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屠宰: 概述
引言
近年来，在全球食品供应链中，无论是食品行业、消费者口碑和媒体宣传方面，屠宰方法都备受
关注。本文概述了人道屠宰的原则，介绍了商业上使用的主要屠宰方法，以及将其纳入企业动物
福利政策的通用建议。并对相应的屠宰福利措施评估进行建议，也讨论了它们在持续福利改善方
案中的使用情况。
欧盟理事会条例（EC No.1099/2009） 1 是保护屠宰过程中的动物的法规，其范围既包括欧盟
国家，也包括出口肉类到欧盟的非欧盟国家。而在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相关立法很差或几乎不
存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发布了《陆生动物卫生准则屠宰动物指南》 2 （Guidelines for
the Slaughter of Animals in the Terrestrial Animal Health Code）。这些材料虽然建议采用较好的
屠宰操作流程，但并不要求动物在屠宰前被击昏。牲畜屠宰代表了供应链中一项严重的动物福利风险，
需要积极主动的管理。本文中包含的信息适用于牛、绵羊、山羊、猪、兔子和家禽。

人道屠宰的原则
就动物福利而言，只有不造成动物疼痛或痛苦的屠宰方法才可被称为是人道的。原则上可以通过三种方
式来实现这一点：
1. 宰杀应是瞬间发生的。可通过射击子弹击中动物头部，也可通过电击致昏的方法和水槽电麻(
鸡）。只有在正确应用该方法时，动物死亡才是瞬间发生的。
2.

应使动物立即失去知觉，即昏迷，随后为流程的第二步，即在动物恢复知觉之前将其宰杀。
当动物被有效致昏时，动物是没有意识的，不会感到疼痛或应激。比如，可通过弹击式致昏或
电击致昏，致昏后立即采取有效放血（切开颈动脉）或使用引起动物心脏骤停的经胸部电流。
若未有效应用致昏或宰杀方法，或者致昏与宰杀操作之间的延迟太长，动物就会有在死亡前恢
复知觉的风险。

3.

宰杀方法应不令动物感到厌恶或引起动物不良反应。比如，可通过将动物置于氧气含量极
低的环境中，用不被动物所厌恶的气体如氩气或氮气取代氧气。在这种情况下，动物从失
去知觉到随后的死亡都可以在不影响动物福利的情况下发生。

屠宰方法
商业上使用的主要屠宰方法可分为三类：
1.

电击致昏(Electrical)
电屠宰方法包括单纯击昏动物的系统（只使用击昏的方法）以及先击昏再进行第二阶段宰杀
动物的系统（击昏-宰杀的方法）。在仅击昏(stun-only)和击昏-宰杀(stun-kill)两种屠宰系
统中，都有一股电流通过动物的头部，破坏其大脑的功能。在致昏-宰杀(stun-kill)系统中，
电流穿过动物胸部使其心脏停止跳动。仅击昏(stun-only)须致昏后迅速进行有效放血，造成
动物死亡（请见下方有关放血的表格)。实际上，由于胴体是作为肉用，两种方法完成后都会
进行放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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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敲击式致昏
敲击式致昏屠宰的主要方法是弹击致昏。敲击法通过对动物的头骨进行强力重击，无论是否穿
过头骨，都会导致动物的失去知觉。 穿 透 和 不 穿 透 头 骨 的 弹 击 法 操 作 后 都 必 须 立 即 进 行
放 血 8 。 使用子弹射击动物头部被认作是一种敲击式致昏方法，也会导致动物死亡，但由于其
操作中的不准确性和对人员安全的风险，不常用于商业生产中的农场动物屠宰。9
3. 控制气体致昏(CAS)
控制气体方法包括所有的气体系统和低气压致昏法(LAPS)。控制气体方法的工作原理是限制动
物氧气的供给。这种方法可通过仅致昏法（stun-only）或致昏-宰杀法(stun-kill)导致动物死亡，
这取决于所使用的气体浓度和动物停留在控制气体环境中的时间长度。仅致昏法(stun-only)操
作后必须尽快放血。10
企业人道屠宰动物福利政策的通用建议
1.

所有肉用动物都应被人道屠宰。以下屠宰方法若操作得当，则有可能被认为是人道屠宰
方法：
弹击致昏后立即有效放血；
电击致昏后立即进行有效放血或使用经动物胸部电流使其心脏骤停；
使用控制气体系统（CAS）宰杀，应优先使用如氩气或氮气等惰性气体；
注意: 采用高浓度的二氧化碳作为气体屠宰的方法并不是人道屠宰。
向头部射击子弹即刻破坏大脑功能。

2.

未进行 致昏而放 血的宰杀 方法不是 人道屠宰 。企业 动物福利 政策应规 定其供应 链中所有 的
肉类均 来自于屠 宰前被致 昏的动物 。

3.

所有屠宰系统应配备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方案。这包括：
建立和使用涉及活体动物工作的一套标准操作流程（SOPs ）：标准操作流程是对操作
人员的指导，对实现标准化的过程和达到预期结果而逐步进行的操作进行描述。SOP 还
必须阐明处理生产线故障和其他紧急情况的程序，包括对在卸载过程或在待宰圈中受伤
动物的宰杀程序。
根据制造商的操作说明，使用和维护动物处置和致昏设备，包括定期清洁和测试。
备用致昏设备的设置：这些设备必须设置在致昏点和屠宰点附近，并保证立即可以获取
使用。应在待宰圈内设置宰杀受伤动物的额外设备。
对操作活体动物的相关人员进行有效培训；
在屠宰场中设立“动物福利负责人”岗位，负责动物福利标准操作流程的监控、保证相
关操作按要求实施，并在不合规或出现其它问题时要求采取补救措施；
在活体处理区域使用闭路电视，对操作环节进行有效的监控.
积极管理并有效评估屠宰时的福利结果。

4.

在屠宰场内处置活体动物的处置是屠宰环节的一部分，也是评估整个系统是否人道的一项重要
考量。比如在肉鸡屠宰的控制气体系统（CAS）中，将鸡只置于运输箱中并避免额外的活体处
理的人道评估优势远远大于需要将鸡只从箱中转移的系统 5 。同理，与其他通过单向通道转移
猪只，但可接受的致昏系统尚未建立起来的系统相比，如果宰前的处置系统可以让猪群整体移
动，那么猪只的应激水平会较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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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击昏方法和宰杀：
推荐使用击昏-宰杀法(stun-kill)，这种方法消除了动物恢复知觉的风险；
若使用仅击昏法(stun-only)，使用有效的电击参数至关重要。须使电击时间持续足够长，以确
保动物在有恢复知觉的风险之前就已因放血死亡。 动物昏迷后必须尽快放血，以减少恢复知觉
的风险——即在致昏后最长15秒内应完成放血操作。
须避免使用不当的电击参数或使用电击棒，因其可能导致触电后肢体僵化（即动物虽瘫痪但仍然
清醒）。
现已发现水槽电麻法即使在管理很好的系统中也未能提供可靠的致昏结果 11,12 。应逐步淘
汰家禽屠宰中使用的水槽电麻（详情请见参考文献13《肉鸡的人道屠宰：有关水槽电麻的
改进》）
6.

控制气体方法:
为了消除动物恢复知觉的风险，应采取致昏-宰杀法。
应使用惰性气体，不应使用令动物厌恶和不适的二氧化碳。欧盟立法中阐述的使用二氧化
碳的控制气体方法有如下几种：
o 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家禽屠宰的二氧化碳超过40%，猪屠宰的二氧化碳超过80%）；
o 二氧化碳分为两阶段（仅用于家禽，包括高达40%的二氧化碳，直到鸡失去知觉，随后
使用较高浓度的二氧化碳来最终使鸡死亡）；
o 与惰性气体混合使用的二氧化碳（家禽和猪屠宰的二氧化碳浓度均高达40%）。
我们不赞成在猪屠宰中使用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因为这种方法持续时间长且令猪高度厌恶和不适。
在2024年1月1日前，我们和RSPCA致力于实现如下愿景的：
o 在法律上，须在猪屠宰中禁止使用高浓度的二氧化碳;
o 发展新的人道屠宰系统并进入市场，以取代高浓度二氧化碳的使用

放血
根据不同物种，致昏后放血可采用多种方法。最人道的方法是在极短时间内使动物大量失血造成死亡，包
括由腹侧割断颈部（适用于禽类，绵羊和山羊），和刺穿胸部（适用于牛，绵羊，山羊和猪）。击昏和放
血的间隔（即击昏至刺穿）应越短越好，以减少动物在死亡前恢复意识的风险。在牛屠宰过程中，最佳间
隔时间建议不超过60秒，其他物种最长间隔为15秒。

屠宰的福利结果
为主动监测和改善屠宰时的动物福利，应首先确定适当的福利措施。虽然记录基于非
动物的测量方法很重要（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强制性的1），比如电击致昏参数数据，
观察动物也至关重要。福利结果措施是以动物为基础的措施，它反映了有关动物福利
的关键问题。动物福利结果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针对性的纠正措施可能需要调查一
系列潜在的解决方案。
企业的动物福利政策应规定在屠宰时使用福利结果措施。我们推荐屠宰场使用的福利结果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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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结果

释义

适用物种

卸载时的动物行为

在卸载时对动物行为的定性评估，如镇定、谨慎或不安定。

全部

到达时死亡 (DOAs)

记录动物到达屠宰场入栏时死亡的数量和百分比。

全部

应有持续记录。
动物摔倒和滑倒

记录在通过屠宰平台和搬运系统时，包括在卸载时坠落或滑倒
的动物的数量和百分比。

牛，猪，
绵羊，山羊

入栏受伤

记录进入待宰圈后受伤的发生率，原因例如处置设施引起、跌

全部

倒或因其他动物。

应有持续记录。
动物叫声

记录动物在致昏圈或禁锢圈中及通往致昏圈的走道中叫声和嘶 牛，猪，山
羊
叫的数量和百分比。

电击棒使用

记录对动物使用电击棒的数量和百分比，以及每只动物被使用 牛，猪
的次数。

电击棒是用于驱赶动物移动的带电的棍棒，应禁止使用。

评估放血时的动物清醒指标，如角膜反射*和节律性

全部

动物清醒（有知觉）指标 呼吸，并记录显示恢复知觉迹象的动物数量和百分比。

应有持续记录。如发现动物清醒的迹象须立即再次电击致昏
或使用替代方法致昏。
双重致昏

记录在致昏过程中两次电击的次数和百分比，以及需要第二次

牛，猪，

电击的原因。

绵羊，山
羊，兔

应有持续记录。
错误致昏

记录未在推荐位置错误使用致昏设备的动物数量和百分比。

牛，猪，
绵羊，山
羊，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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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皮肤”

指已经进入浸烫槽却未被电麻和错过颈部切割器的鸡只。这些

禽类

14

鸡实际上是溺水而死的，并且在溺亡过程中它们仍然清醒 。
记录这种情况发生的鸡只总数和百分比。

应有持续记录。
死后的胴体损伤

记录从动物胴体样本中发现的损伤，例如擦伤、骨折和肉内的出

全部

血点，这些可能与现场处理和屠宰程序有关。

应急动物程序

记录在养殖场内被紧急宰杀的动物数量和百分比，处置的原因

全部

以及所采取的行动。

应有持续记录。
*角膜反射：可用于所有物种的、最简单的意识指标之一。当角膜（眼球表面）被触摸时，没有眨眼反射表明动物是
无知觉的。当发现眨眼反射现象时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可能并不意味着动物具有完全的知觉，但是角膜反射的出现
是一定程度上脑功能恢复的迹象，它表明动物的知觉也可能正在恢复。此时相关人员应果断重复致昏或使用替代方
法致昏。

福利结果衡量应作为积极的衡量计划和持续改进目标设定的一部分。方案应包括以下的连续循环周期：

衡量动物福利结果

评估绩效

纠正措施

数据分析

识别风险因素

定期监测福利结果能够迅速发现问题，纠正并持续改进这些措施。应持续记录某些措施和指标（如上表
所示）。对于其他措施的指标，建议对每群或每周至少15只或100只动物的代表性样本进行记录15。所
有措施都应设置相应目标，以推动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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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有关福利结果衡量标准的信息，可参考CIWF其他特定物种屠宰的相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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