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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食品安全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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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经营连锁协会、上海悦孜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国家动物健康与食品安全

创新联盟、快乐的蛋农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苏州欧福蛋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楚东、王文华、姜星、熊传武、庞伟、王馨、孙忠超、王伟晟、韩太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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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制定本文件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连锁经营企业加强对自我声称非笼养鸡蛋供应商的规范管理，

为采购商对相关供应商开展能力评估提供指导。同时也提供一套适合中国中小型蛋鸡养殖企业的非笼

养生产良好操作规程，引导蛋鸡非笼养养殖管理、生产加工与流通销售全过程有序、规范发展，进一步

提高和保障蛋品品质与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助力品质消费。 

 

本文件由中国经营连锁协会食品安全委员会提出和组织实施，并对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本文件版权归中国经营连锁协会食品安全委员会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复制、转载、抄袭、改

编、汇编、翻译或将本文件用于其他任何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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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笼养鸡蛋生产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非笼养鸡蛋生产的合法性要求、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养殖环境、雏鸡的来源、饲料和

水、饲养管理、健康管理、鸡蛋和淘汰蛋鸡。 

本文件适用于规模化非笼养鸡蛋生产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8596    饲料卫生标准 

GB/T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GB/T 39348  包装鸡蛋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1168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T 1338    蛋鸡饲养HACCP管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000、NY/T 388和NY/T 133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食品安全 Food safety 

食品按照预期用途制作和/或食用时，食品不会给消费者造成伤害的概念。 

 

    食品安全危害 Food safety hazard  

食品中所含有的对健康有潜在不良影响的生物、化学或物理的因素或食品存在状况。 

 

    非笼养 Cage free rearing  

指育雏期到产蛋期的蛋鸡全部不在笼养系统中的饲养方式。非笼养包括但不限于平养、多层栖架饲

养和散养。 

 

    单层平养 Barn rearing  

指鸡舍室内的单层养殖方式，包括不限于网上平养、垫料平养。 

 

    多层栖架饲养 Multi-Tier rearing  

在鸡舍内搭设一个或多个开放的多层结构，结构内包含多层采食平台、栖息平台（栖架）和产蛋箱，

鸡只可以在层间和结构间自由活动的养殖方式。 



T/CCFAGS 025—2021 

2 

 

    散养 Free-range rearing  

在一定的范围内可自由出入鸡舍，自由活动、自由采食和饮水，并获得庇护的养殖方式。 

4 合法性要求 

资质合法 

生产企业应依法获得国家规定的相关许可资质，并确保符合畜牧技术主管部门和行业的要求，且保

证相关证书执照在规定的有效期限内。 

经营活动合法 

生产企业应确保相关的经营活动、经营的食品或农产品，以及公司内外部与食品安全活动有关的人

员，符合国家食品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得有标注虚假生产日期或批号的情况。 

养殖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务必出具产品合格证明等证明材料，确保采购的产品来源可追溯。 

分包合法（适用时） 

生产企业确保与食品相关的分包活动符合国家食品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审核诚信，防范潜规则 

生产企业应确保在被审核期间，向审核员提供真实有效的审核资料，不得贿赂审核员以获得不正当

结果。 

杜绝使用违禁药物 

不应使用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禁用、不得使用的药物品种；不应超出兽药产品说明书范围使用兽药。

产蛋期用药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 

5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基本要求 

生产企业应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保证终产品的安全性。 

记录 

除保留通常的养殖记录外，还应记录鸡只养殖（含捡蛋）、运输全过程的福利相关内容，并可追溯。

所有记录应准确、完整。记录保存2年。 

纠正与纠正措施 

生产企业应对所有与食品安全有关反馈采取纠正行动，并建立程序；应实施程序，来识别投诉和不

符合发生的根本原因，采取纠正措施以预防再次发生，实施纠正和纠正措施应保留记录。 

食品安全事件管理 

生产企业应有形成文件的食品安全事件管理程序，包括说明事件报告、产品撤回、召回和记录保留；

程序中应保留联系人清单。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生产企业应实施有效的食品事故管理程序，按照联系

人清单来通知相关联系人，以决定适当的行动，并保留完整的事件记录。 

采购 

采购的物料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资质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生产企业采购的物料和服务，应满足其预

期的安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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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估 

在生产期间，生产企业应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自我评估/内部检查，以确保持续符合相关的安全和合

规性要求。当自我评估发现有食品安全措施不符合要求时，应采取行动改善那些措施。所有的评估发现

和改善措施，应保留记录。 

定期检查 

生产企业应根据生产周期等因素，用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等手段定期验证管理体系和风险防控措施

的有效性，并及时发现新的风险。所有检测，应保留记录。 

6 养殖环境   

通用要求 

蛋鸡育雏期至产蛋期所使用的养殖模式应相同。 

选址与布局    

6.2.1 选场距离生活饮用水源地、居民区、畜禽屠宰加工厂、交易场所和主要交通干线 500m 以上，其

他畜禽养殖场 1000m 以上。 

6.2.2 场区周围有防疫隔离设施，并有明显的防疫标志。 

6.2.3 场区内办公生活区、生产区、粪污处理区分开，各区整洁。主要道路需硬化，净道、污道严格

分开。 

设施设备  

6.3.1 鸡舍及舍内设施、设备应使用无毒无害的材料，舍内的电器设备、电线、电缆应符合相关规范，

且有防护措施防止鸡只接近和啮齿类动物的啃咬。 

6.3.2 建筑材料具有良好保温、隔热功能，地面和墙壁便于清洗，能耐酸、碱等消毒药液清洗腐蚀。 

6.3.3 场区门口、生产区门口和鸡舍门口应有消毒设施，生产区入口应设有更衣消毒室。 

6.3.4 农场应配套病死鸡剖检室、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设施。 

6.3.5 农场安装所有与鸡群接触的饲养设施确保没有尖锐边缘或突出物，不应对鸡群造成伤害。 

地面和垫料 

6.4.1 鸡舍地面应平整、干燥，方便有效清洁和消毒 

6.4.2 网上平养的底网网眼直径或间距以 1.5cm～1.8cm为宜。 

6.4.3 鸡舍应提供垫料，垫料应满足以下条件： 

a) 至少15%的地面需覆盖合适的垫料； 

b) 材料合适和颗粒大小适宜；干燥和易碎、不板结； 

c) 垫层厚度足以减少粪便污染，以脚和羽毛无过多的粪便污染为宜； 

d) 保证鸡只沙浴； 

e) 如有可能，每天补充新鲜垫料。 

光照 

6.5.1 鸡舍内配备足够照明设施，确保光线充足、均匀。 

6.5.2 在每 24 小时内，鸡舍内应提供最少连续 8 小时的自然光或人工光照，最少持续 6 小时黑暗或自

然黑暗期。 

6.5.3 人工光源打开和关闭宜以渐进方式进行。 

6.5.4 除产蛋区和栖息区外，光照强度应满足鸡只的日常需要和人员日常检查时的需要。 

温度和空气质量 

6.6.1 应采取措施确保鸡只环境的舒适性，避免发生冷/热应激。记录每个鸡舍内的最高和最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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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鸡舍应有效通风，鸡舍内主要有害成份的最高日均值，应符合 NY/T 388 的规定。雏鸡舍和成鸡

舍 NH3 浓度分别不超过 10 mg/m
3
和 15 mg/m

3
，每周至少记录一次舍内鸡只高度处的氨浓度。 

产蛋箱 

6.7.1 产蛋箱的数量应根据鸡群的大小和产蛋箱的规格尺寸确定。单穴产蛋箱按 1 个/5只提供，多穴

产蛋箱按 0.8m
2
/100 只提供。 

6.7.2 产蛋箱内提供与外界隔离的私密空间。产蛋箱入口挂挡帘，箱底铺设垫料、人工草垫或橡胶垫

等柔软、舒适、卫生的材料，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换或清洁以保持健康的环境。 

栖架 

6.8.1 应确保鸡只在白天和夜晚都能使用栖架，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后备小母鸡应从4周龄开始能够接触栖架； 

b) 每只后备小母鸡应有不少于7.5cm的栖息空间； 

c) 每只产蛋鸡应有至少15cm的栖息空间，栖息空间包括置于产蛋箱前方的跳跃架。 

6.8.2 栖架的两侧应有不少于 1.3cm 的空隙，以便鸡只能够抓住栖架且不会有卡住脚爪的危险。 

6.8.3 栖架的宽度至少 2.6cm，没有锋利的边缘，采用防滑材料并保持清洁和干燥。 

6.8.4 多排栖木之间相隔距离应至少为 30cm，与墙壁平行的栖木应距 离墙壁至少 20cm，栖架垂直地

面高度应为 30cm～40cm并小于 1m。栖木不应置于水槽、食槽上方。 

多层栖架饲养 

6.9.1 多层栖架养殖的层数不应超过 4 层，各层之间的净高应不低于 45cm，各排层架之间距离应不小

于 80cm 且不大于 2m。 

6.9.2 每层采食平台下方设有粪污传送带。 

6.9.3 结构应便于鸡只在各层之间安全自由地活动和饲养人员逐层对鸡只检查，并能够安全迅速地捕

捉到鸡只。 

散养舍外活动场地 

6.10.1 设置足够空间的舍外活动场地，面积不应少于 0.19m
2
/只鸡。 

6.10.2 舍外场地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应有绿植覆盖，裸露区域应铺设砾石、稻草或沙子； 

b) 应减少舍外场地被破坏、污染或泥泞； 

c) 防止鸡只接触任何有毒物质或植物。 

6.10.3 鸡舍周围 20m 范围内，应提供布局合理、不少于 8m
2
/1000 只的自然或人工凉棚。 

6.10.4 场地四周应进行围栏圈定，围栏的高度和网眼的大小，以阻挡鸡只钻出或飞出，同时防止天敌

侵入为宜。 

6.10.5 鸡舍的运动场地一侧应有充足的出入口供鸡群自由出入，每 15m 至少有一个出入口。出入口的

高度不少于 46cm，宽度不少于 53cm。 

饲养密度 

6.11.1 所有鸡只有足够的自由活动空间，满足正常站立、转身、伸展腿和翅膀的需要，有助于安静地

栖息或坐卧，避免对其它鸡只造成反复的干扰。 

6.11.2 地面空间容量不包括产蛋箱和高栖架区（栖架高度 0.4m-1m），根据非笼养方式的不同，产蛋

期最大饲养密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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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产蛋期蛋鸡最大饲养密度 

饲养方式 舍内最大饲养密度 

单层平养 0.14 m2/ 只 

多层栖架饲养 0.09 m2/ 只 

散养 0.19 m2/ 只 

 

7 雏鸡来源 

来源 

雏鸡应来源于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禽场，具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种畜禽合格证明，

种禽场的建设及引种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要求，记录品种、来源、数量、日龄等情况。自

繁自养的养殖场（户）有品种、代次、生产性能等相关资料可供查询。 

处置 

7.2.1 如需进行雌雄鉴别，宜在出雏当天进行。进行雌雄鉴别时，鉴别员应做好消毒卫生工作。鉴别

方法以伴性遗传鉴别法为宜，小公鸡不宜淘汰。 

7.2.2 出雏当天应实施相关疫苗的免疫接种。 

7.2.3 不宜对雏鸡进行断喙。确需断喙时，应在出雏当天采用红外线断喙技术实施断喙。断喙操作人

员应经过专门的培训，掌握有关动物福利知识。 

7.2.4 雏鸡应采用标准雏鸡箱存放、转运，每 100 只雏鸡所占面积不应少于 0.25m
2
。 

7.2.5 存放雏鸡的室温宜在 22℃～26℃，湿度宜在 60%～70%，存放时间从拣雏到运出不宜超过 4h。

雏鸡转运宜采用专用运输车辆，车厢温度控制在 22℃～26℃，且通风良好。 

8 饲料和水 

饲料 

8.1.1 农场使用的饲料和饲料原料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8.1.2 农场应根据蛋鸡品种特性和生理阶段的营养需求供给饲料，饲料提供的营养素应能满足蛋鸡维

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及正常的产蛋要求。 

8.1.3 农场购入的配合饲料，应有供方饲料原料组成及营养成份含量的文档记录；自行配料时，应保

留饲料配方及配料单，饲料原料来源应可追溯。 

8.1.4 不允许使用含有哺乳动物或禽类蛋白质源的饲料。禁止在饲料中添加动物副产品和使用生长促

进剂。 

8.1.5 抗生素和抗球虫药仅用于治疗目的（疾病治疗），仅在兽医的指导下使用，严格执行休药期。 

8.1.6 饲料应安全、卫生地运输、贮存和输送，防止虫害、潮湿、变质及污染。 

8.1.7 鸡最低采食空间应满足： 

a) 双面采食线槽，5cm/只； 

b) 单面采食线槽，10cm/只； 

c) 盘槽，4cm/只（以外圆周长计）。 

8.1.8 喂料器应均匀分布在鸡舍，鸡只在舍内到达饲料的距离不得超过 7.3m。 

饮水 

8.2.1 应提供充足、清洁、新鲜的饮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的要求。 

8.2.2 饮水器设置数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钟形饮水器：100只/个； 

b) 乳头饮水器：12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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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水槽：1.27cm/只。 

8.2.3 应根据鸡只的大小和日龄设置饮水器最佳的高度，并实施定期检查和维护。 

8.2.4 饮水器应均匀分布在鸡舍，鸡只在舍内到达饮水器的距离不得超过 7.3m。 

8.2.5 供水系统应定期检测、清洗、消毒和维护，并能提供可满足 24 小时以上的清洁饮用水。 

9 饲养管理 

管理者 

9.1.1 管理人员应接受过动物福利相关培训，掌握动物健康和福利方面的知识。应为饲养人员制定、

实施培训计划，对饲养人员的能力进行验证，确保饲养人员能力满足要求。 

9.1.2 制定和实施预防/应对紧急情况的计划，如火灾、水灾、环境控制故障或供应中断（如食物、水、

电）的措施。 

饲养员 

9.2.1 饲养人员经过培训和指导，应了解产蛋鸡的正常行为，并掌握其健康和福利状况。具备辨识潜

在福利问题的能力，当发生动物异常行为和疾病时，能够找到原因并正确应对。 

9.2.2 负责家禽福利的员工应经过适当的培训，并具备下列能力： 

a) 认识常见疾病的症状，知道何时向兽医求诊； 

b) 识别家禽正常行为、异常行为和恐惧迹象； 

c) 了解鸡只对环境的需要； 

d) 对鸡只的操作温和，并富有同情心； 

e) 必要时对鸡只实施安乐死。 

培训应记录在案，并验证饲养员的能力。 

检查 

9.3.1 鸡群的日常管理应采用温和方式，确保鸡只不会受到惊吓和害怕。在养殖区域的任何活动都应

该缓慢和谨慎，以减轻鸡只的恐惧和减少可能的伤害以及过度拥挤/窒息。 

9.3.2 饲养员每天至少检查两次鸡只，识别出生病、受伤、被困或行为异常的鸡只，发现的所有福利

问题应及时妥善处理。 

9.3.3 检查完成后应保存病禽、伤禽和死禽的记录。记录应包括：农场检查人员的签字、检查时间、

疾病和受伤的原因、淘汰的原因。 

9.3.4 饲养员每天至少检查一次设备，发现故障时，应及时维修；不能及时维修时，应及时采取鸡只

免受因故障而造成的不必要的痛苦或伤害的保护措施，并一直保持到故障修复。 

虫害和天敌管理 

9.4.1 应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来保护鸡只不受天敌及害虫的侵害，应特别关注： 

a) 鸡舍通风管道、窗户等上方使用网或类似材料防护，避免野生鸟类进入鸡舍； 

b) 包括狗和猫在内的天敌不得进入鸡舍； 

c) 清除鸡舍外可能为虫害提供庇护场所的植被和杂物，宜在鸡舍周围设额外的物理屏障，如沙砾，

以阻止啮齿动物和土壤传播的寄生虫。 

9.4.2 应对啮齿动物和苍蝇进行监测并记录，并根据监测结果调整适当的虫害控制方案。 

清洁和消毒 

重新引入雏鸡或产蛋鸡之前，应对饲养场所及设备进行彻底的消毒和清洁。使用的化学品应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要求。 

废弃物管理 

9.6.1 鸡粪应发酵或经无害化处理，排放必须符合 GB 18596 和 NY/T 1168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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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 对因染病、残疾需要淘汰的鸡只，应以人道方式处死，死鸡无害化处理。 

9.6.3 所有病死鸡处理按照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的规定执行。 

10 健康管理 

动物健康计划 

应在兽医的指导下制定并定期更新动物健康计划。动物健康计划应包含： 

a) 疫苗接种信息； 

b) 鸡群健康的治疗和其他方面的信息； 

c) 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包括淘汰原因； 

d) 鸡群生产性能可接受的最低值； 

e) 生物安全规定； 

f) 清洁及消毒制度。 

鸡群生产性能数据 

持续监测鸡群的生产性能数据，以监测疾病或生产紊乱的发生。如鸡群生产性能参数低于可接受的

最低值时，应制定可行方案。同时，应特别关注鸡只同类相食、明显的羽毛损失、鸡螨感染、骨折和龙

骨变形及被困。 

选育健康的鸡 

在对鸡进行选育时，应关注避免带有不良特征的遗传品系，特别是攻击性、抱窝、骨脆性、兴奋性、

同类相食和啄羽倾向。 

安乐死 

农场都应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要求，对于生病或受伤的鸡只，应由指定、受过训练和有能力的工作人

员或兽医在农场实施紧急安乐死。 

允许使用下列紧急安乐死方法： 

a) 用手持电击设备电晕鸡只，随后立即进行断颈； 

b) 颈椎脱位：只有在紧急情况或需要杀死非常少量的鸡只时使用。 

c) 二氧化碳或二氧化碳和氩的混合物，以可接受的浓度输送到适当的容器中。 

死鸡处理 

实施安乐死处理时应仔细检查鸡只以确保已经死亡。死鸡的处理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的要

求，并保存安乐死鸡只尸体处置的记录。 

11 鸡蛋产品管理   

收集 

11.1.1 鸡蛋产出后及时收集，每天集蛋次数不宜少于 2 次，集蛋过程不应惊扰正在产蛋的鸡只。 

11.1.2 运输车辆宜使用封闭货车或集装箱，运输工具应保持清洁卫生，运输前必须实施消毒。 

11.1.3 运输过程中应轻拿轻放，做好防潮、防雨、防晒、防尘、防污损等措施，禁止损坏外包装。 

11.1.4 贮存鸡蛋的仓库应彻底清理、消毒。仓库内干燥、通风、防鼠防潮；严禁放置有毒、有害物品

或与其他有污染的物品混放。 

包装  

11.2.1 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无异味、无霉变，满足运输和销售要求，宜使用环保材料。 

11.2.2 包装应适度，能有效避免鸡蛋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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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与标识 

11.3.1 按 GB/T 39438 的规定执行 

11.3.2 按照本文件要求生产的非笼养鸡蛋，产品或其包装上可以标注“非笼”或“Cage Free”专用

标识。 

追溯 

11.4.1 生产企业应建立完善的可追溯体系，保持可追溯的生产全过程的详细记录以及可跟踪的生产

批号系统。 

11.4.2 若生产企业存在笼养产品，需在集蛋、包装、运输和贮存环节确保非笼养鸡蛋与笼养鸡蛋应能

够完全分开，并采取适当措施进行隔离和识别。 

贮存、运输和销售 

11.5.1 包装鸡蛋，其贮存、运输、销售过程中环境温度应控制在 0℃～25℃，相对湿度宜在 70%～88%。 

11.5.2 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或有异味的货物混装、混贮。 

12 淘汰蛋鸡 

规模淘汰 

12.1.1 规模淘汰之前，应由生产企业制定规模淘汰计划。规模淘汰后，生产企业指定的主管和捕捉领

队审核并签字。 

12.1.2 规模淘汰计划应包括：鸡舍设计、捕捉计划、运输安排（从开始装载到装载完成的运输时间必

须少于 10 小时）和规模淘汰后的记录。 

捕捉 

12.2.1 蛋鸡淘汰时的捕捉应在暗光或蓝光下进行，采取适当的隔挡，防止鸡群拥挤或踩踏。对于多层

饲养的鸡群，抓鸡时应防止鸡群从高空坠落。靠近鸡群时，应尽量降低噪音、灰尘和混乱，避免鸡群紧

张和恐惧。 

12.2.2 在捕捉人员开始抓捕之前，应给所有鸡只提供饮水。 

12.2.3 捕捉人员不能把抓捕的速度置于鸡只福利之上。捕捉可采用单手法（抓握双脚）和双手法（抱

胸扣翅）。不应抓提鸡只的头部，操作 时应轻柔小心，避免鸡只大小腿及鸡翅充血、出血或骨折。 

12.2.4 应做好淘汰记录并合理保存。 

运输 

12.3.1 运输系统的设计和管理必须确保鸡只不会遭受不必要的痛苦或不适，最大限度的减少对于鸡

只的运输和抓捕处理。 

12.3.2 捕捉、装卸和运输人员（司机和押运人员）应经必要的指导和培训，了解兽医和动物福利基本

知识，能够胜任所承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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