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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为了促进羊绒产业的可持续性，确保绒山羊处于高福利水平养殖是至关重要的。 

本行为准则由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动物福利国际合作委员会（ICCAW）与可持续羊绒

联盟（SFA）联合发布。本行为准则符合 ICCAW 发布的《农场动物福利要求——绒山羊》团体

标准以及 SFA 的持续羊绒标准。该《要求》以及本行为准则均以动物福利五项原则为基础： 

• 为动物提供保持健康所需要的清洁饮水和饲料，使动物免受饥渴； 

• 为动物提供适当的庇护和舒适的栖息场所，使动物免受不适； 

• 为动物做好疾病预防，并给患病动物及时诊治，使动物免受疼痛和伤病； 

• 保证动物拥有避免心理痛苦的条件和处置方式，使动物免受恐惧和精神痛苦； 

• 为动物提供足够的空间、适当的设施和同伴，使动物得以自由表达正常的行为。 

 

本行为准则明确了绒山羊羊场的福利生产要求。关于羊场以外的运输和人道屠宰要求，参

见《农场动物福利要求——绒山羊》。 

本行为准则可用于指导绒山羊羊场的生产实践以提高绒山羊动物福利水平。考虑羊场类型

多样，本行为准则中的要求适用于舍饲生产系统、放牧生产系统以及半舍饲生产系统。实行半

舍饲生产系统的羊场应符合适用于舍饲生产和放牧生产的要求。本行为准则明确了适用于所有

羊场的要求并明确了适用于企业经营的羊场的额外要求。 

《绒山羊动物福利行为准则》中有两种要求：必须的以及良好实践的要求。《行为准则》

第二部分中明确了必须的和良好实践的要求。 

本行为准则可用于检查和评估羊场生产实践是否符合动物福利的要求，根据评估结果可获

得 ICCAW 和 SFA 的认证。第三部分介绍了羊场检查和认证方法的基本情况。 

 本文以及相关文件采用了以下词语来表示必须或建议的要求或可能的结果： 

• “必须”表示了必须严格符合该要求； 

• “应该”表示了建议的条款； 

• “可以”或“能够”表示了允许的或可能的行为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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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绒山羊动物福利行为准则的要求 

本部分明确了绒山羊福利养殖具体要求的 8 个单元： 

1. 饲喂和饮水 

2. 养殖环境 

3. 养殖管理 

4. 健康 

5. 取绒 

6. 运输和转场 

7. 人道屠宰 

8. 羊场检查与核查 

每个单元包涵了适用于所有羊场的必须要求和良好实践以及适用于企业经营的羊场的额外要求。 

 

2.1 饲喂和饮水 

目标: 根据绒山羊的品种，生理阶段和健康状况，所有绒山羊均可获得满足其营养需求的充足

草料和饲料，以保持健康并避免饥饿，同时提供足够的水以防止绒山羊脱水 

 

必须的要求 

2.1.1 每只绒山羊必须能够获得与其生理需要相匹配的营养。 

2.1.2 不得使用变质、霉败或被污染的饲草料。 

2.1.3 不得使用乳品以外的动物源性饲料。 

2.1.4 不得使用激素类促生长剂和以促生长为目的非治疗用抗生素。 

2.1.5 保证绒山羊能够饮用充足、清洁、新鲜的水，至少每天一次。 

适用于所有羊场的良好实践要求 

2.1.6 日粮中的粗纤维饲料比例应足以供羊只反刍。 

2.1.7 应避免饲草（料）种类和饲喂量的突然改变，需变更应逐步过渡，过渡期应在 7 天以

上。 

2.1.8 饲槽或草料架应设置适宜高度，且饲槽或草料架的数量和长度应与喂养的数量相匹配

，以确保饲喂时羊可同时采食而不拥挤。 

2.1.9 应保持饲喂设备的清洁并定期维护。 

2.1.10 若采用放牧或半舍饲生产系统，在草场无法满足羊只营养需求的情况下，应适量补

饲。 

2.1.11 应每天检查饮水设备，定期清洗和维护。 

适用于企业经营的羊场的良好实践要求 

2.1.12 购入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应具有‘无公害’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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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购入的饲料，应有供方饲料的原料成分及含量的书面记录；自行配料时，应保留饲料

配方及配料单。 

 

2.2 养殖环境 

目标: 为绒山羊的健康，安全，舒适和正常行为表达提供适宜的养殖环境。 

 

必须的要求 

2.2.1 所有设施必须经常检查和维护，以避免对羊只造成伤害。 

2.2.2 必须随时清除羊舍、运动场、牧场及周围环境中可能被羊只误食的铁丝、塑料、布条

、羊毛等杂物。 

2.2.3 必须设置羊舍或棚圈，保证恶劣气候条件下羊只的安全并确保羊只免受野生动物的威

胁。 

适用于所有羊场的良好实践要求 

2.2.4 羊舍应为羊只提供足够的活动和休息空间，并符合以下空间标准： 

 种公羊 育成公羊 母羊 育成母羊 羊羔 

m2/只 4 1.5 1.5 0.8 0.5 
 

2.2.5 羊舍内应为羊只提供有干垫料的区域。 

2.2.6 羊舍应保持较好的空气质量，舍内应无明显氨气异味和粉尘。 

2.2.7 羊舍内应有自然光照。 

2.2.8 若采用舍饲生产系统，应设置室外运动场地，面积宜为羊舍面积的 2.5 倍以上。 

2.2.9 运动场围栏或围墙高度应≥1.2 米。 

2.2.10 运动场宜搭建坚固的土丘、台阶、凸起的平台、树桩等环境富集材料。 

2.2.11 羊场应设有弱、残、伤羊只特别护理区和病羊隔离区。 

2.2.12 若采用放牧系统或半舍饲生产系统，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羊只采食有毒、有害植物。 

2.2.13 羔舍不宜使用漏缝地板。 

适用于企业经营的羊场的良好实践要求 

2.2.14 羊场建设应符合 NY/T 682 的要求，包括其中关于生物安全的要求。 

2.2.15 羊场建设应符合 NY/T 1168 关于粪便无害化处理的要求。 

 

2.3 养殖管理 

目标: 绒山羊的管理和处置方式使绒山羊免受恐惧和精神痛苦，并使绒山羊能够表达其正常行

为。 

必须的要求 

2.3.1 禁止任何形式虐待绒山羊，包括： 

• 以追赶方式抓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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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鞭棒、石块或大声吆喝等粗暴手段驱赶羊只;  

• 通过抓羊毛方式捕捉或拖拽羊只；或  

• 抓住羊毛、皮肤、耳朵、尾巴或头部将羊只提起来。 

2.3.2 必须每天巡视羊群健康状况以及时发现患病或受伤羊只或出现异常行为。 

2.3.3 处理羔羊、怀孕母羊以及受伤或患病的羊只必须格外小心。 

适用于所有羊场的良好实践要求 

2.3.4 只应该在以下几种情况对羊只施行单独隔离：新入群的养殖隔离期间；患病、受伤或

正在康复的羊只；或其它为了保证羊只福利的原因。 

2.3.5 初配母羊体重应达到其成年体重的 70%以上或年龄在 15 月龄以上，而公羊的初配年

龄应在 18 月龄以上。 

2.3.6 配种前应对繁殖母羊进行整群，淘汰病残羊和母性差、生产性能低的羊只。 

2.3.7 两个胎次配种间隔不得少于 8 个月。 

2.3.8 若采取自然交配方式进行配种，公羊与母羊比例应为 1:30～1:50。 

2.3.9 若采取人工授精方法配种，操作的人员应是技术熟练、经过培训的人。 

2.3.10 应采取自然或人工辅助方式确保羔羊出生后 2 个小时内吃到初乳 

2.3.11 应制定羔羊的哺乳管理措施，为母乳不足的羔羊进行人工哺乳。 

2.3.12 舍饲生产系统中，羔羊断奶月龄不宜早于 2.5 月龄，放牧生产系统条件下不宜早于 3.5

月龄或羔羊体重低于成年体重的 35%。 

2.3.13 只应该在以下集中情况下对羊只实施阉割或去角：目的为实行正常的养殖管理并保证

羊只的福利；采用使羊只疼痛最小的方法；手续后应进行观察并做好术后消炎护理。 

适用于企业经营的羊场的良好实践要求 

2.3.14 技术人员和饲养人员应接受动物福利相关技能的培训。 

2.3.15 羊场应保留技术人员和饲养人员的动物福利培训记录。 

 

2.4 健康 

目标: 使绒山羊保持健康、避免患病，同时能够及时识别和诊治患病绒山羊。 

 

必须的要求 

2.4.1 
及时识别患病或受伤羊只，并进行有效治疗、护理、观察和精心饲喂。 

2.4.2 对预期治疗无效的羊只，或可能遭受较长时间痛苦的羊只，必须及早实施安乐死。 

2.4.3 严禁随意抛扔病羊尸体或喂养其他动物。 

适用于所有羊场的良好实践要求 

2.4.4 新购入的羊只应在消毒后的养殖场专用隔离区隔离饲养 30 天，经检疫和临床观察确

认没有疫病时才可进入养殖区。 

2.4.5 必要时，应定期修蹄，预防跛足发生。 

2.4.6 正在进行隔离观察或接受治疗的羊只，应每天至少检查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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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应根据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兽医的指导对羊群进行免疫接种和驱虫工作。 

2.4.8 兽药产品应根据厂家的说明书（以及必要时根据兽医的指导）使用。 

适用于企业经营的羊场的良好实践要求 

2.4.9 羊场应配备畜牧兽医师。 

2.4.10 应参照 NY/T 1168、NY/T 5030、NY/T 5339 制定健康计划，内容应至少包括：生物安

全措施；疫病防控措施；药物使用及残留控制措施；病死羊及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措

施；其它涉及动物福利与健康的措施等（饲料、饲喂、管理、环境等）。 

2.4.11 应对健康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至少每年一次，检查记录结果归档保存，并根据

实施情况及相关要求对健康计划进行更新或修订。 

 

2.5 取绒 

目标: 取绒方式应避免或尽量减少羊的恐惧、精神痛苦、疼痛和伤痛。 

必须的要求 

2.5.1 
绒山羊开始自然脱绒时才允许取绒 

2.5.2 取绒时，若对羊进行适当保定，不得系得过紧，以免造成血液循环不通畅或其它伤

害，且必须尽量减少保定时间。 

2.5.3 禁止捆绑三条腿或用腿、脚踩踏羊的任何身体部位。 

适用于所有羊场的良好实践要求 

2.5.4 
取绒时应采用尽量减少对绒山羊产生不适或误伤的方法和设备。 

2.5.5 
取绒时若皮肤伤损，应及时处理治疗，并观察受伤羊只一周，确认康复情况。 

2.5.6 应选择气候暖和、气温稳定的时间段取绒。如遇阴雨天、风雪天及恶劣气候条件应暂

停取绒。 

2.5.7 取绒后若遇天气变冷，应采取措施避免羊只受寒（如为羊穿上羊衣或使其待在圈舍

内）。 

2.5.8 取绒采用的工具应保证良好的状态（剪绒工具应适合剪羊绒且运行状态良好，抓绒用

的梳子尖端锋利程度合适以防抓绒时造成皮肤伤害）。 

适用于企业经营的羊场的良好实践要求 

2.5.9 取绒操作人员应接受取绒技能和动物福利相关知识的培训。 

2.5.10 取绒现场应配备兽医专业技术人员，以便及时处理因取绒受伤的羊只。 

2.5.11 应记录取绒过程中的误伤事件并保留记录。 

 

2.6 运输和转场 

注：这些要求只适用于由羊场控制的转场和场外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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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山羊的运输方式能够最大程度上减少绒山羊的恐惧和应激反应，并确保山羊的福利。 

必须的要求 

2.6.1 被运输羊只的状况必须适合于运送：除了就医治病原因外，患病、受伤、无法独立

站立或因其它原因可能会在运输过程中受害的羊只不应该运送。 

2.6.2 长途运输时必须为羊只提供所需要的饲草料、饮水和休息。  

适用于所有羊场的良好实践要求 

2.6.3 
运输前，运输车辆需经消毒清洗。 

2.6.4 运输车辆车厢应有足够的空间供羊只起卧，其所需要的面积见下列表: 

 m2/只 

种公羊 0.4 

母羊 0.3 

怀孕的母羊 0.4 

育成羊 0.2 
 

2.6.5 运输过程中，应避免羊只受恶劣天气的影响。 

 

2.7 人道屠宰 

注：这些要求只适用于羊场内绒山羊的屠宰。 

 

目标 绒山羊在农场上被宰杀时，应尽量减少其疼痛和精神痛苦，迅速使羊昏迷并确保羊在死

亡前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 

 

必须的要求 

2.7.1 对预期治疗无效的羊只，或可能遭受较长时间痛苦的羊只，必须及早实施安乐死。 

2.7.2 对羊场内屠宰的羊只，必须尽量减少羊的痛苦，避免不适的屠宰方式。 

2.7.3 不得在其它羊的视线内屠宰羊只。 

适用于所有羊场的良好实践要求 

2.7.4 绒山羊屠宰前应严格执行休药期相关规定。 

适用于企业经营的羊场的良好实践要求 

2.7.5 屠宰操作人员必须技术熟练且接受过相关技能和动物福利相关知识的培训。 

2.7.6 应保留屠宰操作人员的动物福利培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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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羊场检查与核查 

目标: 让通过本《行为准则》评价认证的羊场能够更加透明地证明其符合每项要求。 

 

必须的要求  

2.8.1 申请认证的羊场必须让认证机构或其代表进入羊场的所有地点（生物安全措施不

允许的除外）。 

2.8.2 申请认证的羊场必须向认证机构或其代表提供用来评估各项要求是否合规所需要

的信息。 

适用于农牧户经营的羊场必须的要求  

2.8.3 由农牧民经营的羊场必须回答认证机构或其代表使用的羊场检查和羊场核查表格

中的所有问题。 

适用于企业经营的羊场必须的要求  

2.8.4 由企业经营的羊场必须指定一名员工负责和认证机构或其代表的联络工作。 

2.8.5 由企业经营的羊场必须提供以下记录（如果存在）： 

•购入饲料的原料成分及含量的书面记录以及自行配料的饲料配方及配料单(2.1.14)； 

• 说明羊场符合 NY/T 682 和 NY/T 1168 的相关信息（2.2.14 and 2.2.15)； 

• 技术人员和饲养人员的动物福利培训记录（2.3.15）； 

• 雇佣兽医的证明（2.4.10）； 

• 书面健康计划（2.4.10） 

• 健康计划实施情况检查记录（2.4.11）； 

• 取绒人员的动物福利培训记录（2.5.9）； 

• 取绒过程中的误伤事件记录（2.5.11）； 

• 羊场内屠宰操作人员的动物福利培训记录（Requirement 2.7.6） 

 

 

3. 合规的评估 

应根据“检查人员手册”的内容评估羊场是否符合本行为准则的要求。 

经评估后，认证分三个级别： 

铜: 羊场符合了所有必须的要求 ； 

银: 羊场符合了所有必须的要求以及至少良好实践要求的 50%； 

金: 羊场符合了所有必须的要求以及所有的良好实践要求。 

因此，羊场检查与认证能促进生产者不断提高羊场生产中绒山羊的福利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