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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加强羊奶质量安全监管，保障羊奶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促进河南省羊奶产业规范、健康发展，

从养殖层面、行业层面、监管层面分析了河南省羊奶质量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强养殖环节监管，强
化收购运输环节监管，建立自控奶源基地，抓好龙头企业，完善标准规范，强化宣传教育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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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ver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goat milk，ensur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goat milk and public health security，so as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goat milk industry in
Henan Province. In this article，the main problems in ensuring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milk were analyzed from the levels
of production，industry and supervision，and some advice was proposed，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ver milk
production，acquisition and transportation，establishing a base for self-control of milk source，intensifying the supervision，
paying adequate attention to the leading enterprises，improving the standards and speciﬁcations，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publication and education，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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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奶中含有 200 多种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因

监管建议，以期进一步加强羊奶质量安全监管，规

子，以其营养丰富、易于吸收等优点被视为乳品中

范羊奶生产经营行为，使羊奶业成为农民增收致富

的精品，被世界公认为乳制品中最接近母乳、营养

的重要途径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助力脱贫攻坚。

成分全、易被人体吸收的奶品。近年来，河南省羊

1

河南省羊奶产业概况

奶业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全省奶业发展的新亮点。

河南省地跨黄河、淮河流域，水源充足，饲

河南省作为全国畜牧业大省、重要的畜产品

草资源丰富，适宜奶羊生长发育。目前，河南省奶

调出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奶业发展，先后印

羊存栏 30 多万只，年产羊奶超过 6 万吨，规模奶

发了《关于实施千万吨奶业跨越工程的意见》《河

羊场 200 多家。奶羊养殖主要分布在郑州、新乡、

南省沿黄区域绿色奶业发展专项规划》《河南省高

开封、洛阳及南阳等地。目前，河南省奶羊养殖的

效种养业和绿色食品业转型升级行动方案》等，出

集约化、规模化程度不高（图 1），饲养方式以半放

台了一系列奶业扶持政策。全省各地依托资源和区

牧（41%）、舍饲（53%）为主。饲草饲料以当地农

位优势，大力发展奶羊养殖和羊奶加工业，在产业

副产品、植物性饲料为主（表 1）。

布局、生产方式、品牌建设和质量监管等方面大胆

近年来，河南羊妙妙公司、西峡健羊公司等

探索，使得羊奶产业不断壮大。本文分析了河南省

一批奶山羊养殖、羊奶加工专业兼顾的企业，从饲

羊奶质量安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

草饲料到良种杂交繁育，再到羊奶产品多元化，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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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中含有黄曲霉毒素 M1，检出率和平均值分别为
34% 和 0.010 μg/kg（最低检出限为 0.001 μg/kg），且
有多种真菌毒素（黄曲霉毒素 M1、赭曲霉毒素 A、
α- 玉米赤霉烯醇和玉米赤霉烯酮等）并存。羊奶
中的霉菌毒素主要由奶羊通过饲料摄取霉菌毒素在
体内转化而来。农药残留、重金属及其他危害人体
健康的物质在羊奶中也有检出，这也是通过摄入饲
料产生的。
2.1.3

病原微生物风险高

由于奶羊养殖规模化、

标准化程度低（图 1），疫病预治工作不规范，安
图1

河南省奶羊养殖规模化情况

全隐患大。一些养羊场（户）生物安全管理理念缺失，
防疫意识差，跨省引进奶羊不检测疫病、不审批、

表1
饲料分类
青饲料
多汁饲料
粗饲料
精饲料

河南奶羊饲料种类情况

种类
野草、人工种植的牧草等
红薯、南瓜、萝卜、白菜等
玉米秸秆、花生秧、干红薯秧、豆秧、谷秆、
稻草等作物秸秆及干草、干树叶等
小麦、玉米、杂粮、饼类、豆渣、麸皮等

不申报检疫、不隔离，随意引种，防疫程序缺乏或
不合理，饲养环境条件差，不消毒或消毒不严格、
不彻底，导致奶羊的疫病控制水平低。危害较大的
主要是乳房炎、口蹄疫、布鲁氏菌病、山羊痘、小
反刍兽疫等，这些疫病不仅造成了奶羊生产性能下

极布局全产业链，实施一二三产业融合；河南花花

降或导致奶羊死亡，有的也会威胁公共卫生安全。

牛乳业公司、西峡新太阳乳业公司等企业在生产牛

2.1.4

奶制品的同时，开发出金牌羊奶、鲜羊奶、酸羊奶、

学用药知识，或受经济利益驱使，而非法用药与不

果丁酸羊奶等羊奶制品，发挥了龙头作用。河南省

合理用药，产出了含 β- 内酰胺类、四环素类、磺

羊奶产业发展处于快速增长期，奶羊养殖和羊奶加

兽药残留超标

部分养羊场（户）缺乏科

胺类药物等抗菌类药的“有抗奶”。“有抗奶”不

工已经成为河南奶业发展的新亮点，河南正逐步成

仅影响羊奶的品质，还影响人体健康，使人产生耐

为全国新兴的羊奶业大省。

药性、过敏反应，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

2

2.2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2.1
2.1.1

养殖层面
卫生条件差

行业层面

2.2.1

奶源不稳定

目前羊奶加工企业建有自有

由于奶羊多散养，羊舍简陋，

奶源基地的比例不足 30%，自有奶源基地（自有牧

饲管水平低，羊奶质控难度大。机械化挤奶比例

场）原料奶供给量仅占总供应量的 20%，羊奶供应

低，部分养殖户仍采用污染风险较大的手工挤奶方

很不稳定。如羊奶加工企业建有奶羊场，但自有奶

式，造成羊奶中体细胞检出率偏高（120 万 ~150

源不足，90% 的奶源靠收购散养户或从其他企业的

万 cells/mL），影响了羊奶质量。鲜羊奶“家中挤、

羊奶，还有部分羊奶加工企业没有自己的奶羊场，

村口卖”情况依然存在，羊奶品质难以得到有效保

采取“公司 + 农户”方式收购养殖户的羊奶，然

证。同时，因投入不足，奶羊场（户）普遍环保设

后加工销售羊奶制品。散养户由于受条件所限，采

施不完善，粪污处理设施难以达到国家环保要求，

用手工挤奶，羊奶来源、品质复杂。这些现状导致

不良的卫生条件也对羊奶质量造成了影响。

奶源不稳定，羊奶品质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和保证。

由于就地取材的饲草

此 外， 羊 奶 业“ 养 加” 环 节 地 位 不 对 等，

饲料加工粗放，存放、卫生条件较差，易霉变、污染，

奶源供应、加工、流通 3 个环节利润分配比例为

从而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影响了羊奶质量安全。通过

1:3.5:5.5，奶羊场（户）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尤其

对河南省某地的 50 个羊奶样品进行检测，发现 17 个

是在奶源供给、生鲜奶定价及饲料、兽药等投入品

2.1.2

有毒有害物质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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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上，其话语权偏弱，部分羊奶加工企业对羊

殖、饲草饲料、疫病防治、质量检测、技术服务等

奶限量、降价、拒收现象时有发生，利益分配不公

6 大体系，实现奶羊品种优良化、养殖标准化、防

导致产业发展不稳定，严重影响了羊奶质量安全。

疫程序化、管理科学化，构筑起优质、安全、健康、

2.2.2

高效、可持续的奶羊产业发展格局，为羊奶质量安

掺假制假现象尚存

由于检测检验、监管

力度大，在牛奶中掺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其他可

全奠定基础。

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现象已较少见。一些奶羊养

3.1.1

殖者和羊奶营销者，受利益驱使，在羊奶中掺水、

质量标准化的保证。要进一步转变饲养模式，提高

掺牛奶或牛奶粉等，严重损害了羊奶业的健康发

奶羊饲养规模化程度，通过羊奶加工企业自建、合

展。由于奶羊存栏量有限，且泌乳期短（年泌乳期

作社、牧场化、公寓化等 4 种模式，建设奶羊养殖

200~300 d，冬季干奶期日产奶量约 5k g），导致羊

小区和规模养羊场，引导和鼓励羊散养户向养羊大

奶供不应求；我国羊奶收购、贮藏、服务体系不完善，

户转变，养羊大户向规模羊场转变。

羊奶制品质量检测体系不健全，目前国家抽检中没

3.1.2

有区分牛奶和羊奶这一项，加上检验设备不完备，

疫病防控，合理用药，不使用违规违禁药物，推广奶

给以牛奶冒充羊奶留下了监管漏洞。

羊生产性能测定、全混合日粮、精细化饲养、信息化

2.2.3 产品代工现象普遍 部分羊奶加工企业起步

管理等技术，提升奶羊单产水平和生鲜羊奶质量。

较晚，规模较小，生产设备不足，其羊奶产品多为

3.1.3

大型奶企贴牌生产的。还有的羊奶生产商，挂靠在

养羊场建立完善的机械化挤奶设施，在奶羊集中饲

某牛奶企业之下，以羊奶事业部名义进行生产。由

养区建立机械化挤奶站，实行“分散饲养，集中挤

于责任不清，致使代工羊奶产品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奶”。实行机械化挤奶，不仅可减轻劳动强度，减

2.3

少用工数量，还可大幅降低羊奶污染风险和奶中体

监管层面
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负责奶

发展规模化养殖

加强饲养管理

规模化生产是羊奶产品

科学加工、存放饲料，加强

实行机械化挤奶

在奶羊养殖小区和规模

细胞检出率，提高羊奶质量。

羊饲养以及生鲜乳生产环节、收购环节的监督管理。

3.1.4

目前，羊奶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制度规范和检测标准

种养一体化、粮经饲统筹、粪污治理资源化循环发

等不完善，羊奶生产、收购、贮藏、运输等环节质量

展，开展健康养殖行动，推动生产生态协同发展；

监管体系不健全，监督执法不到位，导致羊奶质量存

支持引导奶羊养殖、加工企业建立休闲观光牧场，

在风险。一些地方畜牧兽医部门执法人员不足，对羊

完善基础设施，改进经营管理，不断提高生产服务

奶质量监管力不从心；对羊奶质量监管重视不够，对

水平，进而保障羊奶质量安全和促进产业发展。

羊奶的监管重点了解不够，监管存在漏洞，甚至存在

3.2

监管走过场、走形式，对一些违法违规行为视而不见，

推行种养结合

发展舍饲生态养殖，推进

强化羊奶收购运输环节监管
加强羊奶收购站和运输车辆管理，严格按照

不立案不查处，或不严格依法行政，没有达到应有的

农业农村部《生鲜乳收购站标准化管理技术规范》

震慑目的；监管部门对违法违规线索不向上追溯，不

建设和管理羊奶收购站，使用农业农村部生鲜乳收

向下深挖深究，不严厉打击。有的企业羊奶质量抽检

购站管理系统对羊奶收购站和运输车辆进行备案管

不合格后，监管部门仅公布抽检结果，没有及时跟进

理。对鲜奶收购站、运奶车辆实行视频监控，力避

查处，使羊奶质量问题依然存在。

羊奶在收购、运输环节被添加任何物质。

3

3.3

3.1

建议
加强养殖环节监管

引导企业建设自控奶源基地
支持羊奶加工企业与乡、村、奶羊养殖场（户）

从羊奶产业的源头着手，实施优质羊奶工程，

合作，通过自建、收购或参股联建等方式，建设自

以优质奶羊良种资源为基础，以规模养殖为方向，

有奶源基地或紧密型自控奶源基地，加强养殖环节

以机械化挤奶为抓手，建立健全良种繁育、规模养

与加工环节的利益联结，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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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羊奶质量。监督羊奶由自有奶源基地生产、全过

购全程视频监控，做到原辅料来源可追溯、产品质

程冷链运输、GMP 工厂加工、全过程质量监测，

量可追踪、安全责任可追究，确保生鲜乳质量安全。

把好羊奶质量关。

3.6.4

3.4

畜牧兽医部门应当建立乳品生产经营者违法行为记

抓好龙头企业

实行诚信管理

建立羊奶质量诚信体系。

通过强化对大型、龙头企业的监管，强化企业主

录，及时提供给有关部门，纳入“信用中国”等企

体责任，使其加强内部管理，在养殖、挤奶、收奶、贮

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强化落实“黑名单”管理

藏、运输、检验、品控、服务等方面形成完备的制度和

和惩戒退出机制。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难行。

体系，辐射、带动其自有奶源和紧密型自控奶源基地，

3.6.5

走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之路，提高羊奶产品质量。

严厉查处各类涉及羊奶的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有案

督促指导奶羊行业协会发挥好行业指导作用，加强行

必立、立案必查、查案必果。对在生鲜羊奶生产、

业自律，建立良好市场秩序，推动行业诚信建设，引导、

收购、贮存、运输、销售等过程中添加任何物质，

规范奶羊养殖者、羊奶收购者、羊奶制品生产企业和

在羊奶生产过程中添加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其他

销售者依法生产经营，保证羊奶产品质量。

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依法严厉查处。畅通举

3.5

报渠道，落实举报奖励制度，积极营造良好的监督

完善质量标准规范

严格执法办案

按照“四个最严”要求，

建立健全羊奶质量安全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

氛围。加强与公安等部门的沟通配合，强化“两法”

包括羊奶中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

衔接，形成执法合力。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曝光典型

重金属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羊

案例，充分发挥警示作用，实现执法与宣传教育相结

奶制品生产经营过程的卫生要求，通用的羊奶检验

合，打击和震慑相结合，有力保障羊奶质量安全。

方法与规程，与羊奶质量安全有关的要求等，使羊

3.7

奶检测和监管有规可依。
3.6
3.6.1

加强监督执法

一是加强科普宣传。借助各媒体渠道，宣传
普及羊奶营养知识，积极引导支持羊奶消费，及时

畜牧兽医部门应加强对奶

发布羊奶质量检测信息，宣传羊奶质量安全状况和

羊饲养以及羊奶生产环节、收购环节的监督检查，

羊奶业监管工作成效，为羊奶质量监管创造良好氛

坚持日常监督、监督巡查和专项整治相结合，不断

围。二是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培训，对奶羊养殖以及

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机制，实行网格化管理，

羊奶收购、运输、加工和销售者等大力宣传《食品

划片分区，责任到人，监督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及

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畜牧法》《动物

时发现问题，消除隐患，防止区域性、行业性风险

防疫法》《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发生。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下发行政指

规，使其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强化企业主体

导意见书、责令整改通知书或严格立案查处。

责任，明确自己是羊奶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要

3.6.2

强化监督检查

强化宣传教育

加强质量监测

制定并组织实施羊奶质量

对生产、收购、运输、销售的羊奶质量安全负责。

安全监测计划，对生鲜羊奶进行监督抽查，并按照
法定权限及时公布监督抽查结果。探索完善监督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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