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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鹿茸分等质量》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综合 [2009]59 号文件下达的 “2009

年第一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计划号：20090079-T-469，标准名称《马

鹿茸分等质量》，任务下达单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对口管理部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农轻部。 

（二）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 

（三）协作单位：吉林农业大学、国家参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二、制订标准的必要性、目的和意义 

鹿业健康发展客观上需要标准的保驾护航，但遗憾的是我国鹿产品标准

体系不健全，尤其是很多关键的质量评价标准缺失，极大的限制了产业的发

展，这与近十几年来，我国日益壮大的鹿产业极不匹配。马鹿茸在国内外市

场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必要制订“马鹿茸分等质量标准”，有了此“标准”这个

尺度，可以使我国鹿茸创优质名牌和质量标准创新，尤其在“一带一路”的国

家战略大背景下，便于我国鹿业与国际接轨，更有利于我国优质马鹿品种得

到有效保护和发展。 

本标准依托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国家参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吉林农业大学等单位在茸鹿育种、营养需要、鹿茸加工、鹿产品检验等

方面积累的科技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凝练总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制订

了“马鹿茸分等质量标准”。本标准的制订可以满足马鹿种鹿场或繁育场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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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鹿饲养者对本标准的需要，规范马鹿茸产品的加工、销售、等级鉴定等

行为。标准是继 GB6935～6939—86 系列标准之后，历经 23 年后首次制订

的马鹿茸分等质量标准，它的制订实施为天山马鹿、塔里马鹿和阿尔泰马鹿

以及杂交马鹿新品种选育，将起到重大促进作用。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预备阶段 

2009 年 6 月，国家参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组织成立了标准起草项目

组，以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吉林农业大学、国家参茸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为主体，开展了资料收集、文献查阅、市场调研，技术指标研究等

工作。 

（二）立项阶段 

2009 年全国参茸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03）提出《马鹿茸分

等质量》国家标准制订计划。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综合 [2009]59

号文件下达的 “2009 年第一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 ”对该项目

立项，任务下达给国家参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三）起草阶段 

标准编写组的专家成员通过收集大量的调研资料和总结自己多年的工

作实际经验及查阅了大量文献、相关标准、技术法规，参照“导则”形成了“马

鹿茸分等质量”标准的基本框架。标准中的条款设立是根据国家相关“条例”、

市场需求、多个实验室比对而设立和确定的，标准雏形完成后，由全国参茸

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于 2009 年 12 月 8 日在吉林省延吉市全国参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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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召开了由所有起草单位专家和相关省市技术

监督管理部门，检验检测部门参加的“马鹿茸分等质量”国家标准审稿会，对

“标准雏形”进行研讨、充实。 

“马鹿茸分等质量”国家标准审稿会召开后，由标准编写组进行意见的分

类整理，同时全国参茸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一步做了大量的市场研究和

相关法律、法规研究，进一步征集国家、省、市各级检验鉴定机构的意见，

完善整理“标准雏形”。 

（四）征求意见 

略 

四、制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先进性、统一性、经济性、适用性、一致性

和规范性”的总原则，以提高测试方法的精密度、准确度、检出限和分析效

率为目标，力求反映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和先进经验，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

在标准制订过程中力求做到：技术内容的叙述正确无误；文字表达准确、简

明、易懂；标准的构成严谨合理；内容编排、层次划分等符合逻辑与规定。 

（二）编制依据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多年对马鹿茸研究的前期技术工作，参

照国际和国内相关标准，并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和规定起草制订了本标准。 

标准主要依据1991年以来我们对马鹿品种选育研究成果，其中，主要是

天山马鹿清原品系选育和清原马鹿品种选育以及塔里木马鹿品种选育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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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及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建立的各协作基点，并依据多个马鹿种鹿场和繁育中

心的鹿茸技术参数制订了本项标准。 

（三）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的

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要求。拟制订标准的测定方法与国内现行强

制性（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的测定方法没有冲突和矛盾。本标准作为养

鹿业的推荐性标准，可以为涉及行业的有关法律问题，提供参考。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一）标准名称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综合 [2009]59 号文件下达的 “2009

年第一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计划号：20090079-T-469，标准名称《马

茸分等质量》。 

（二）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1、技术指标 

本标准是对马鹿茸成品茸进行分等质量评价，主要包括鹿茸的感官性状

指标及水分指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的要求与方法我们对于新

疆及甘肃的 30 份抽检鹿茸样品进行了感官评价及水分含量测定（表 1），通

过鹿茸外形，完整度、骨化程度、色泽、气味等感官参数评定，30 份鹿茸样

品中感官评价均为一等品；鹿茸中最低水分含量为 7.5%，最高为 13.2%，平

均值为 9.9%，综合药典要求，设定水分限量为≤13%。 

表 1 30 份抽检鹿茸样品感官评价及水分测定 

样品编号 

感官 水分 % 

一等品 ≤13 

001 一等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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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一等品 11.1 

003 一等品 12.5 

004 一等品 10.1 

005 一等品 9.8 

006 一等品 7.5 

007 一等品 7.9 

008 一等品 8.4 

009 一等品 9.9 

010 一等品 8.4 

011 一等品 8.2 

012 一等品 10.1 

013 一等品 8.6 

014 一等品 10.1 

015 一等品 7.9 

016 一等品 9.5 

017 一等品 11.4 

018 一等品 10.3 

019 一等品 13.1 

020 一等品 9.6 

021 一等品 12.3 

022 一等品 8.8 

023 一等品 13.2 

024 一等品 11.3 

025 一等品 9.4 

026 一等品 7.9 

027 一等品 8.4 

028 一等品 10.4 

029 一等品 9.9 

030 一等品 8.2 

平均值 9.9 

 

2、标准验证试验  

标准起草小组采用本标准技术规程分别在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昌吉市盛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厚拾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黑

龙江鹿源春鹿业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祁连山生物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甘

肃创兴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马鹿产品生产、加工公司进行了鹿茸等级评

价验证，结果表明，该标准技术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适合于马鹿茸分等

质量评价，有利于提高马鹿茸产品附加值。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按照国家推荐性标准的基本要求，在制订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行业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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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样品有代表性，标准中技术指标的确定依据样品实测数据。经与有关

专家与技术人员座谈讨论和征求意见，本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马鹿茸分等质量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予以发布。其原因为马鹿是

人工养殖的动物，分布的区域和饲养手段均有所差异，不能完全按照统一的

强制性标准执行，这有利于马鹿品种的保护和发展。本标准对马鹿品种选育

和养殖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法律依据。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制订保障标准实施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1994 年国务院发布《种

畜禽管理条例》，并授权农业部制订了《种畜禽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这些法

规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畜牧行业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法制管理的轨道，“马

鹿茸分等质量标准”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对其标准的贯彻会起到事半功倍

的作用。 

2、进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提高马鹿的生产性能，通过本标准的推广

与利用，可以大大提高马鹿品种的良种覆盖率和个体生产性能。在良种繁育

和品种改良工作中，先进的配种繁殖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人工授精

技术、超数排卵、胚胎移植等技术的利用，必将会对“马鹿茸分等质量标准”

的贯彻起到推动作用。 

3、建立鹿病控制体系，保障养鹿业健康发展。从 1998 年起，在全国开

始实施“动物保护工程”，正式启动“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项目，马鹿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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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倘若也纳入到“动物保护工程”及“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项目中，有利于

“马鹿茸分等质量标准”的贯彻实施。 

4、建成马鹿及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农业部先后出台了《农业部关于加

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马鹿及产

品也应适合《农业部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无公害农

产品管理办法》约束，这样，无疑会对“马鹿茸分等质量标准”的实施起到促

进作用。 

5、注重完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规章是提高马鹿及产品质量与安

全的根本保障。 

6、加强马鹿及其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监控网的建设。健全的组织体系，

是马鹿及其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组织保障，通过设置多层次质量安全监控机

构体系，以严格执法、有效监控马鹿养殖场（户）、生产主体经营行为。建

立动植物检疫机构、行业组织检疫检验协会以及进出境检疫检验体系，强化

执法、监督、检查职责，使得马鹿的生产、销售与消费置于严密的监控网中，

为“马鹿分等质量标准”的贯彻实施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 

7、注重马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马鹿产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通过改

善环境，使品种更加优良，饲养方法更加优化，不断提高马鹿及其产品的质

量，保障其产品质量的安全性。 

8、强化检验检疫。养鹿业是一个排污型产业，也是最易遭受病害侵蚀

的产业，加之养殖场对产品质量安全意识不强，用药不当或为追求超额利润

而忽视产品质量。为防范疫病疫情蔓延与产生，在其产品出入境时，应强化

检验检疫，严厉打击非法操作者。这无疑是对“马鹿茸分等质量标准”持续长

久贯彻的一种有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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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制订严格的马鹿产品质量标准。此标准应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

的特点。同时此标准的制订，应注重与国际接轨。 

十、预期效益分析 

马鹿茸分等质量标准的制订，能充分发挥马鹿的生产潜能，提高马

鹿茸的产量和质量，增加经济效益。本标准的制订对于完善马鹿产业标

准体系提供了有力保障，对于马鹿产品品质及产品附加值具有显著提升

作用，将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十一、参考文献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2、中国药典，2015  

3、鹿及鹿制品标准规范汇编，孙印石、邢秀梅主编，2018  

4、DB65/T 2725-2007 塔里木马鹿鹿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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