏菌污染，因为这些种类的饲料能够更好地

保护动物肠道健康。如果必须要降低猪群内沙门氏菌的发生

率，推荐使用这两种饲料，而不是经过热处理的现成的配

合饲料。

在饲料和饮水中加入微量的有机酸（如乳酸），也有助于

降低猪群中沙门氏菌的发生率，这可能是由于有机酸对猪

肠道内微生物环境的影响。	

	

动物间的传播
“全进全出”的管理或“分批生产”，会在相邻两个生猪批次

之间进行消毒，尽最大程度降低沙门氏菌在猪群之间传播

的风险。因此，这种生产形式还能与其它降低沙门氏菌的

方案有效结合。	

5.2	病原菌和人畜共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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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氏菌状况的声明
所有养殖者都有义务提供猪群沙门氏菌状况的相关信息。

出售生猪时，必须提供以下信息：

	 过去3个月内育肥猪群的沙门氏菌级别
	 过去6个月内核心群和扩繁群的沙门氏菌指数
	 所有猪群的沙门氏菌状况（A、B或C）
	 在粪便样品中检测到沙门氏菌的可能性（任何猪群）

5.2.5	 屠宰场沙门氏菌的预防
沙门氏菌存在于生猪的消化道中（嘴、咽喉、胃和肠道）。

屠宰场在胴体去除胃和肠道阶段，细菌传播的风险非常

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丹麦的屠宰场已经采取了一系列

预防措施。

生猪屠宰前12小时内，不给饲喂，但必须允许自由饮水。

屠宰场要确保屠宰过程和程序均已经过充分优化，从而尽

最大可能降低胴体被沙门氏菌污染的风险。其中包括将所

有的设备在82℃的热水中消毒。手提式蒸汽吸尘装置可以

去除肉眼可见的粪便污染。

来自沙门氏菌感染猪群的屠宰猪
来自沙门氏菌感染猪群（3级，参见5.2.8）的屠宰猪需单

独运输至屠宰场，并且在严格的卫生条件下进行屠宰。此

外，为避免胴体与口腔和喉咙的接触，不对胴体的头部进

行分割。来自3级猪群的屠宰猪的内脏不能作为常规消费用

途，因此通常都是废弃或再加热处理。		

对3级的胴体随机采样，检查屠宰卫生是否尽如人意。将3

级的胴体修剪好后，在一间屋子内用82℃的热水喷淋15秒

钟。这个方法在降低胴体沙门氏菌的发生率方面有显著的

效果。	

鲜肉的监测
屠宰场每天会从5个胴体上采样，进行沙门氏菌的检查。

在持续进行监测的基础上统计结果，如果连续7天都检查

出1个以上呈沙门氏菌阳性的样本，则屠宰场需对此做出解

释。	

“沙门氏菌行动计划4”中对鲜肉中沙门氏菌发生率的目标做

出了规定：到2013年底，发生率必须低于1%。	

沙门氏菌强化监测
对于鲜肉样本的监测结果也会应用于一种所谓的强化监管

措施中。在此对每个屠宰场在过去12个月内的结果进行统

计。如果沙门氏菌发生率超过设定的限值，屠宰场必须制

定行动计划并采取相关纠正措施。屠宰场的加强监测连同

其他措施一起，确保持续关注沙门氏菌污染风险的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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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核心群和扩繁群的监控
自1998年起，对核心群和扩繁群进行沙门氏菌监控即成为

强制规定。每月从所有的核心群和扩繁群采集10个血样，

用于分析是否存在沙门氏菌抗体。如果样本中出现沙门氏

菌感染的迹象，则采集整栏内的样本，以确定沙门氏菌类

型以及沙门氏菌感染的区域。同时，建议养殖者制定一套

降低沙门氏菌发生率的计划。

在沙门氏菌发生率增加的猪群中，每卖一头种猪都要受到

罚款（行业倡议）。		

5.2.7	 生产群的监控
母猪群
一旦在向育肥猪群输送仔猪的母猪群中发现沙门氏菌，就

必须通知丹麦农业与食品委员会。沙门氏菌状态为A和B的

母猪群（参见下文的沙门氏菌声明）的养殖者，有义务采

集粪便样品，以确定育肥猪中的传染源是否与相应的母猪

群有关。

育肥猪
生猪一旦感染沙门氏菌，免疫系统会在2-4周内产生抗体。

感染期间保持高水平的抗体量，并且感染减弱时抗体水平

下降。因此，沙门氏菌抗体的出现则表明生猪被感染。因

此，抗体水平可作为猪群中沙门氏菌级别的一项指标。

沙门氏菌抗体水平——沙门氏菌值，通过ELISA试验进行测

定。将样本分为阳性或阴性样本。如果猪群中阳性样本水

平开始增加，则可能是早期的预警，必须采取行动。

在每年生产200头以上育肥猪的猪群中，按生产数量的比例

抽样进行测试。在屠宰场完成胴体称重后，待测试的胴体

也会自动完成选择。切割约10克的肉样，置于容器内，贴

上标签，以便识别猪只和猪群。

屠宰猪生产群的沙门氏菌监测，基于屠宰场内采集的肉样。通过样本分析是
否存在沙门氏菌抗体，并且每个猪群都登记有沙门氏菌级别。将采集的肉汁
样本放置在一个专用的容器内。含有肉汁样本的测试管上贴一个标签，标签
上清楚注明猪群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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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样品冷冻后，送去分析。结果会收集在由丹麦食品、农

业和渔业部门管理的人畜共患病登记系统中。	

沙门氏菌的监测结果按月评估，但养殖者可以到屠宰场的

养殖者网站上查看肉汁样品的相关检测结果的持续更新。

每月的记录包括养殖者编号、采样日期、采集的样本量以

及阳性与阴性样本的数量。猪群在过去6个月的监测结果也

包含在记录中。养殖者及其顾问也由此能够持续监控猪群

沙门氏菌状态。		

5.2.8	 确定沙门氏菌级别
基于过去三个月内采集的样本，计算得出猪群的每月指

数，并且按以下信息确定级别：

1级：没有或少量的阳性样本。

2级：出现大量的阳性样本。

3级：阳性样本的数量过多。

被定为2级或3级的猪群，必须声明断奶仔猪是从哪个母猪

群购买的。		

沙门氏菌屠体扣减
如果猪群被定为2级或3级，给予生猪养殖者的付款将有所

扣减，如下表所示。沙门氏菌扣减由养猪业自行决定和管

理。	

	 沙门氏菌级别				 胴体价值扣除	%	

	 2级	 2%

	 3级	 4%	
	 （刚开始的6个月）

	 3级	 6%	
	 （6个月后）1)

	 3级	 8%	 	
	 3级（12个月后）2)	
	
猪群第一次被定为3级时，胴体价值会扣除4%。如
果接下里的5个月内再次加到3级，4%的扣除仍然有
效，此外，之后的扣减率还会升至6%。如果接下来
的5个月内再次回到3级，依然扣除6%。	
	
如果猪群保持3级，并在之前的12个月中有过一段时
间被扣除6%，则扣除将会升至8%。如果猪群在连
续12个月内不足3级，则等到下次猪群再被定为3级
时，扣减率会降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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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所有猪群的沙门氏菌状态
所有的猪群都会有一个沙门氏菌状态，并且在出售种猪时，

需要递交这个状态。出于实际的原因，不作为种猪出售的猪

群也会有一个沙门氏菌状态。之所以要公开沙门氏菌状态，

是因为猪的感染主要来源于3种类型的沙门氏菌——鼠伤寒

沙门氏菌、德比沙门氏菌和婴儿沙门氏菌。有研究表明，猪

群中如果出现这3种类型的沙门氏菌阳性，一般会在几年内

持续呈阳性。由于可以在很长时间内检测到这些猪群内的细

菌，因此，通过这些猪群内采集新的粪便样本并不能判断目

前的沙门氏菌的发生率。所以将来，猪群的沙门氏菌状态声

明必须基于过去5年的数据，例如基于该猪群的粪便样本和

任何相关的育肥群的肉汁样本。

3种分类	
猪群可分为3类：

如果在粪便样本中没有检测到沙门氏菌，那猪群就是沙门

氏菌阴性状态(A)；如果猪场内还出售屠宰猪，那相应的育

肥猪群就不可能是2级或3级。	

如果在粪便样本中检测到沙门氏菌，或者，如果有一个相

关的育肥猪群是2级或3级，那这个猪群就是沙门氏菌阳性

状态。		

根据阳性猪群内检测到的沙门氏菌类型，还可以分成2个

亚类。之所以再加细分，是因为对于购买和出售的生猪中

出现的鼠伤寒沙门氏菌、德比沙门氏菌和婴儿沙门氏菌这

3种类型的特别关注。如果在猪群内出现上述3种中的任意

1种，或者相应的育肥猪群是2级或3级，那么该猪群就是C

沙门氏菌阳性状态，而出现其他类型的沙门氏菌的猪群就

是B沙门氏菌阳性状态。

沙门氏菌状态按月更新。

5.2.10	控制
每个季度都要由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或按照经过批准

的业内实施职业守则对饲料公司进行检查。此外，丹麦兽

医与食品管理部门还会采集饲料样本以进行沙门氏菌检测。

鲜肉也要检测有无沙门氏菌，样本则取自冷藏阶段的胴体。2010年，取样送
检的样本中仅有1.2%检测出沙门氏菌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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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群和扩繁群也会通过猪群兽医采集血样的方式，进行

沙门氏菌感染情况的检测。将这些样品送交经过批准的实

验室中进行分析。如果结果显示阳性样本的比例比较高，

则还需要从猪群中采集粪便样本以进一步分析。	

在每年生产200头以上屠宰猪的猪群中，按生产数量的比例

抽样进行血清学测试。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将基于这

些样本，对所有育肥猪群的沙门氏菌级别进行分级。

来自3级猪群的屠宰猪通常进行单独运输，并且要在更严格

的卫生条件下屠宰。执行屠宰卫生条件抽查。如果检测到

沙门氏菌超标，就要对胴体进行热处理来杀死细菌。

每月收集鲜肉样本、冷冻胴体样本进行沙门氏菌分

析。2011年，这项监控计划显示约有1.5%的分析样本中出

现沙门氏菌。

5.2.11	综述
丹麦的“沙门氏菌监测计划”让屠宰场内鲜肉初级生产的沙门

氏菌发生率监控成为了可能。该计划已成功限制了丹麦猪群

内沙门氏菌的传播，使成品中沙门氏菌水平降到了最低。

据丹麦人畜传染病中心估算：1993年，2011年，共有1,100

人因丹麦猪肉感染沙门氏菌，而到2011年，此人数已降至

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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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质的好坏可由多种参数来评估。正如前面几个章节所描

述的，针对不同的产品，这些参数的重要性也不尽相同。

上表显示了各项质量参数如何在整个生产链中对各种质量

性状产生影响。生产链中的所有环节都紧密关联，共同确

保全程质量性状的维持。		

5.3	对肉质的影响

参数 章

育种 (1.1-1.2)

杂交 (1.2)

饲料 (1.6)

运送的时间  (1.3-1.5)

运送/运输/进栏/致晕（动物福利） (2.1-2.4)

屠宰 (3.4-3.9)

冷却、冷却链、冷冻 (3.11, 4.2, 4.5)

分级 (3.10-4.2)

分割 (4.2-4.3)

包装 (4.4)

质
量
性
状

一
致
的
体
型
大
小

瘦
肉
率

肌
间
脂
肪

肉
色
，
外
观

滴
水
损
失
 P
S
E
肉
/D
FD
肉

味
道
/气
味
（
香
味
）

嫩
度

保
质
期

丹麦生猪在体型大小上非常一致。通过分级和称重数据的使用，即可实现对
于胴体的细致遴选，并确保产品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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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肉质性状
	

体型大小一致
丹麦国内的平均屠体重在81-83公斤（相当于110公斤的活

体重）。由于整个丹麦生产体系相互协调，丹麦猪在体型

大小上非常均一。而且，通过使用分级和称重的数据，屠

宰场可以精确地选择大小一致的胴体和切块。	

瘦肉率
养猪者所得的报价取决于屠宰重和瘦肉率。分级体系可以

确保屠宰场清楚地知道胴体关键部位的瘦肉率，同时屠宰

场亦可借此选择瘦肉率相似的切块。

丹麦生猪的平均瘦肉率约为60%，这让胴体更适合进一步

加工和提供瘦肉型产品。

肌间脂肪(IMF)
猪肉的肌间脂肪含量会影响口味、嫩度和鲜肉的多汁性。

肌间脂肪含量高意味着肉更能适应熟化和加工方法的变

化，从而保持其可食用性，这对零售切块更重要。而对猪

肉进行进一步加工时，则要求猪肉的肌间脂肪含量低，因

为越瘦的肉，蛋白质吸收进一步加工过程中盐水和其它成

分的能力也越强。		

相关试验表明，约2%的肌间脂肪含量最适于零售和加工的

切块。肌间脂肪含量为2%时，肉具有足够的韧性、良好的

食用品质和适合加工的瘦度。肌间脂肪为2%时，脂肪含量

恰好可见。	

一般而言，丹麦猪肉是瘦肉型的。里脊和类似切块的肌间

脂肪含量平均约达1.5%，所以，丹麦猪肉是深加工和零售

切块的理想之选。

肉色，外观
色素含量对于肉色影响尤其之大，并且年龄越老肉色越

深。由于丹麦生猪的屠宰年龄较小，所以一般肉色偏淡，

但肉色也会受饲养方式、品种或这三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如果猪在运输、进栏和致晕的过程中受到应激，猪肉的外

观也会受损。如上所述，应激还会引起PSE肉或DFD肉。

一些致晕方式可能会引起喷血，这会影响猪肉产品的外观

和保质期。在丹麦，所有的屠宰场都使用CO2进行致晕，

这种方式可最大程度地减少喷血量。

	

DFD肉：DFD是指色泽黯淡、又硬又干的肉。如果猪
在屠宰时受到应激，会用尽储存的肝糖原，就会产生
DFD肉。由于乳酸合成受阻，肉的PH值持续保持高
位。如此虽确保了良好的系水力，但会缩短产品的保
质期。DFD肉在丹麦猪肉中并不常见。	
	
PSE肉：PSE是指灰白、松软、渗水的肉。PSE肉是
基因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一般来讲，携带氟
烷基因的猪容易产生PSE肉，此基因会影响细胞膜与
水结合的能力。而且，携带此基因的猪更易受到应
激。现在丹麦猪群中已经清除了氟烷基因。猪在屠宰
前若受到应激，仍旧会引起PSE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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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损失/PSE肉/DFD肉
PH值和其它一些因素也会影响鲜肉和冷冻肉的滴水损失。

刚屠宰后，由于肌肉纤维中产生乳酸，导致PH值下降。而

屠宰后尽快将猪肉冷却，可以阻止PH值的下降。同时，优

化冷却过程还能将滴水损失降到最小。其方法就是通过将

肉的平均温度降至7	0C以下，并确保该过程中肌肉内无冰

晶形成，此后维持胴体温度在7	0C。

如果生猪在运送至屠宰场的途中、进栏或致晕过程中受到

应激，则可能导致产生PSE肉（急性应激）或DFD肉（动

物筋疲力尽）。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肉不适合加工，也不适

合人类食用。

遗传性状同样会对PSE肉的水平产生影响。丹麦育种体系

将氟烷基因清除后，丹育猪对应激不太敏感，因此会减少

出现PSE肉的情况。如此则导致PSE肉的发生率降低（里脊

中少于2%），并且出现DFD肉的情况也有所减少。

味道和气味
新鲜猪肉有一种温和的味道和气味。猪肉的食用品质受生

产方式的影响很大，但同时也受到肌间脂肪的含量（参见

以上内容）和脂肪酸的组成的影响。脂肪酸的组成可通过

饲料进行控制。因此，业界对猪饲料的组成制定了指导方

针。尤其限制了含有强烈味道组分的最高使用量，如鱼粉。

嫩度
肉的嫩度取决于肌间脂肪的含量、动物的年龄、胴体的冷

却、熟化的过程以及进一步的加工。此外，还取决于每个

切块内结缔组织的含量。来自腹部、跗关节和前段的切块

含有大量的结缔组织，因此似乎比背部肌肉更硬。这些结

缔组织的连接对猪肉韧性有一种特别的作用。由于交腱数

量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年轻猪的肉比年老猪的

肉嫩。丹麦猪在屠宰时约6月龄。

温热胴体的冷却也会影响肉的嫩度。如果冷却速度太快，

会发生冷冻收缩，这会造成肉变硬。

猪肉约在3天内完成熟化，最高温度为5	0C，如此可保证

肉的嫩度，一些导致肉质变硬的蛋白链接也会被缓慢地酶

解。

保质期
肉的保质期取决于很多因素，如饲料、储存温度、屠宰和

分割时的卫生以及使用的包装方法。

当然，储存温度是影响保质期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丹麦屠

宰场的卫生水平较高，无论是冷鲜肉还是冰冻肉，其保质

期都很长。

冷冻时，影响丹麦猪肉保质期最重要的因素是脂肪的酸

败。因此，高脂肪含量的切块的保质期比瘦肉多的切块短。	

猪饲料的组成和质量也会影响肉的保质期。主要是由于猪

饲料中的某种脂肪物质会导致猪肉的保质期比其他的短。

在丹麦的猪肉中脂肪酸的组成，通常约45%是单一不饱和

脂肪酸，约15%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以及约40%是饱和脂

肪酸。	

动物福利
欧盟法规猪舍和猪只处理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规定。丹麦的法

律和行业法规也同样必需遵守，如此可以在所有的生产阶

段、运输途中和在屠宰场内屠宰前的阶段中，确保动物的高

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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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综述
生产链中各阶段的行动结果确保了以下特性：

	

	 瘦肉

	 切块大小一致

	 细嫩可口的肉

	 好的动物福利

	 品质差的猪肉出现概率低（喷血、PSE肉、DFD肉）

	 较长的保质期。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高质量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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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节描述了在丹麦猪肉业内合作社屠宰场内采用的质

量控制体系的一般特征。		

5.4.1	 法律和行业协议
所有公司都执行了以预防为主，并与危害分析和关键环节

控制点原则相关的各种类型的质量控制计划。质量控制目

标与一些关键参数相关，如味道、外观和其它特性。

	

有些公司的质量控制体系是相同的。关于质量控制，这些公

司还执行了“全球红肉标准”，这个标准除了囊括了危害分析

和关键环节控制点的要求和质量控制体系外，同时还可确保

产品一致性（参见www.grms.org）。

生产体系的设计必须是为了确保最佳的猪肉质量。新的设

备在设计时，需要既可让工作环节变得更容易，又能尽量

降低生产失误导致的风险。

每个阶段都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流程。这些流程是对每个操

作员工的基本工作描述的一部分，并要求认真遵守。每个

操作员工无需重新检查工作流程的进展，只需退回显而易

见有缺陷的切块。

5.4.2	 过程控制
在屠宰线上，质量和食品安全的控制基本上是一样的。因

此，质量控制的很多方面都由获有许可的自我审查体系进

行。		

此外，丹麦生猪分类管理局（归丹麦食品、农业和渔业部

门管理）也会对与分级和付款相关的程序（如皮的处理和

扁桃体的移除）进行测试。

所有切块的生产必须满足具体的规范。一旦出现不合规情

况，需要立即修正生产过程。根据具体的条例对退回的切块

进行再次检查。

产量控制是建立在对不同生产阶段所执行的重量检测的基

础上的。胴体重让公司能够预测单独切块的重量。如果实

际和预测的重量之间存在差异，可能是由于进行了不正确

的分割，此后即予调查和改正。

5.4.3	 核实
测试质量控制体系的有效性，是通过在生产过程的特定环

节中进行抽查，以及在成品中进行随机样品检查来实现

的。整个生产链被设置了一些关键的控制点。这些关键控

制点均设有特定的限值和允许偏差量，若超过限定值，则

需要采取纠正措施。某些偏差是不允许的，但大部分都根

据计分体系进行称重。之后计算偏差总和的限值，而不是

简单地评估每个特定的偏差值。

5.4	质量管理和屠宰程序的控制

在屠宰线上，质量和食品安全的控制基本上是同一套一样的规定。因此，质
量控制的很多方面都在获有许可的自我审查体系中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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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每天都要进行采集并传达给相关部门，以便立即

采取纠正措施。这些抽查的结果还可被用来预测长期的趋

势，因此出现问题时，可以尽早识别和解决。

屠宰线上设备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导致了对各个过程控制

的需求的增加，因为每个过程的质量都更加依赖于前一个

过程的质量。

5.4.4	 综述
丹麦猪肉业的所有合作社屠宰场都制定了全面的质量控制

体系。系统地重新检查可以核实成品的高质量是否一致。

此外，为了提供更高的质量保证和信息存档，这些屠宰场

还同时遵守“全球红肉标准(G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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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猪肉生产的每个阶段都进行标记、登记和文件证明。目

的在于维持丹麦猪肉的总体质量，更具体的说，就是要确

保：

	 该猪肉是来自丹麦的猪，并且是健康的猪
	 该猪肉无食品危害。

丹麦体系可追溯猪肉至屠宰的地方，然后可以知道是哪个

农场的猪，以及是哪一天运输来的。

5.5.1	 中央畜群登记认证
在丹麦，所有的牛场和猪场都在丹麦食品、农业和渔业部门

的中央畜群登记处注册了一个畜群号，即CHR编号。注册

表中包括以下最新信息：

	 畜群编号（CHR编号）
	 使用者的姓名（农场主、经理或承租人）
	 农场主的姓名和地址
	 饲养畜群的农场地址
	 动物的种类和产品类型（如育肥猪）
	 动物的平均数量
	 畜群兽医的姓名、地址和兽医进行拜访的次数
	 将猪运输到屠宰场前，使用的5位数的供应商编号

CHR编号可用于与当局保持的所有联系，包括持续进行的

沙门氏菌控制体系

CHR体系提供了丹麦所有猪群的一个概况。从中可以快速

识别一个猪群，以及同一区域内所有其它猪群的信息。通

过CHR编号体系，可以方便的将大量数据与猪群相结合。

当需要进行明确抽样或调查导致疾病传播的因素时，这些

都可用于研究。

如果爆发更加严重的疾病，通过CHR登记表，可以立即在

明确的范围内停止猪的转运，从而避免疾病的传播。

5.5.2	 标记、登记和文件证明
下面两图所示为猪和猪肉的标记、登记和文件证明的关键

元素。第一（图11）涵盖了标记，用“M”代表每个关键阶

段。第二（图12）涵盖了登记和文件证明，用“D”代表每个

关键阶段。

猪的耳标
在丹麦，所有的猪在离开原始群，如出生的猪群（M1）

前，必须用经批准的耳牌标记。	

	

以下情况例外：

	 在后腿部有刺青的猪和直接运往丹麦屠宰场的猪	

	 （M3）

	 作为“群体运送的育肥猪”进行运输的猪

	 送去熬油的伤亡猪

	 不是用于交易进行运送的一批猪（如在多点体系内）

	 在买卖双方协议之下运输的一批猪（M2）

耳牌必须获得丹麦兽医和食品管理部门的批准，并在耳标

上标有猪群的CHR编号。

育种体系
丹麦的种猪繁育计划，DanAvl，旨在改善选定的品种。育

种工作的成绩，可以通过出售种猪和精液传递到商业养殖

当中。每头种猪都有一个记录育种性状、品种组合和健康

状态等信息(D1)的一份文件证明。该信息也整理在种猪群自

身的记录中。

5.5	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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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主的登记表
农场主必须记录所有转入和转出猪群的猪，以及所有供应

商和收货人的CHR编号（D2）。大部分丹麦猪出生后都留

在农场内，一些仔猪在断奶后进行出售。约80%的国内仔

猪的贸易都基于育肥猪群与一个或几个仔猪生产者间的固

定协议，称为供货协议。除了包含价格和原始猪群相关的

健康状态的信息，供货协议通常还包括一个完整的健康证

书（D3）。

作为该协议的一部分，每批猪必须有一张运输文件（D4）

，提供以下信息：

	 CHR编号，供应商和购买者的姓名和地址
	 运输商的名称和地址
	 猪的数量
	 运输日期

通过只接受来自一个或者几个已知的猪群（不超过5个）的

仔猪，养殖者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有效地阻止疾病的引入，

保护自己的猪群。同时，也会方便记录这些猪的来源。

剩余的20%国内仔猪的交易通过一种联合协议进行（M4）

，购买者从不同猪生产者那获得仔猪（他们的猪群也可通

过耳牌识别）。仔猪先行出售，然后才离开猪群，一定要

让购买者清楚这一点。同时也要让购买者了解仔猪的健康

状况。

除了农场主的登记表，运输商也必须记录运输日期、动物

的数量，以及所有猪的供应商和购买者，但该记录不直接

发送至丹麦屠宰场（D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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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F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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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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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F

12345
12345 12345

耳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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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猪和猪肉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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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供货协议都必须附有运输文件，以确保购买者知道仔

猪的供应商。因此，在丹麦不可能接受来路不明的猪。

兽药
丹麦猪肉必须无兽药残留，并且通过严格的条例管理猪的

抗生素的使用情况。兽医只能在确切诊断后，开出抗生素

的处方药。兽医开处方时，需要附一份手写说明，介绍药

物恰当的使用方法和休药期	（D6）。兽医持续记录对所有

猪群的拜访，并且包含药物的使用情况。同时农场主必须

记录药物的使用和被治疗的动物的情况（D2）。

标记送去屠宰的猪
屠宰场只接受从养殖者那里直接运输来的猪。由屠宰场协

调生猪的运输，屠宰场与每个运输商都有合同。运输商必

须留底猪群的始发地、目的地及农场主的相关信息。	

根据欧盟条例(92/102/EEC)，猪在装载前，生猪养殖者必

须给所有的猪在每条后猪腿上标记一个5位的数字（M3），

以便屠宰场能识别供应商。

屠宰场的登记
屠宰过程中和胴体称重之前，会自动读取后腿上的ID编

号，并且工人连接到供应商编号。这两个编号在计算机系

统内储存为同一信息（D8）。

通过自动读取后腿上的ID编号，屠宰线上的所有数据（体

重、瘦肉率、有色毛斑的发生率、兽医的观察结果），都与

电脑上的这个号码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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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收集和公布的沙门氏菌监测结果，以及其它特定的

细菌学检测，也通过供应商编号和后腿上的ID编号进行管

理。

使用电脑中存储的数据来计算给养殖者的付款（D7）。除

了与付款直接相关的数据（体重和瘦肉率），养殖者还会

收到其它与其养殖相关的信息，包括兽医监察员的正式观

察结果和备注等内容。

只有通过兽医监察员批准的胴体才可以送去冷却和分割。

将称重和分级过程的数据用于胴体的分级（D9）。收集

并选择使用规格相似的胴体，以确保成品最大程度的一致

性。

兽医监察后进行认证
将猪屠宰后并且兽医监察员声明其适合人类消费后，根据

欧盟条例(854/2004/EC)，给胴体加盖欧盟批准的授权编

号，这些编号是由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分配给各家公

司的（M5）。

如果胴体在单独的厂内进行分割，根据欧盟条例

(853/2004/EC)，这些肉必须再加上一个分割厂的授权编

号。如果将切块运输到单独的厂内生产肉制品，这些肉制

品必须再加上一个该厂的授权编号（M6）。如果屠宰、

分割和生产在同一厂内进行，则只需使用一个登记的编号

（M7）。

根据欧盟食品条例(178/2002/	EU)和动物源性食品卫生条

例(853/2004/EU)，肉切块和肉制品必须附有能识别特定

批次编号的信息（D10）。如果保质期或使用日期在产品标

签上，该信息可被用作批次ID编号，规定数据至少需要包

含日和月。对于未进行预包装的产品，相关的信息可能包

含在随附的商业文件内。

依照欧盟委员会指令(2000/13/EEC)，零售的包装肉标签上

必须有经销商或包装公司的名称，或制造商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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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可追溯性
通过分割厂的授权编号可以找到分割零售肉的工厂（M6/

M7）。

根据欧盟法规(2000/13/EEC)，制造商或经销商的名称必

须标注于包装上。公司可以根据产品类型的基本信息追溯

到该产品。

	

零售包装上，除了批次识别信息外，还必须标出欧盟批准

的制造商或包装公司的授权编号。通过这些编号，所有鲜

肉及肉制品都能追溯到其最后加工的工厂(M6/M7)。

如果肉是在单独的厂内进行分割或加工的，该产品可通过随

附的文件追溯到屠宰场。基于这些批次识别文件，屠宰场可

以追溯到产品的生产日期和时间（D10），从而找到肉品的

一些详细说明（如重量，瘦肉率）。基于产品的详细说明，

屠宰场一般能找到一组胴体，因为这些胴体是根据这些说

明进行识别的（D9，D8）。胴体的序列号与附着的供应商

编号相连接，在此基础上可以追溯到肉品的一组生猪养殖者

（D8）。

	

	 识别																																											 欧盟法律											丹麦法律

生产者（出售仔猪）	 耳牌	(M1)	 92/102/EEC	 Regulation	No.	1066/2005

生产者（出售屠宰猪）	 生产者编号	(M3)	 92/102/EEC	 Regulation	No.	1066/2005

屠宰场		 授权编号	(M5)	 853/2004/EC	 853/2004/EC

	 	 854/2004/EC	 854/2004/EC	

分割厂	 授权编号	(M6)	 853/2004/EC	 853/2004/EC

	 	 854/2004/EC	 854/2004/EC

生产加工厂			 授权编号	(M6/M7)	 853/2004/EC	 853/2004/EC

猪肉分割		 授权编号	+批次编号		 853/2004/EC	 853/2004/EC

猪肉产品	 授权编号	+	批次编号	+	声明	 853/2004/EC	 853/2004/EC	

	 	 2000/13/EU	 Regulation	No.	1308/2005

猪和猪肉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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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体系在实践中的应用
通过在屠宰场内的随机抽样计划，对来自每年生产200头以

上屠宰猪猪群的生猪进行沙门氏菌抗体的检测。样本数取

决于送至屠宰场的猪的数量，以及特定猪群目前的沙门氏

菌状态。用于检测的胴体是在生猪到达屠宰场称重后进行

选择的。选择好送检的胴体后，通知丹麦人畜共患病登记

处该猪群的供应商编号（D11）。分类和标记后，采集10克

的肉样。这些样本储存在特定的容器内，且容器上贴有包

含供应商编号、后腿处的ID编号，以及屠宰场等信息的标

签，以确保能明确识别胴体的供应商。将样品冷冻，并提

交给经批准的实验室，去分析是否存在沙门氏菌抗体。

人畜共患病登记处的供应商编号与CHR编号相关联。当知

道样品分析的结果时，联系之前已有的登记信息来获得猪

群的沙门氏菌状态。该结果也会送至屠宰场（D12）。每

月，生产者不仅会收到屠宰场的付款，也会收到每个肉样

的分析结果（D7）和一份猪群沙门氏菌级别的完整声明。

源自沙门氏菌筛查计划的详细且快速的反应，可确保每个

生猪养殖者都能够尽早知道猪群内沙门氏菌状态的任何变

化。通过这种方式，生猪养殖者及其顾问可以非常紧密的

监控猪群的沙门氏菌状态。

5.5.5	 追溯猪群的来源
在整个生产链上都可以知道每头猪的来源。如果收货人发

现任何错误，可以立即进行纠正。生猪运输时，供应商和

购买者都要记录其来源和目的地。双重记录可确保丹麦所

有的生猪都能追溯到，一旦疾病爆发可以迅速进行处理。

屠宰场的追溯信息实际用于沙门氏菌监测计划的管理。这

些记录也用于屠宰场的其他领域，如残留监测。

丹麦生猪养殖者采用的共同规则，以及所有丹麦猪的完整

追溯性，确保了安全、高质量的猪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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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兽医使用、提供和开处方药物的法规摘要
（482/2007号法规）。		

第3章：	
“对特定激素等物质的禁止和限制。”		

	

§	9

禁止使用附录3中提到的兽药和不良物质（附录3：甲状腺

拮抗剂、芪类化合物及芪类制品、17-β-雌二醇和酯类衍生

物）		

	

§	10

禁止使用具有雄激素、孕酮或雌激素作用的兽药或不良物

质，禁止对繁殖家畜使用β-兴奋剂。参见§§	13-16。

§	11

禁止对家畜和皮毛动物使用用于促进生长或增强表现的含

有激素或类激素的兽药或不良物质。

第4章：	
“仅限兽医使用的兽药”	

§	17	

下面这些用于治疗动物的处方药，只能由兽医亲自使用，

兽医不能提供这些药，也不能开具处方：

1)	 注射用镇痛药，非类固醇抗炎药除外。	

2)	 吸入或注射用麻醉剂

3)	 类鸦片活性肽，鸦片制剂，巴比妥酸盐，苯二氮平类	

	 药物和精神镇静药	

4)	 注射用含硒药物

5)	 注射用拟副交感神经药和副交感神经阻滞药

6)	 	注射用拟交感神经药和交感神经阻滞药

7)	 以下注射用激素和其他有类激素作用的物质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天然的和合成的肾上腺类固醇

	 	 催产素和催产素类似物

	 	 前列腺素和前列腺素类似物

8)	 批准只能静脉给药的兽药，参见第19章，第2段

	

第2段。尽管有第1段第3条的规定，但兽医还是可以给其它

非生产食品的动物提供或开具口服的类鸦片活性肽、鸦片

制剂、巴比妥酸盐、苯二氮平类药物和精神镇静药用于动

物的治疗。

第3段。尽管有第1段第7条	C款的规定，但兽医还是可以提

供或开具催产素或催产素类似物用于除缓解努责阵痛之外

的医疗护理，包括：	

1)没有健康咨询协议或只有基础协议的猪群，在兽医已开始

对每头猪进行治疗的情况下，可用药五天。

2)有健康咨询协议的猪群，用药可长达35天，但有优秀实

验室规范的猪群，可用药长达42天。	

第4段，对于在第3段第2-	4条中提到的情况，兽医只能提

供最初5天的药物，

	

第5段，特殊情况下，可向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提出申

请，受豁免第1段的规定。

附录1	 兽药的使用



140

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的1023/2010号法规

以下原料不能用于生产饲料：

粪便、尿液、包括肠内容物和废料

皮和碎切块

杀真菌剂处理过的种子、谷物和植物

用木料防腐剂处理过的木块和锯末等

污水污泥

城市固体废料，如生活垃圾

餐饮或类似的食物残料，不包括丢弃的植物源性食物产品

食品包装和其他残余物

动物蛋白

附录2	 禁用饲料原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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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饲料中不良物质的最大含量

丹麦兽医与食品管理部门的1023/2010号法规

	 	 	 	饲料原料含水量为12%时的最大含
量	 物质（离子、元素）   

Arsenic	 砷饲料原料不包括：	 	 2	
	 	 磷酸盐和从鱼或其他海洋动物加工而来的饲料	 	 10

	 	 整体的配合饲料	 	 2

	 	 补充配合饲料不包括	 	 4	
	 	 矿物质饲料	 	 12

Lead	 铅饲料原料不包括	 	 10	
	 	 磷酸盐	 	 15

	 	 整体的配合饲料	 	 5

	 	 补充配合饲料不包括	 	 10	
	 	 矿物质饲料	 	 15

Quicksilver	 汞饲料原料不包括	 	 0.1	
	 	 从鱼或其他海洋动物加工而来的饲料	 	 0.5

	 	 整体的配合饲料	 	 0.1

	 	 补充配合饲料	 	 0.2

Nitrite	 亚硝酸盐鱼粉	 	 30（以亚硝酸钠的形式）

	 	 整体的配合饲料	 	 15（以亚硝酸钠的形式）

Cadmium	 镉以蔬菜为基础的饲料	 	 1

	 	 以动物为基础的饲料	 	 2

	 	 磷酸盐	 	 10

	 	 整体的配合饲料	 	 0.5

	 	 矿物质配合饲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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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α-	B1	毒素饲料原料	 Feedstuffs:	 	 0.02

	 	 猪和家禽的整体的配合饲料（不包括幼兽）	 	 0.02

	 	 其他整体的配合饲料	 	 0.01

	 	 猪和家禽的补充配合饲料（不包括幼兽）	 	 0.02

	 	 其他补充的配合饲料	 	 0.005

Prussic	acid	 氢氰酸饲料原料	 	 50

	 	 整体的配合饲料	 	 50

Ergot	of	rye	 黑麦角病所有含有未研磨谷物的饲料	 	 1000	
	 	 （麦角菌）	 	

DDT			 滴滴涕所有饲料原料，不包括脂肪	 	 0.05

	 	 脂肪	 	 0.05

	 	 配合饲料		 	 0.75	ng	世卫组织-	二恶英/F-毒性当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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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微量矿物质和维生素

在猪的整体饲料中，微量矿物质的最大含量	

	 	

	 微量矿物质	 整体饲料的	 	

	 	 最大含量mg/kg(ppm)*

	 铁	 750

	 碘	 10

	 钴	 2

	 铜		 12周龄之前：170

	 铜			 12周龄之后：25

	 锰	 150

	 锌	 150

	 钼	 2.5

	 硒	 0.5

*	饲料中允许的最大量

维生素最大量
维生素A	 育肥猪的整体饲料中，最大量为13,500	I.U./公斤

维生素D	 整体饲料中，最大量为2,000	I.U./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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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情况表明猪适合交付：

	 行为正常

	 正常采食和饮水

	 无跛脚症状，四肢受力均匀

	 遵守所有隔离检疫，并且在装载前5小时未进食。

以下情况表明猪不适合交付：

	 体温高于39.50C

	 流感或胸膜肺炎爆发

	 怀疑有猪瘟，猪皮炎肾病综合症或猪丹毒

	 疝气影响猪的行走、整体健康，或导致损伤或疼痛

咬尾或其它显示以下症状的伤口：

	 	 流血

	 	 影响动物的整体健康

	 	 暴露肌腱和骨头

附录5	 交付猪的状况

处理受伤动物：

跛脚：	 	

必须将猪转入病猪栏内并进行治疗。要将长期跛脚或骨折

的猪处死。

急性的疝气：	

在疝气恶化前，应将猪送至屠宰场。如果有急性疝气的

猪，必须处死	

如果猪的疝气影响不大，例如，影响行走，或有损伤和疼

痛，则必须单独饲养，并且单独装载。

如果猪的疝气不影响行走，还是要将猪单独运输至屠宰场。

咬尾：

被咬尾的猪若伤口严重，必须处死

怀疑猪有猪瘟或猪皮炎肾病综合征：

必须立即通知兽医，并且禁止将猪送至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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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禁止使用携带氟烷基因或对氟烷敏感的品种。

2.	 屠宰前，动物必须禁食至少12个小时，最多22个小时。

3.	 在屠宰场接猪和运输时，应尽量保持最小的应激。可	

	 通过以下措施实现：	

	 	 避免来自不同栏的猪混合

	 	 不使用电击棒

	 	 确保猪进入待宰栏时能平静

	 	 尽快将猪群体致晕。

4.	 屠宰过程中尽量减少温热空气的进入。	

5.	 合理安排冷却过程，避免过快或过慢的冷却：

	 	 隧道式冷却间：	 温度：	-	18	-	-22	°C

	 	 	 	 空气交换速度：	3-5	m/s

	 	 	 	 加工时间	约70分钟

	 	 均化室：	 温度：4.5	°C

	 	 	 	 空气交换速度：	0.1-0.2	m/s

	 	 	 	 室内湿度：85-95%	r.h.

	 	 	 	 均化室停留时间：16-20小时	

	 	 	 	 滑道上每米4-5头猪

6.	 冷却后，肉的温度需继续维持，而且在冷冻前，温度	

	 不能超过7	°C。分割前，胴体温度必须完全均化	

	 （参见5），最高7	°C。

7.	 避免处理和储藏过程中对肉造成任何的挤压。

8.	 从分割开始计时，鲜肉切块必须在2-4°C的环境下熟化	

	 至少3天。

9.	 剔骨后必须尽快冷冻。至少需在24个小时内达到-12	°C	

	 的平均中心温度。之后，即可将产品可送入冷库。

10.	 解冻前，冻肉温度必须保持在不超过-18	°C。肉解冻	

	 后，需尽快使用。	

附录6	 生产优质肉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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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7		 丹麦猪肉中的残留监测	
	 	 （屠宰猪）	
抗生素/化学药物	1)

1)	 包括检测磺胺类药物的血样，包括磺胺二甲基嘧啶
2)	 从2001年5月1日起，猪体内抗生素残留检控成为已获批准的屠宰场自审方案的一部分。

年份	 屠宰猪总数量(百万)															样本2)	 	 占屠宰猪总	数的比例	 阳性样本数量	 阳性样本占比	

	 	 法定检控					 自我审查	 	 	 	

2000	 20.9	 	 20,474	 	 0,10	 3	 0.02	

2001	 20.9	 9,720	 	 12,194	 0.10	 1	 0.005	

2002	 20.5	 3,783	 	 19,943	 0.10	 5	 0.03	

2003	 21.0	 4,188	 	 19,848	 0.11	 5	 0.02	

2004	 21.7	 1,752	 	 19,372	 0.09	 1	 0.005	

2005	 21.1	 1,382	 	 18,910	 0.09	 0	 0.00	

2006	 20.3	 1,356	 	 17,956	 0.09	 1	 0.006	

2007	 19.5	 1,154	 	 17,612	 0.10	 1	 0.006	

2008	 19.0	 1,109	 	 22,806	 0.12	 2	 0.008	

2009	 19.0	 1,112	 	 21,686	 0.11	 1	 0.004	

2010	 20.0	 1,613	 	 16,191	 0.09	 2	 0.012	

2011	 20.7	 2,477	 	 19,361	 0.11	 0	 0.00	

抗生素/不包括磺胺类的化学药物

年份	 屠宰猪总数量(百万)															样本1)	 	 占屠宰猪总	数的比例	 阳性样本数量	 阳性样本占比	

	 	 法定检控					 自我审查     

2000 20,9 20.096   – 0,10 3 0,02 

2001 20,9 9.339  12.194 0,10 1 0,005 

2002 20,5 3.403  19.943 0,11 5 0,03 

2003 21,0 3.808  19.848 0,11 5 0,02 

2004 21,7 1.375  19.372 0,09 1 0,005 

2005 21,1 1.002  18.910 0,09 0   – 

2006 20,3 1.009  17.956 0,09 1 0,006 

2007 19,6 804  17.612 0,09 1 0,006 

2008 19,0 809  22.806 0,12 2 0,009 

2009 19.0 812  21.686 0,11 1 0,004 

2010 20,0 1.414  16.191 0,09 2 0,012 

2011 20,7 2.277  19,361 0,11 0 –  

1)		 从2001年5月1日起，猪体内抗生素残留检控成为已获批准的屠宰场自审方案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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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胺类药物，包括磺胺二甲基嘧啶	1)

1)	从育肥猪、母猪和公猪群采集的血样。

年份	 屠宰猪的总数量	 	 样本	 	 阳性样本的数量	 阳性样本占比	
	 （百万）	 	 	 	 	 	 	

	 	 采样数	 	 占屠宰猪总数的比例	 	 	   

2000	 20,9	 380	 	 0,002	 0	 –	 	

2001	 20,9	 381	 	 0,002	 0	 –	 	

2002	 20,5	 380	 	 0,002	 0	 –	 	

2003	 21,0	 380	 	 0,002	 0	 –	 	

2004	 21,7	 377	 	 0,002	 0	 –	 	

2005	 21,1	 380	 	 0,002	 0	 –	 	

2006	 20,3	 347	 	 0,002	 0	 –	 	

2007	 19,6	 350	 	 0.002	 0	 –	 	

2008	 19,0	 300	 	 0.002	 0	 –	 	

2009	 19,0	 300	 	 0.002	 0	 –	 	

2010	 20,0	 199	 	 0,001	 0	 –	 	

2011	 20,7	 200	 	 0,001	 0	 –	 	

激素，β-兴奋剂，镇静剂和β-阻塞物质，包括体内和体外寄生物	*)

年份	 屠宰猪的总数量		 	 样本	 	 阳性样品的数量	
	 （百万）																										 	 	 	 	

	 	 采样数	 	 占屠宰猪总数的比例	 	

2000	 20,9	 6.090	 	 0,03	 0	

2001	 20,9	 5.792	 	 0,03	 0	

2002	 20,5	 4.521	 	 0,02	 0	

2003	 21,0	 5.525	 	 0,03	 0	

2004	 21,7	 5.536	 	 0,03	 0	

2005	 21,1	 6.364	 	 0,03	 0	

2006	 20,3	 6.386	 	 0,03	 0	

2007	 19,6	 6.105	 	 0,03	 0	

2008	 19,0	 6.101	 	 0,03	 0	

2009	 19,0	 6.045	 	 0,03	 0	

2010	 20,0	 5.857	 	 0,03	 0	

2011	 20,7	 5.326	 	 0,03	 0	

*)	委员会96/23/EU号指令将物质分为A1,	A2,	A3,	A4,	A5,	A6,	B2a,	B2c,	B2d,	B2e	和	B2f	组别。

附录7	 （接上页）：	
	 	 	 丹麦猪肉中的残留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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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和多氯苯胺类

附录7	 （接上页）：	
丹麦猪肉中的残留监测

*)	检测结果低于最高残留限值，就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风险。	

二恶英：从2002年到2003年，随机抽查了5个猪脂肪样本检测二恶英含量。从2003年到2008年，随机抽查了10个样本检测二恶英含量。从2009年开始，样
本数增加到每年100个。之前的检测结果都没有超过阈值。

年份		 屠宰猪的总数量		 	 样本	 	 样本超过最高残留限值	
	 （百万）																		 	 	 的阳性样本数	*)	 	

	 	 占屠宰猪总数的比例	 采样数	 	 	 	 	

2000	 20,9	 341	 	 0,002	 0	 	 	 	

2001	 20,9	 327	 	 0,002	 0	 	 	 	

2002	 20,5	 249	 	 0,001	 0	 	 	 	

2003	 21,0	 219	 	 0,001	 0	 	 	 	

2004	 21,7	 262	 	 0,001	 0	 	 	 	

2005	 21,1	 262	 	 0,001	 0	 	 	 	

2006	 20,3	 252	 	 0,001	 0	 	 	 	

2007	 19,6	 261	 	 0.001	 0	 	 	 	

2008	 19,0	 264	 	 0,001	 0	 	 	 	

2009	 19,0	 309	 	 0,002	 0	 	 	 	

2010	 20,0	 259	 	 0.001	 0	 	 	 	

2011	 20,7	 270	 	 0,001	 0	 	 	 	

重金属

年份		 屠宰猪的总数量		 	 样本	 	 样本超过最高残留限值	
	 （百万）																													 	 	 的阳性样本数	*)	 	

	 	 占屠宰猪总数的比例	 采样数      

2000	 20,9	 1	 	 <	0,001	 0	 	 	

2001	 20,9	 5	 	 <	0,001	 0	 	 	

2002	 20,5	 5	 	 <	0,001	 0	 	 	

2003	 21,0	 10	 	 <	0,001	 0	 	 	

2004	 21,7	 102	 	 <	0,001	 0	 	 	

2005	 21,1	 55	 	 <	0,001	 0	 	 	

2006	 20,3	 61	 	 <	0,001	 0	 	 	

2007	 19,6	 61	 	 <0,001	 0	 	 	

2008	 19,0	 60	 	 <0,001	 0	 	 	

2009	 19,0	 60	 	 <0,001	 0	 	 	

2010	 20,0	 60	 	 <0.001	 0	 	 	

2011	 20,7	 381	 	 <0,0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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