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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宠物饲料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宠物饲料管理，保障宠物饲料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宠物

饲料行业发展，根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宠物饲料，是指经工业化加工、制作的供宠物直接

食用的产品，也称为宠物食品，包括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和

其他宠物饲料。 

宠物配合饲料，是指为满足宠物不同生命阶段或者特定生理、病理状态下

的营养需要，将多种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按照一定比例配制的饲料，单独使

用即可满足宠物全面营养需要。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是指为满足宠物对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微量

元素、酶制剂等营养性饲料添加剂的需要，由营养性饲料添加剂与载体或者稀

释剂按照一定比例配制的饲料。 

其他宠物饲料，是指为实现奖励宠物、与宠物互动或者刺激宠物咀嚼、撕

咬等目的，将几种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按照一定比例配制的饲料。 



第三条  申请从事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的企业，

应当符合《宠物饲料生产企业许可条件》的要求，向生产地省级人民政府饲料

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依法取得饲料生产许可证。 

第四条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对采购的饲料原

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进行查验或者检验；使用饲料添加剂的，

应当遵守《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等限制性规

定。禁止使用《饲料原料目录》《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以外的任何物质生产

宠物饲料。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应当如实记录采购的饲料原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饲

料添加剂的名称、产地、数量、保质期、许可证明文件编号、质量检验信息、

生产企业名称或者供货者名称及其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记录保存期限不得

少于 2年。 

第五条  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应当按照产品

质量标准、《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组织生产，对生产过程实施有效控制并

实行生产记录和产品留样观察制度。 

其他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应当按照产品质量标准组织生产，建立健全采购、

生产、检验、销售、仓储等管理制度，对生产过程实施有效控制并实行生产记

录和产品留样观察制度。 

第六条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进行质量检验；检验合

格的，应当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未经产品质量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者未

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不得出厂销售。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应当如实记录出厂销售的宠物饲料产品的名称、数量、

生产日期、生产批次、质量检验信息、购货者名称及其联系方式、销售日期

等。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年。 

第七条  出厂销售的宠物饲料产品应当包装，包装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安

全、卫生的规定。 

第八条  宠物饲料产品的包装上应当附具标签。标签应当符合《宠物饲

料标签规定》的要求。 

第九条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宠物

饲料产品的卫生指标应当符合《宠物饲料卫生规定》的要求。 

第十条  宠物饲料经营者进货时应当查验宠物饲料产品标签、产品质量

检验合格证；对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还应当查验饲料

生产许可证、进口登记证等许可证明文件。 

宠物饲料经营者不得对宠物饲料产品进行拆包、分装，不得对宠物饲料产

品进行再加工或者添加任何物质。 

禁止经营无产品标签、无产品质量标准、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宠物饲

料。禁止经营标签不符合《宠物饲料标签规定》要求的宠物饲料。禁止经营用

《饲料原料目录》《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以外的任何物质生产的宠物饲料。 

禁止经营无生产许可证的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禁止经

营未取得进口登记证的进口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第十一条  宠物饲料经营者应当建立产品购销台账，如实记录购销宠物

饲料产品的名称、许可证明文件编号、规格、数量、保质期、生产企业名称或

者供货者名称及其联系方式、购销时间等。购销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年。 



第十二条  网络宠物饲料产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入网的宠

物饲料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督促经营者认真履行宠物饲料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责任和义务，保障平台上销售的宠物饲料产品符合本办法要求。 

第十三条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产品可能对宠物健康有害或

者存在其他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通知经营者、使用者，向饲料管

理部门报告，主动召回产品，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召回的产品应当在饲料

管理部门的监督下，予以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 

宠物饲料经营者发现其销售的宠物饲料产品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应当立即

停止销售，通知生产企业、供货者和使用者，向饲料管理部门报告，并记录通

知情况。 

第十四条  境外宠物饲料生产企业向中国出口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

剂预混合饲料的，应当委托境外企业驻中国境内的办事机构或者中国境内代理

机构向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登记，并依法取得进口登记证。 

第十五条  向中国境内出口的宠物饲料，应当包装并附具符合《宠物饲

料标签规定》要求的中文标签；产品卫生指标应当符合《宠物饲料卫生规定》

的要求；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还应当符合进口登记产品的备

案标准要求。 

生产向中国境内出口的宠物饲料所使用的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应当符合

《饲料原料目录》《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的要求，并遵守《饲料添加剂品种

目录》《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的规定。 

第十六条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

门，应当根据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实施宠物饲料产品监督抽查。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职责权限

公布监督抽查结果，并可以公布具有不良记录的宠物饲料生产企业、经营者以

及为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第三方交易平台名单。 

第十七条  未取得饲料生产许可证生产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

合饲料的，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进行处罚。 

第十八条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饲料原料目录》

《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以外的物质生产宠物饲料的，或者不遵守国务院农业

行政主管部门的限制性规定的，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十九

条进行处罚。 

第十九条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未对采购的饲料原料、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和饲料添加剂进行查验或者检验的，或者未对生产的宠物饲料进行产品质量检

验的，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进行处罚。 

第二十条  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不遵守《饲

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的，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进行

处罚。 

第二十一条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未实行采购、生产、销售记录制度或者

产品留样观察制度的，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进行处

罚。 

第二十二条  宠物饲料产品未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或者包装、标签

不符合规定的，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进行处罚。 

第二十三条  宠物饲料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据《饲料和饲料添

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进行处罚： 



（一）对经营的宠物饲料产品进行再加工或者添加物质的； 

（二）经营无产品标签、无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宠物饲料的；经营无生

产许可证的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 

（三）经营用《饲料原料目录》《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以外的物质生产

的宠物饲料的； 

（四）经营未取得进口登记证的进口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

料的。 

第二十四条  宠物饲料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据《饲料和饲料添

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进行处罚： 

（一）对宠物饲料产品进行拆包、分装的；  

（二）未实行产品购销台账制度的；  

（三）经营的宠物饲料产品失效、霉变或者超过保质期的。 

第二十五条  对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宠物饲料产品，生产企业不主动

召回的，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进行处罚。 

第二十六条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据《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进行处罚： 

（一）生产、经营无产品质量标准或者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宠物饲料产

品的；  

（二）生产、经营的宠物饲料产品与标签标示的内容不一致的。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仅适用于宠物犬、宠物猫饲料的管理。其他种类宠

物饲料的管理要求另行规定。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8年 6月 1日起施行。 



附件 2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许可条件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宠物饲料生产许可管理，保障宠物饲料质量安全，根据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宠

物饲料管理办法》，制定本条件。 

第二条  申请从事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的企业，

应当符合本条件。 

第二章  机构与人员 

第三条  企业应当设立技术、生产、质量、销售、采购等管理机构。技

术、生产、质量机构应当配备专职负责人，并不得互相兼任。 

第四条  技术机构负责人应当具备畜牧、兽医、食品等相关专业大专以

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熟悉饲料法规、动物营养、产品配方设计等专

业知识，并通过现场考核。 

第五条  生产机构负责人应当具备畜牧、兽医、食品、机械、化工等相

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熟悉饲料法规、饲料加工技术与

设备、生产过程控制、生产管理等专业知识，并通过现场考核。 

第六条  质量机构负责人应当具备畜牧、兽医、食品、化工、生物等相

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者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熟悉饲料法规、原料与产品质量

控制、原料与产品检验、产品质量管理等专业知识，并通过现场考核。 

第七条  销售和采购机构负责人应当熟悉饲料法规，并通过现场考核。 



第八条  企业应当配备 2名以上专职检验化验员，并通过现场操作技能

考核。 

第三章  厂区、布局与设施 

第九条  企业应当独立设置厂区，厂区周围没有影响产品质量安全的污

染源。 

厂区应当布局合理，生产区与生活、办公等区域分开。厂区应当整洁卫

生，道路和作业场所采用混凝土或者沥青硬化，生活、办公等区域有密闭式生

活垃圾收集设施。 

第十条  生产区应当按照生产工序合理布局，生产区总使用面积应当与

生产规模相匹配。 

固态的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有相对独立、与生产规模相

匹配的原料库、配料间、加工间、成品库和附属物品库房。 

半固态的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有相对独立、与生产规模

相匹配的原料库、前处理间、配料间、加工间、灌装间（区）、外包装间

（区）、成品库和附属物品库房。 

液态的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有相对独立、与生产规模相

匹配的原料库、前处理间、配料间、加工灌装间、外包装间、成品库和附属物

品库房。 

同时生产宠物、畜禽等其他动物饲料的，可以共同使用原料库、成品库和

附属物品库房。宠物饲料生产设备不得用于生产畜禽等其他动物饲料。 

第十一条  生产区建筑物通风和采光良好，自然采光设施应当有防雨功

能。 



第十二条  厂区内应当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或者设备。 

第十三条  厂区内应当有完善的排水系统，排水系统入口处有防堵塞装

置，出口处有防止动物侵入装置。 

第十四条  存在安全风险的设备和设施，应当设置警示标识和防护设

施： 

（一）配电柜、配电箱有警示标识，易产生或者积存粉尘区域的人工采光

灯具、电源开关及插座有防爆功能； 

（二）高温设备和设施有隔热层和警示标识； 

（三）压力容器有安全防护装置； 

（四）设备传动装置有防护罩； 

（五）有投料地坑的，入口处有完整的栅栏； 

（六）吊物孔有坚固的盖板或者四周有防护栏，所有设备维修平台、操作

平台和爬梯有防护栏。 

企业应当为生产区作业人员配备劳动保护用品。 

第十五条  企业仓储设施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满足原料、成品、包材、备品备件的贮存要求，具有防霉、防潮、

防鸟、防鼠等功能； 

（二）存放维生素、微生物添加剂和酶制剂等热敏物质的贮存间面积与生

产规模相匹配，满足储存温度要求，密闭性能良好； 

（三）亚硒酸钠等按危险化学品管理的饲料添加剂，有独立的贮存间或者

贮存柜； 



（四）使用新鲜或者冷冻动物源性原料的，有与生产规模相匹配的冷藏、

冷冻设施或者设备； 

（五）有立筒仓的，配备立筒仓通风系统和温度监测装置。 

第四章  工艺与设备 

第十六条  固态宠物配合饲料生产企业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配备成套加工机组，包括粉碎、配料、提升、混合、调质、膨化、

干燥、喷涂、冷却、计量、包装、异物检除等设备，并具有完整的除尘系统和

电控系统； 

（二）配料、混合工段采用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系统，配料动态精度不大于

3‰，静态精度不大于 1‰； 

（三）混合机的混合均匀度变异系数不大于 7%； 

（四）粉碎机、空气压缩机、高压风机采用隔音或者消音装置； 

（五）生产线除尘系统使用脉冲式除尘设备，投料口采用单点除尘方式，

作业区的粉尘浓度和排放浓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六）小料配制和投料复核分别配置电子秤； 

（七）有添加剂预混合工艺的，单独配备至少一台混合机及相应的除尘设

备，混合机（含混合机缓冲仓）与物料接触部分使用不锈钢制造，混合机的混

合均匀度变异系数不大于 5 %； 

（八）有新鲜或者冷冻、冷藏动物源性原料预处理工序的，单独配备除

杂、粉碎、均质、水解等设备； 

（九）生产车间和作业场所噪音控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  半固态宠物配合饲料生产企业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配备成套加工机组，包括粉碎、配料、混合、乳化、蒸煮、冷却、

计量、灌装、包装、异物检除等设备，并具有完整的电控系统； 

（二）小料配制和投料复核分别配置电子秤； 

（三）有添加剂预混合工艺的，单独配备至少一台混合机并配备相应的除

尘设备，混合机（含混合机缓冲仓）与物料接触部分使用不锈钢制造，混合机

的混合均匀度变异系数不大于 5%； 

（四）生产罐头等具有商业无菌要求的产品的，配备相应的杀菌设备； 

（五）有新鲜或者冷冻、冷藏动物源性原料预处理工序的，单独配备除

杂、粉碎、均质、水解等设备； 

（六）生产车间和作业场所噪音控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八条  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配备成套加工机组，包括原料除杂、配料、混合、成型、计量、自

动包装等设备，并具有完整的除尘系统和电控系统； 

（二）有两台以上混合机，混合机（含混合机缓冲仓）与物料接触部分使

用不锈钢制造，混合机的混合均匀度变异系数不大于 5 %； 

（三）生产线除尘系统使用脉冲式除尘设备，投料口采用单点除尘方式，

作业区的粉尘浓度和排放浓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四）小料配制和投料复核分别配置电子秤； 

（五）有粉碎机、空气压缩机的，采用隔音或消音装置； 

（六）生产车间和作业场所噪音控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九条  半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配备成套加工机组，包括称量、加热、配料、搅拌、灌装、包装等

设备，并具有完整的电控系统； 

（二）生产设备、输送管道及管件使用不锈钢或者性能更好的材料制造； 

（三）加热设备有搅拌、温度控制和温度显示装置； 

（四）搅拌设备的搅拌速度可控； 

（五）小料配制和投料复核分别配置电子秤； 

（六）生产车间和作业场所噪音控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  液态的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应当

符合以下条件： 

（一）配备成套加工机组，包括原料前处理、称量、配液、过滤、灌装等

设备，并具有完整的电控系统； 

（二）生产设备、输送管道及管件使用不锈钢或者性能更好的材料制造； 

（三）有均质工序的，使用高压均质机的工作压力不小于 50兆帕，并符

合安全生产要求；使用高剪切均质机的均质转速不小于 2800转/分； 

（四）配液罐有加热保温功能和温度显示装置； 

（五）小料配制和投料复核分别配置电子秤； 

（六）生产车间和作业场所噪音控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五章  质量检验和质量管理制度 

第二十一条  企业应当在厂区内独立设置检验化验室，并与生产车间和

仓储区域分离。 

第二十二条  宠物配合饲料生产企业检验化验室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生产液态宠物配合饲料的企业，配备常规检验仪器、万分之一分析

天平、可见光分光光度计、定氮装置、粗脂肪提取装置；生产半固态宠物配合

饲料的企业，还应当在液态宠物配合饲料企业的基础上，配备恒温干燥箱、高

温炉、真空泵及抽滤装置、高压灭菌锅、培养箱、显微镜和样品制备设备；生

产固态宠物配合饲料的企业，还应当在半固态宠物配合饲料企业的基础上，配

备硬度测定仪、容重测定仪、水分活度测定仪、标准筛。 

（二）检验化验室至少包括天平室、理化分析室、仪器室、留样观察室；

生产固态宠物配合饲料和半固态宠物配合饲料的，还应当设立微生物检验室。

各功能室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1. 天平室有满足分析天平放置要求的天平台； 

2. 理化分析室有满足样品理化分析和检验要求的通风柜、实验台、器皿

柜、试剂柜；同时开展高温或者明火操作和易燃试剂操作的，分别设立独立的

操作区和通风柜，并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3. 仪器室满足分光光度计等仪器的使用要求； 

4. 留样观察室有满足原料和产品贮存要求的样品柜或者样品架； 

5. 微生物检验室具有符合要求的准备间、缓冲间、无菌间和超净工作

台。 

第二十三条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检验化验室应当符合以下

条件： 

（一）生产液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企业，配备常规检验仪器、万分

之一分析天平；生产半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企业，还应当在液态宠物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企业的基础上，配备恒温干燥箱、高温炉和样品制备设备；



生产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企业，还应当在半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

料企业的基础上，配备标准筛。 

（二）产品中添加维生素的，配备具有紫外检测器的高效液相色谱仪；产

品中添加微量元素的，配备具有火焰原子化器和被测项目元素灯的原子吸收分

光光度计；产品中添加氨基酸、酶制剂等营养性饲料添加剂的，配备满足添加

成分检测要求的检验仪器。 

（三）检验化验室至少包括天平室、前处理室、仪器室和留样观察室。各

功能室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1. 天平室有满足分析天平放置要求的天平台； 

2. 前处理室有能够满足样品前处理和检验要求的通风柜、实验台、器皿

柜、试剂柜、气瓶固定装置以及避光、空调等设备或者设施；同时开展高温或

者明火操作和易燃试剂操作的，分别设立独立的操作区和通风柜，并保持一定

的安全距离； 

3. 仪器室满足高效液相色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等仪器的使用要

求，高效液相色谱仪和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分室存放； 

4. 留样观察室有满足原料和产品贮存要求的样品柜或者样品架。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在满足生产和质量检验要求的前提下，经省级人民政府饲

料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审核同意，企业可以使用性能更好的生产设备和检验仪器

替代本条件中的相关生产设备和检验仪器。 



第二十五条  本条件规定的成套加工机组中，如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

相关工艺和设备，在申报材料和现场检查过程中可不作要求，但因缺少相关工

艺和设备可能影响产品质量安全和安全生产的情况除外。 

第二十六条  本条件自 2018年 6月 1起施行。 

附件 3 

宠物饲料标签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宠物饲料管理，规范宠物饲料标签标示内容，根据《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宠物饲料管理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宠物饲料标签是指以文字、符号、数字、图形等

方式粘贴、印刷或者附着在产品包装上用以表示产品信息的说明物的总称。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的宠物饲料产品的标签应当

按照本规定要求标示产品名称、原料组成、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净含量、贮

存条件、使用说明、注意事项、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许

可证明文件编号和产品标准等信息。 

第四条  宠物饲料产品标签应当在醒目位置标示“本产品符合宠物饲料

卫生规定”字样，并以粘贴或者印刷等形式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 

第五条  宠物饲料产品名称应当位于标签的主要展示版面并采用通用名

称。通用名称应当使用一致的字体、字号和颜色，不得突出或者强调其中的部

分内容。在标示通用名称的同时，可以标示商品名称，但应当放在通用名称之

后或者之下，字号不得大于通用名称。 

（一）宠物配合饲料的通用名称应当标示“宠物配合饲料” “宠物全价

饲料” “全价宠物食品”或者“全价”字样，并标示适用动物种类和生命阶



段。适用动物种类可以具体至犬、猫品种或者体型，如不标示则默认为适用于

所有品种和体型；生命阶段包括幼年期、成年期、老年期、妊娠期、哺乳期

等，如不标示则默认为适用于所有生命阶段。为满足宠物特定生理、病理状态

下营养需要生产的宠物配合饲料，其通用名称应当标示“处方”字样。示例见

附录 1。 

（二）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通用名称应当标示“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

料” “补充性宠物食品”或者“宠物营养补充剂”，并标示适用动物种类和生

命阶段。适用动物种类可以具体至犬、猫品种或者体型，如不标示则默认为适

用于所有品种和体型；生命阶段包括幼年期、成年期、老年期、妊娠期、哺乳

期等，如不标示则默认为适用于所有生命阶段。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通用

名称中，也可以标示产品中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酶制剂等营

养性饲料添加剂，标示时可以使用营养性饲料添加剂的品种名称或者类别名

称。示例见附录 1。 

（三）其他宠物饲料的通用名称应当标示“宠物零食”，并标示适用动物

种类和生命阶段。适用动物种类可以具体至犬、猫品种或者体型，如不标示则

默认为适用于所有品种和体型；生命阶段包括幼年期、成年期、老年期、妊娠

期、哺乳期等，如不标示则默认为适用于所有生命阶段。其他宠物饲料的通用

名称中，也可以标示产品的具体呈现形式。示例见附录 1。 

第六条  宠物饲料产品标签上应当标示原料组成。原料组成包括饲料原

料和饲料添加剂两部分，分别以“原料组成”和“添加剂组成”为引导词。其

中，“原料组成”应当标示生产该产品所用的饲料原料品种名称或者类别名

称，并按照各类或者各种饲料原料成分加入重量的降序排列；“添加剂组成”



应当标示生产该产品所用的饲料添加剂名称，抗氧化剂、着色剂、调味和诱食

物质类饲料添加剂可以标示类别名称。 

饲料原料品种名称应当与《饲料原料目录》一致，类别名称应当与附录 2

规定一致。饲料添加剂名称应当与《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一致。 

在产品中使用以《饲料原料目录》中动物水解物为主要原料复配制成的调

味产品的，应当在原料组成部分中以“宠物饲料复合调味料”或者“口味增强

剂”标示。 

原料组成中的某种原料如以品种名称标示，则不应当再以类别名称标示；

如以类别名称标示，则不应当再以品种名称标示。 

第七条  在中国境内生产的宠物饲料产品标签上应当标示产品所执行的

产品标准编号。进口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应当标示进口产品

复核检验报告的编号。 

第八条  宠物饲料产品标签上应当标示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产品成分

分析保证值的计量单位见附录 3。 

（一）宠物配合饲料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至少应当包括的项目、要求及具

体标示方法见附录 4。 

为满足宠物特定生理、病理状态下的营养需要生产的宠物配合饲料，其产

品成分分析保证值除满足上述要求外，可以进行特殊标示。 

（二）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至少应当标示水分和产

品中所添加的主要营养性饲料添加剂，标示方法参照附录 4。 

（三）其他宠物饲料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至少应当标示水分，也可以根据

需要标示其他成分的分析保证值，标示方法参照附录 4。 



第九条  宠物饲料产品应当标示产品包装单位的净含量。净含量标示由

净含量、数字和法定计量单位组成。净含量与产品名称应当位于标签的同一展

示版面。 

固态产品应当使用质量进行标示，净含量不足 1千克的，以克或者 g作为

计量单位；净含量超过 1千克（含 1千克）的，以千克或者 kg作为计量单位。 

液态产品、半固态产品除可以使用前款规定的质量进行标示外，也可以使

用体积标示，以体积标示时，净含量不足 1 升的，以毫升或者 mL作为计量单

位；净含量超过 1 升（含 1升）的，以升或者 L作为计量单位。 

第十条  宠物饲料产品标签上应当标示产品的贮存条件及贮存方法。 

第十一条  宠物饲料产品标签上应当标示产品使用说明。使用说明应当

根据宠物的生命阶段、活动量和体型类别标示推荐饲喂量或者饲喂建议。 

第十二条  宠物饲料产品标签上应当标示产品使用的注意事项。含动物

源性成分（乳和乳制品除外）的产品应当标示“本产品不得饲喂反刍动物”字

样。 

通用名称标示“处方”字样的宠物配合饲料，应当在注意事项中参照本规

定附录 5中的示例，标示该产品适用的宠物特定生理、病理状态及主要营养特

征，并在醒目位置标示“请在执业兽医指导下使用”字样。如其适用的生理、

病理状态及主要营养特征未在附录 5收录范围以内，该产品的生产企业应当参

照附录 5根据产品的实际情况标示注意事项，并能够提供相关证明资料。资料

至少应当包括能够验证产品效果的科学试验数据及配方组成。 

第十三条  宠物饲料产品标签应当标示完整的年、月、日生产日期信

息，标示方法见附录 6。进口产品中文标签标示的生产日期应当与原产地标签



上标示的生产日期一致。如生产日期标示采用“见包装物某部位”的形式，应

当标示包装物的具体部位。生产日期的标示不得另外加贴或者篡改。 

第十四条  宠物饲料产品标签应当标示保质期，标示方法见附录 6。进口

宠物饲料产品中文标签标示的保质期应当与原产地标签上标示的保质期一致。

如保质期标示采用“见包装物某部位”的形式，应当标示包装物的具体部位。

保质期的标示不得另外加贴或者篡改。 

第十五条  在中国境内生产的宠物配合饲料和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

产品标签，应当标示与许可证明文件一致的生产许可证编号、企业名称、注册

地址、生产地址、联系方式；其他宠物饲料产品，应当标示与生产企业营业执

照一致的企业名称、注册地址、生产地址、联系方式。如生产企业的注册地址

与生产地址一致，可不重复标示。 

进口宠物饲料产品应当以中文标示原产国名或者地区名。进口宠物配合饲

料和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应当标示与进口登记证一致的登记证号、生

产厂家名称、生产地址，以及该产品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销售机构名

称、地址和联系方式。其他进口宠物饲料产品，应当标示生产厂家名称、生产

地址，以及该产品在中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销售机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

式。 

联系方式应当标示以下至少一项内容：电话、传真、网络联系方式、通讯

地址等。 

第十六条  对于内包装不独立销售的宠物饲料产品，外包装应当标示本

规定的所有内容，内包装至少标示产品名称、保质期和净含量。对于内包装独

立销售的产品，内、外包装均应当标示本规定的所有内容。如内包装已标示本



规定的所有内容，且标示内容能透过外包装物清晰、完整地呈现，可不在外包

装物上进行重复标示。仅用于宠物饲料产品运输的外包装除外。 

对于复合包装产品，外包装应当标示复合包装的净含量和所含独立包装的

净含量及件数，或者直接标示所含独立包装的净含量和件数，标示形式见附录

6。外包装上标示的保质期应当按照最早到期的独立包装产品的保质期计算，生

产日期应当标示最早生产的独立包装产品的生产日期，也可以在外包装上分别

标示各独立包装产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第十七条  宠物饲料免费产品，除标示本规定的所有内容外，还应当标

示“免费样品” “赠品” “非卖品”或者“试用装”等字样。 

第十八条  委托加工的宠物配合饲料、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除

标示本规定的所有内容外，还应当标示委托企业的名称、注册地址和生产许可

证编号。 

第十九条  宠物饲料产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其标示应当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第二十条  宠物饲料产品标签中可以进行成分、功能和特性声称，声称

时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禁止对宠物饲料作具有预防或者治疗宠物疾病的说明或者宣传。 

（二）所有声称应当具备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包括公开发表的出版物、教

科书、配方组成、检测数据或者试验报告等。 

（三）对成分进行声称时，声称的内容应当置于产品名称相邻位置，并与

产品名称使用相同的字体和颜色，字号不大于产品名称，不得以任何形式突出

或者强调其中部分内容。 



1. 宠物饲料如声称使用某种饲料原料，应当在饲料原料组成中标示其名

称，并在名称后标示其添加量；如该饲料原料使用所属类别名称标示，应当在

类别名称之后以括号的方式标示该饲料原料的品种名称及其在产品中的添加

量。示例见附录 1。 

2. 经脱水处理的饲料原料，可以依据水分还原后其在产品中的含量进行

声称。可以进行水分还原的饲料原料种类及其计算方法见附录 7。如进行水分

还原，则附录 7中涉及的三类饲料原料应当同时还原，计算方法应当按附录 7

执行。 

3. 声称“XX 配方”时，产品中的“XX”饲料原料应当达到产品总重的

26%以上；如对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饲料原料进行组合声称，其中至少一种饲料原

料应当达到产品总重的 26%以上，其余每种饲料原料均应当达到产品总重的 3%

以上，声称应当按原料的重量百分比降序排列。示例见附录 1。 

声称“含 XX配方”时，产品中的“XX”饲料原料应当达到产品总重的 14%

以上；如对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饲料原料进行组合声称，其中至少一种饲料原料

应当达到产品总重的 14%以上，其余每种饲料原料均应达到产品总重的 3%以

上，声称应按原料的重量百分比降序排列。示例见附录 1。 

声称“含 XX”时，产品中的“XX”饲料原料应当达到产品总重的 4%以

上；如对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饲料原料进行组合声称，其中至少一种饲料原料应

当达到产品总重的 4%以上，其余每种原料均应当达到产品总重的 3%以上，声称

应当按饲料原料的重量百分比降序排列。示例见附录 1。 



4. 如宠物饲料产品使用的饲料原料、宠物饲料复合调味料或者口味增强

剂能够赋予产品某种风味，可以对产品的风味进行声称，声称应当使用“XX

味”字样。示例见附录 1。 

5. 如宠物饲料产品中的某种饲料原料的添加量足以赋予产品某些特有属

性，即使该原料未达到产品总重的 4%，也可以对其进行声称，声称应当使用

“添加 XX”字样。示例见附录 1。 

6. 宠物饲料产品如声称使用某种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营养素或者

使用的某种饲料添加剂可以赋予产品某些特有属性，声称应当使用“含 XX”字

样。声称涉及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营养素应当在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

中列示。声称涉及的饲料添加剂应当在饲料添加剂组成中列示并标示其添加

量。示例见附录 1。 

7. 宠物饲料产品可以声称不含有某种饲料原料或者饲料添加剂，声称应

当使用“无 XX”或者“不含 XX”。除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外，不得对其他任

何物质进行不含有声称。对于麸质成分，如其含量不高于 20 mg/kg 时，可以进

行“无麸质”或者“不含麸质”的声称。 

8.如对宠物饲料产品中的某种成分含量进行“高” “增高”或者“低” 

“降低”或者类似的比较性声称，应当以本企业的产品作为参照物且明确列

示，增高或者降低的比例应当达到 15%以上，对于常量营养素，增高或者降低

的百分比应当能够通过配方进行验证。示例见附录 1。 

（四）对特性进行声称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 如宠物饲料产品使用的所有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均来自未经加工、

非化学工艺加工或者只经过物理加工、热加工、提取、纯化、水解、酶解、发



酵或者烟熏等处理工艺的植物、动物或者矿物质微量元素，可对产品进行特性

声称，声称应当使用“天然的” “天然粮”或者类似字样。如宠物饲料产品中

添加的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是化学合成的，也可以对产品进行

“天然的” “天然粮”的声称，但应当同时对所使用的维生素、氨基酸、矿物

质微量元素进行标示，声称应当使用“天然粮，添加 XX”字样；如添加了两种

（类）或者两种（类）以上的化学合成的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

声称中可以使用饲料添加剂的类别名称。所有声称文字应置于同一展示版面，

使用相同的字体、字号和颜色，中间不得插入其他任何内容，不得以任何形式

突出或者强调其中某一部分。示例见附录 1。 

2. 如宠物饲料产品使用的某种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来自未经加工、非

化学工艺加工或者只经过物理加工、热加工、提取、纯化、水解、酶解、发酵

或者烟熏等处理工艺的植物、动物或者矿物质微量元素，可以对该饲料原料或

者饲料添加剂进行特殊声称，声称应当使用“天然”字样。示例见附录 1。 

3. 如宠物饲料产品使用的某种饲料原料除冷藏外未经蒸煮、干燥、冷

冻、水解等类似任何处理过程，且不含有氯化钠、防腐剂或者其他饲料添加

剂，可以对该饲料原料进行声称，声称应当使用“新鲜的” “鲜”或者类似字

样。示例见附录 1。 

4. 如犬用宠物饲料产品的水分含量低于 20%且脂肪含量不高于 9%、水分

含量在 20%至 65%之间且脂肪含量不高于 7%、水分含量大于 65%且脂肪含量不高

于 4%时，可以对犬用宠物饲料进行“低脂肪”的声称。如猫用宠物饲料产品水

分含量低于 20%且脂肪含量不高于 10%、水分含量在 20%至 65%之间且脂肪含量



不高于 8%、水分含量大于 65%且脂肪含量不高于 5%时，可以对猫用宠物饲料进

行“低脂肪”的声称。 

5. 如犬用宠物饲料产品的水分含量低于 20%且能量值不高于 1296kJ 

ME/100g、水分含量在 20%至 65%之间且能量值不高于 1045kJ ME/100g、水分含

量不低于 65%且能量值不高于 376kJ ME/100g 时，可以对该产品进行“低能

量”声称并对其能量值进行标示。如猫用宠物饲料产品水分含量低于 20%且能

量值不高于 1359kJ ME/100g、水分含量在 20%至 65%之间且能量值不高于

1108kJ ME/100g、水分含量不低于 65%且能量值不高于 397kJ ME/100g，可以对

该产品进行“低能量”声称并对其能量值进行标示。标示时应当以“能量”或

者“能量值”为引导词，并与该声称置于同一展示版面。能量值应当以代谢能

（ME）值表示，并以 kJ/100g为单位，代谢能可以采用计算值，计算方法见附

录 8，但应当在代谢能值后以括号的方式标注“计算值”字样。 

6. 宠物饲料产品可以使用“新产品” “配方升级” “产品升级”或者

类似声称，但声称应当有充分证据，且该声称在产品标签上标示的时间不得超

过 18个月。 

7. 如对宠物饲料产品进行符合国际或者国外标准的声称，产品应当符合

对应标准的所有要求，且在监管部门要求时应当能提供检测报告或者产品配方

等证明材料。 

（五）如宠物饲料产品使用的某种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或者饲料原料中

含有的某种营养素具有维持、增强宠物生长、发育、生理功能或者机体健康的

作用，可以进行功能声称。声称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声称涉及的饲料添加剂应当在饲料添加剂组成或者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

中按本规定要求标示，声称涉及的饲料原料应当在原料组成中标示其名称，并

在名称后标示其添加量，示例见附录 1。 

2.如宠物饲料产品对毛球产生、牙垢积聚等非疾病性问题具有预防性作

用，可以进行功能声称，声称可以使用“预防”字样并标示该产品可以预防的

非疾病问题，示例见附录 1。 

第二十一条  宠物饲料标签应当结实耐用。附签形式的标签不得与包装

物分离或者被遮掩，标签内容应当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完整呈现。标签内容

应当清晰、醒目、持久，方便消费者辨认和识读。文字应当使用规范的汉字

（商标、进口宠物饲料的生产者和地址、国外经营者的名称和地址、网址除

外），可以同时使用有对应关系的汉语拼音、少数民族文字或者其他文字，但

不得大于相应的汉字（商标除外）。对于印有多语言的包装物，凡使用规范汉

字提供的信息均应当符合本规定的要求。 

第二十二条  标签的展示面积大于 35cm2 时，标示内容的文字、符号、

数字的高度不得小于 1.8mm。不同包装物或者包装容器上标签最大表面面积计

算方法见附录 9。 

第二十三条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

理部门，应当根据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实施宠物饲料产品标签监督抽查。 

第二十四条  宠物饲料产品标签不符合本规定的，依据《饲料和饲料添

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进行处罚。 



第二十五条  宠物饲料生产企业、经营者生产、经营的宠物饲料与标签

标示的内容不一致的，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进行处

罚。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18年 6月 1日起施行。 

    附录：1. 宠物饲料标示内容示例 

2. 宠物饲料原料分类 

3. 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常用计量单位 

4. 宠物配合饲料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至少应当包括的项目及标示

要求 

5. 宠物配合饲料适用的特定状态及主要营养特征标示示例 

6. 生产日期、保质期及净含量的标示 

7. 可进行水分还原的原料种类及其计算方法 

8. 产品能量值的计算方法 

9. 不同包装物或者包装容器上标签最大表面面积计算方法 

附录 1 

宠物饲料标示内容示例 

一、宠物配合饲料通用名称示例 

——“宠物配合饲料犬粮”或者“宠物全价饲料犬粮”或者“全价犬粮”

或者“全价宠物食品犬粮”； 

——“宠物配合饲料幼年期犬粮”或者“宠物全价饲料幼年期犬粮”或者

“全价幼年期犬粮”或者“全价幼犬粮”或者“全价宠物食品幼年期犬粮”； 



——“宠物配合饲料泰迪幼年期犬粮”或者“宠物全价饲料泰迪幼年期犬

粮”或者“全价泰迪幼年期犬粮”或者“全价泰迪幼犬粮”或者“全价宠物食

品泰迪幼年期犬粮”； 

——“宠物配合饲料大型犬幼年期犬粮”或者“宠物全价饲料大型犬幼年

期犬粮”或者“全价大型犬幼年期犬粮” 或者“全价大型犬幼犬粮”或者“全

价宠物食品大型犬幼年期犬粮”； 

——“宠物配合饲料犬处方粮”或者“宠物全价饲料犬处方粮”或者“全

价犬处方粮”或者“全价宠物食品犬处方粮”。 

二、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通用名称示例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微量元素”或者“补充性宠物食品微量元

素”或者“宠物营养补充剂微量元素”；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犬幼年期微量元素”或者“补充性宠物食品

犬幼年期微量元素”或者“宠物营养补充剂犬幼年期微量元素”；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泰迪犬幼年期微量元素”或者“补充性宠物

食品泰迪犬幼年期微量元素”或者“宠物营养补充剂泰迪犬幼年期微量元

素”；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大型犬幼年期微量元素”或者“补充性宠物

食品大型犬幼年期微量元素”或者“宠物营养补充剂大型犬幼年期微量元

素”。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维生素 B”或者“补充性宠物食品维生素

B”或者“宠物营养补充剂维生素 B”；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犬幼年期维生素 B”或者“补充性宠物食品

犬幼年期维生素 B”或者“宠物营养补充剂犬幼年期维生素 B”；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泰迪犬幼年期维生素 B”或者“补充性宠物

食品泰迪犬幼年期维生素 B”或者“宠物营养补充剂泰迪犬幼年期维生素 B”；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大型犬幼年期维生素 B”或者“补充性宠物

食品大型犬幼年期维生素 B”或者“宠物营养补充剂大型犬幼年期维生素 B”。 

三、其他宠物饲料通用名称示例 

——“宠物零食肉棒”； 

——“宠物零食幼犬饮料”； 

——“宠物零食幼犬牛肉粒”； 

——“宠物零食幼犬洁齿磨牙棒” 

——“宠物零食泰迪犬咬胶”。 

四、宠物饲料产品如声称使用某种饲料原料，标示示例 

——“肉类及制品（鸡肝 3.5%）”； 

——“果蔬类籽实及其制品（蔓越莓 1.3%）”。 

五、成分声称标示示例 

（一）宠物饲料产品中某种饲料原料达到产品总重 26%以上，声称标示示

例： 

——“牛肉配方”； 

——“鸡肉大米配方”； 

——“牛肉鸡肉配方”。 



（二）宠物饲料产品中某种饲料原料达到产品总重 14%以上，声称标示示

例： 

——“含牛肉配方”； 

——“含糙米配方”； 

——“含牛肉鸡肉配方”； 

——“含牛肉大米配方”。 

（三）宠物饲料产品中某种饲料原料达到产品总重 4%以上，声称标示示

例： 

——“含牛肉”； 

——“含糙米”； 

——“含牛肉鸡肉”； 

——“含鸡肉大米”。 

（四）宠物饲料产品中使用的饲料原料、宠物饲料复合调味料或者口味增

强剂能够赋予产品某种风味，声称标示示例： 

——“牛肉味”； 

——“鸡肉味”； 

——“烟熏味”。 

（五）宠物饲料产品中某种饲料原料的添加量足以赋予产品某些特有属

性，声称标示示例： 

——“添加燕麦”； 

——“添加牛初乳”。 



（六）宠物饲料产品如声称使用某种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等营养素或

者使用的某种饲料添加剂可以赋予产品某些特有属性，声称标示示例： 

——“含 DHA”； 

——“含共轭亚油酸”。 

（七）宠物饲料产品进行比较性声称时，声称标示示例： 

——高蛋白全价犬粮（与 XX全价犬粮相比）。 

六、特性声称标示示例 

（一）声称应当使用“天然的”、“天然粮”或者类似字样的宠物饲料产

品标示示例： 

——“天然粮，添加维生素”； 

——“天然粮，添加维生素和氨基酸”。 

——“天然色素”； 

——“天然防腐剂”。 

（二）声称应当使用“新鲜的”、“鲜”或者类似字样的宠物饲料产品标

示示例： 

——“新鲜鸡肉”； 

——“鲜牛肉”。 

七、功能声称标示示例 

（一）宠物饲料产品中如使用的某种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或者其中含有

的某种营养素具有维持、增强宠物生长、发育、生理功能或者机体健康的作

用，声称标示示例： 

——“含钙促进骨骼发育”； 



——“含菊苣根粉促进肠道有益菌增殖”。 

（二）宠物饲料产品如对非疾病性问题具有预防性作用，声称标示示例： 

——“预防毛球产生”； 

——“预防牙垢聚集”。 

附录 2 

宠物饲料原料分类 

序号 类别名称 与《饲料原料目录》对应的原料品种 

1 谷物及其制品 “谷物及其加工产品”中的所有原料 

2 油料籽实及其制品 “油料籽实及其加工产品”中的所有原料 

3 豆科籽实及其制品 “豆科作物籽实及其加工产品”中的所有原料 

4 果蔬类籽实及其制品 
“块茎、块根及其加工产品”中的所有原料、“其它籽实、果实类产品及

其加工产品”中的所有原料 

5 天然植物及其制品 “其它植物、藻类及其加工产品”中的 7.1、7.2、7.3、7.4的原料 

6 饲草类及其制品 “饲草、粗饲料及其加工产品”中的所有原料 

7 藻类及其制品 “其它植物、藻类及其加工产品”中的 7.5的原料 

8 乳类及其制品 “乳制品及其副产品”中的所有原料 

9 肉类及其制品 “陆生动物产品及其副产品”中 9.1、9.3、9.6 和 9.7的原料 

10 昆虫及其制品 “陆生动物产品及其副产品”中 9.2和 9.5 的原料 

11 蛋类及其制品 “陆生动物产品及其副产品”中 9.4的原料 

12 鱼类等水生生物及其制品 “鱼、其它水生生物及其副产品”中的所有原料 

13 矿物质 “矿物质”中的所有原料 

14 微生物发酵类制品 “微生物发酵产品及副产品”中的所有原料 

附录 3 

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常用计量单位 

一、粗蛋白质、粗脂肪、粗纤维、水分、粗灰分、钙、总磷、水溶性氯化

物（以 Cl-计）、氨基酸含量，以百分含量（%）表示。 

二、微量元素含量，以每克、每千克、每毫升、每升、每片、每胶囊、每

粒中元素的毫克数表示。 

示例：mg/g、mg/kg、mg/mL、mg/L、mg/片、mg/胶囊。 



三、维生素含量，以每克、每千克、每毫升、每升、每片、每胶囊、每粒

产品中含药物或者维生素的毫克数，或者以表示生物效价的国际单位（IU）表

示。 

示例：mg/g、mg/kg、mg/mL、mg/L、mg/片、mg/胶囊、mg/粒，或 IU/g、

IU/kg、IU/mL、IU/L、IU/片、IU/胶囊。 

四、酶制剂含量，以每克、每毫升、每片、每胶囊、每粒产品中含酶活性

单位表示。 

示例：U/g、U/mL、U/片、U/胶囊、U/粒。 

五、微生物含量，以每克、每千克、每毫升、每升、每片、每胶囊、每粒

产品中含微生物的菌落数或者个数表示。 

示例：CFU/g、CFU/kg、CFU /mL、CFU /L、CFU/片、CFU/胶囊、CFU/粒，

或者个/g、个/mL、个/片、个/胶囊。 

附录 4 

宠物配合饲料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至少应当包括的项目及标示要求 

项目 要求 标示方法 

粗蛋白质 最小值 ≥，或者不小于，或者至少 

粗脂肪 
最小值；对于进行低脂

肪声称的产品，应当同

时标示其最大值 

≥，或者不小于，或者至少；进行低脂肪声称的产品应当标

示为：最小值≤粗脂肪≤最大值，或者粗脂肪不小于，且不

大于 

粗纤维 最大值 ≤，或者不大于，或者至多 

水分 最大值 ≤，或者不大于，或者至多 

粗灰分 最大值 ≤，或者不大于，或者至多 

钙 最小值 ≥，或者不小于，或者至少 

总磷 最小值 ≥，或者不小于，或者至少 

水溶性氯化物 

（以 Cl﹣计） 
最小值 ≥，或者不小于，或者至少 

赖氨酸，适用于犬粮 最小值 ≥，或者不小于，或者至少 

牛磺酸，适用于猫粮 最小值 ≥，或者不小于，或者至少 

附录 5 



宠物配合饲料适用的特定状态及主要营养特征标示示例 

一、改善慢性肾功能不全状态 

示例：本产品适用于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犬、猫使用，产品中的磷和蛋白质

经过科学调整。 

二、帮助溶解鸟粪石 

示例：本产品用于促进犬、猫鸟粪石溶解，产品中的镁和蛋白质经过科学

调整。 

三、减少鸟粪石再生 

示例：本产品用于减少犬、猫鸟粪石再生，产品中的镁经过科学调整。 

四、减少尿酸盐结石形成 

示例：本产品用于减少犬、猫尿酸盐结石形成，产品中的嘌呤和蛋白质经

过科学调整。 

五、减少草酸盐结石形成 

示例：本产品用于减少犬、猫草酸盐结石形成，产品中的钙、维生素 D经

过科学调整。 

六、减少胱氨酸结石形成 

示例：本产品用于减少犬、猫胱氨酸结石形成，产品中的蛋白质和含硫氨

基酸经过科学调整。 

七、降低急性肠道吸收障碍发生 

示例：本产品用于降低犬、猫急性肠道吸收障碍发生，产品中的电解质和

易消化原料经过科学调整。 

八、降低原料和营养素不耐受 



示例：本产品用于降低犬、猫原料和营养素的不耐受症，产品中的蛋白质

或者碳水化合物经过科学调整。 

九、改善消化不良 

示例：本产品用于改善犬、猫消化不良，产品中原料的可消化性和脂肪经

过科学调整。 

十、改善慢性心脏功能不全 

示例：本产品用于改善犬、猫慢性心脏功能不全，产品中的钠经过科学调

整。 

十一、调节葡萄糖供给 

示例：本产品用于调节糖尿病犬、猫的葡萄糖供给，产品中的碳水化合物

经过科学调整。 

十二、改善肝功能不全 

示例：本产品用于调节肝功能不全的犬、猫的营养供给，产品中的蛋白质

和必需脂肪酸经过科学调整。 

十三、改善高脂血症 

示例：本产品用于调节犬、猫的脂肪代谢，产品中的脂肪和必需脂肪酸经

过科学调整。 

十四、改善甲状腺机能亢进 

示例：本产品用于改善猫的甲状腺机能亢进状态，产品中的碘经过科学调

整。 

十五、降低肝脏中的铜含量 

示例：本产品用于降低犬肝脏中的铜，产品中的铜经过科学调整。 



十六、改善超重状态 

示例：本产品用于降低犬、猫的多余体重，产品的能量密度经过科学调

整。 

十七、营养恢复期 

示例：本产品用于犬、猫疾病后的营养恢复，产品的能量密度、必需营养

素和易消化原料经过科学调整。 

十八、改善皮肤炎症和过度脱毛 

示例：本产品用于改善犬、猫皮肤炎症和过度脱毛现象，产品中的必需脂

肪酸经过科学调整。 

十九、改善关节炎症 

示例：本产品用于改善犬、猫的关节炎症，产品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维

生素 E等经过科学调整。 

附录 6 

生产日期、保质期及净含量的标示 

一、生产日期的标示 

生产日期中年、月、日可用空格、斜线、连字符、句点等符号分隔，或者

不用分隔符。年代号一般应当标示 4位数字，小包装食品也可以标示 2位数

字。月、日应当标示 2 位数字。 

生产日期标示示例： 

——“生产日期：2010年 3月 20日”； 

——“生产日期：20日 3月 2010年”或者“生产日期：3月 20日 2010

年”； 



——“生产日期（年/月/日）：2010 03 20”或者“生产日期（年/月/

日）：2010/03/20”或者“生产日期（年/月/日）：20100320”； 

——“生产日期（月/日/年）：03 20 2010”或者“生产日期（月/日/

年）：03/20/2010”或者“生产日期（月/日/年）：03202010”； 

——“生产日期（日/月/年）：20 03 2010”或者“生产日期（日/月/

年）：20/03/2010”或者“生产日期（日/月/年）：20032010”。 

二、保质期的标示 

示例： 

——“保质期：××个月”或者“××日”或者“××天”或者“×

年”； 

——“保质期至××××年××月××日”或者“保质期至××月××日

××××年”或者“保质期至××日××月××××年”； 

——“此日期前最佳……”或者“此日期前食用最佳……”或者“最好

在……之前食用”或者“……之前食用最佳”（……）处填写日期。 

三、净含量的标示 

（一）复合包装中独立包装为同类产品的，净含量标示方式示例： 

——“净含量：40克×5”或者“净含量：40g×5”； 

——“净含量：5×40g”或者“净含量：5×40g”； 

——“净含量：200克（5×40克）”或者“净含量：200g（5×

40g）”； 

——“净含量：200克（40克×5）”或者“净含量：200g（40g×

5）”； 



——“净含量：200克（5件或者 5袋或者 5包或者 5罐或者 5听）”或

者“净含量：200g（5件或者 5袋或者 5包或者 5罐或者 5听）”； 

——“净含量：200克（100克＋50克×2）”或者“净含量：200g（100g

＋50g×2）”； 

——“净含量：200克（80克×2＋40 克）”或者“200g（80g×2＋

40g）”。 

（二）复合包装中独立包装为不同类产品的，净含量标示方式示例： 

——“净含量：200克（A产品 40克×3，B产品 40克×2）或 200g（A产

品 40g×3，B产品 40g×2）”； 

——“净含量：200克（40克×3，40 克×2）”或者“净含量：200g

（40g×3，40g×2）”； 

——“净含量：100克 A产品，50克×2 B产品，50克 C产品”或者“净

含量：100g A产品，50g×2 B产品，50g C产品”； 

——“净含量：A产品：100克，B产品：50克×2；C产品：50克”或者

“净含量：A产品：100g，B产品：50g×2；C产品：50g”； 

——“净含量：100克（A产品），50 克×2（B产品），50克（C产

品）”或者“净含量：100g（A产品），50g×2（B产品），50g（C产

品）”； 

——“净含量：A产品 100克，B产品 50克×2， C产品 50克”或者“净

含量：A 产品 100g，B产品 50g×2， C产品 50g”。 

附录 7 

可进行水分还原的原料种类及其计算方法 



一、可进行水分还原的原料种类及还原后水分还原标准 

新鲜水果和蔬菜（不包括由果蔬皮渣制成的副产品）的脱水物：90.0%； 

肉类、鱼类（仅包括可食用动物组织）的脱水物：75.0%； 

谷物：15.0% 

二、含水原料水分还原示例 

（一）固态/半固态宠物饲料 

原料 
配方组

成，kg 

原料的水

分含量，% 

配方中的干物

质含量，kg 

水分还原标

准，% 

还原后的配方

组成，kg 

还原后的配方

组成比例，% 

玉米 66.0 10.0 59.4 15.0 69.9 37.2 

鸡肉粉 24.2 10.0 21.8 75.0 87.2 46.4 

牛肉粉 1.8 11.1 1.6 75.0 6.4 3.4 

胡萝卜粉 2.0 8.0 1.84 90.0 18.4 9.8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4.0   4.0   4.0 2.1 

油脂 2.0   2.0   2.0 1.1 

总计 100.0       187.9 100.0 

    注：1. 上述示例中，原配方中 24.2 kg的鸡肉粉经水分还原后相当于

87.2 kg 的鸡肉，占还原后配方组成比例 46.4%，可以进行“鸡肉配方”的声

称；原配方中 2.0 kg的胡萝卜粉经水分还原后相当于 18.4 kg的胡萝卜，占还

原后配方组成比例 9.8%，可以进行“含胡萝卜”的声称；原配方中 1.8 kg的

牛肉粉经水分还原后相当于 6.4 kg的牛肉，占还原后配方组成比例 3.4%，可

以进行“牛肉味”的声称。 

    （二）液态宠物饲料 

原料 
配方组

成，kg 

原料的水

分含量，% 

配方中的干物

质含量，kg 

水分还原标

准，% 

还原后的配方

组成，kg 

还原后的配方

组成比例，% 

水 42.0       35.4 35.4 

牛肉 35.0       35.0 35.0 

鸡肉 18.2       18.2 18.2 

鱼肉 2.0       2.0 2.0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2.0       2.0 2.0 

胡萝卜粉 0.8 8.0 0.74 10.0 7.4 7.42 



总计 100.0       1001 100 

    注：1. 上述示例中，配方中 0.8 kg 的胡萝卜粉经水分还原后重量增加

至 7.4 kg，增加的 6.6 kg重量可视为来源于配方中的水分，所以计算还原后

的配方组成比例时配方总重量保持 100 kg 不变。 

2.配方中 0.8 kg的胡萝卜粉经水分还原后相当于 7.4 kg 的胡萝卜，

占还原后配方组成比例 7.4%，可以进行“含胡萝卜”的声称。 

附录 8 

产品能量值的计算方法 

一、犬用宠物饲料产品能量值计算方法（每 100 g产品中） 

（一）总能（GE）计算 

总能（Kcal）= 5.7 × 粗蛋白质克数 + 9.4×粗脂肪克数 + 4.1×（无

氮浸出物克数+粗纤维克数） 

（二）能量消化率（%）计算 

能量消化率（%）= 91.2–1.43×干物质中粗纤维所占百分比数 

（三）消化能（DE）计算 

消化能（Kcal）= GE ×能量消化率（%） 

（四）代谢能（ME）计算 

代谢能（Kcal）= DE – 1.04×粗蛋白克数 

（五）单位换算 

    1 Kcal= 4.186 kJ 

示例： 

以 100克犬用配合饲料产品为例计算其能量值，其中含 80 g水分、7 g粗

蛋白质、4 g粗脂肪、3 g粗灰分、1 g粗纤维和 5 g无氮浸出物 



GE（Kcal）=5.7 × 7 + 9.4 × 4 + 4.1 ×（1 + 5）= 102.1 

GE（Kcal）= 5.7 × 7 + 9.4 × 4 + 4.1 ×（1 + 5）= 102.1 

            

能量消化率（%）=91.2-（1.43×5）=84.05% 

DE（Kcal）=102.1×84.05%%=85.8 

ME（Kcal）=85.8–1.04×7=78.5 

ME（kJ）=78.5×4.186=328.6 

二、猫用宠物饲料产品能量值计算方法（每 100 g产品中） 

（一）总能（GE）计算 

总能（Kcal） = 5.7 × 粗蛋白质克数 + 9.4×粗脂肪克数 + 4.1×（无

氮浸出物克数+粗纤维克数） 

（二）能量消化率（%）计算 

能量消化率（%）= 87.9–0.88×干物质中粗纤维所占百分比数 

（三）消化能（DE）计算 

消化能（Kcal）= GE ×能量消化率（%） 

（四）代谢能（ME）计算 

代谢能（Kcal）= DE – 0.77×粗蛋白质克数 

（五）单位换算 

    1 Kcal = 4.186 kJ 

示例： 

以 100克猫用宠物配合饲料产品为例计算其能量值，其中含 80 g水分、7 

g粗蛋白、4 g粗脂肪、3 g粗灰分、1 g粗纤维和 5 g无氮浸出物 



            

能量消化率（%）=87.9 –（0.88 ×5）= 83.5% 

DE（Kcal）= 102.1 ×83.5% = 85.3 

ME（Kcal）= 85.3– 0.77 × 7 = 79.9 

ME（kJ）=79.9×4.186=334.5 

附录 9 

不同包装物或者包装容器上标签最大表面面积计算方法 

一、长方体形包装物或者包装容器上的计算方法 

长方体形包装物或者包装容器的最大一个侧面的高度（cm）乘以宽度

（cm）。 

二、圆柱形包装物或者包装容器、近似圆柱形包装物或者包装容器上的

计算方法 

包装物或者包装容器的高度（cm）乘以圆周长（cm）的 40%。 

三、其他形状的包装物或者包装容器上的计算方法 

包装物或者包装容器的总表面积的 40%。 

四、如果包装物或者包装容器有明显的主要展示版面，应以主要展示版

面的面积为最大表面面积。 

五、包装袋等计算表面面积时应除去封边所占尺寸。瓶形或者罐形包装

计算表面面积时不包括肩部、颈部、顶部和底部的凸缘。 

附件 4 

宠物饲料卫生规定 



一、为加强宠物饲料管理，保障宠物饲料产品质量安全和宠物健康，依据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宠物饲料管理办法》，制定本规定。 

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的供宠物犬、宠物猫直接食用的宠

物饲料产品的卫生指标，应当符合本规定的要求。 

三、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应

当以卫生指标为重点，根据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实施宠物饲料产品监督抽

查。 

四、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职责

权限公布监督抽查结果，并可以公布具有不良记录的宠物饲料生产企业、经营

者以及为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第三方交易平台名单。 

五、宠物饲料生产企业、经营者生产、经营的宠物饲料不符合本规定卫生

指标要求的，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进行处罚。 

六、本规定自 2018年 6月 1日起施行。 

附录：宠物饮料卫生指标及试验方法 

附录 

宠物饲料卫生指标及试验方法 

类别 
序

号 
卫生指标 产品名称 限量① 试验方法 备注 

无机

污染

物和

1 氟，mg/kg 

宠物配合饲料 ≤150 

GB/T 

13083 

—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

料、其他宠物饲料 

≤500(磷含

量≤4%时) 

表中磷

含量以

干物质



含氮

化合

物 

≤125/1%

的磷含量 

(磷含量＞

4%时)② 

含量 88%

计 

2 镉，mg/kg 

宠物配合饲料、宠物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其他宠物饲料 

≤2 
GB/T 

13082 
— 

3 铬，mg/kg 

宠物配合饲料、宠物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其他宠物饲料 

≤5 

GB/T 

13088-

2006 

（原子吸

收光谱

法） 

— 

4 汞，mg/kg 

宠物配合饲料、宠物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其他宠物饲料 

≤0.3 
GB/T 

13081 
— 

5 铅，mg/kg 

宠物配合饲料 ≤5 

GB/T 

13080 
—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

料、其他宠物饲料 
≤10 

无机

污染

物和

6 总砷，mg/kg 

含有水生动物及其制

品或者藻类及其制品

的宠物配合饲料、宠

≤10 

总砷： 

GB/T 

13079 

其中，

无机砷

含量不



含氮

化合

物 

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和其他宠物饲料 

无机砷：

GB/T 

23372 

超过 2 

mg/kg 

不含有水生动物及其

制品或者藻类及其制

品的宠物配合饲料 

≤2 

— 
不含有水生动物及其

制品或者藻类及其制

品的宠物添加剂预混

合饲料和其他宠物饲

料 

≤4 

7 三聚氰胺，mg/kg 

宠物配合饲料、宠物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其他宠物饲料 

≤2.5 
NY/T 

1372 

水分达

到或超

过 60%

的罐头

宠物饲

料以原

样计 

8 亚硝酸盐（以 NaNO2计），mg/kg 
水分含量小于 14%的

宠物配合饲料 
≤15 

GB/T 

13085 
— 

真

菌毒

素 

9 黄曲霉毒素 B1，μg/kg 

宠物配合饲料、宠物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其他宠物饲料 

≤10 

  

NY/T 

2071（适

用于水分

— 



含量

<60%的

宠物饲

料）； 

GB/T 

30955

（适用于

水分含量

≥60%的

宠物饲

料） 

10 伏马毒素（B1+B2）， mg/kg 

宠物配合饲料、宠物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其他宠物饲料 

≤5 
NY/T 

1970 
— 

真菌

毒素 
11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mg/kg 

宠物配合饲料（猫

用）、宠物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猫用）、

其他宠物饲料（猫

用） 

≤5 

GB/T 

30956 
— 

宠物配合饲料（犬

用）、宠物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犬用）、

≤2 



其他宠物饲料（犬

用） 

12 玉米赤霉烯酮，mg/kg 

宠物配合饲料（幼年

期、妊娠期和哺乳

期）、宠物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幼年期、

妊娠期和哺乳期）、

其他宠物饲料（幼年

期、妊娠期和哺乳

期） 

≤0.15 

NY/T 

2071 
— 

宠物配合饲料（成年

期）、宠物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成年

期）、其他宠物饲料

（成年期） 

≤0.25 

13 赭曲霉毒素 A， mg/kg 

宠物配合饲料、宠物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其他宠物饲料 

≤0.01 
GB/T 

30957 
— 

14 T-2 和 HT-2，mg/kg 

宠物配合饲料（猫

用）、宠物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猫用）、

 ≤0.05 SN/T 3136 — 



其他宠物饲料（猫

用） 

天然

植物

毒素 

15 氰化物（以 HCN 计），mg/kg 

宠物配合饲料、宠物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其他宠物饲料 

≤50 
GB/T 

13084 
— 

有机

氯污

染物 

16 
滴滴涕(DDT)， 

mg/kg 

宠物配合饲料、宠物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其他宠物饲料 

≤0.05 
GB/T 

5009.162 
— 

有机

氯污

染物 

17 
多氯联苯（以 PCB28, 

PCB52,PCB101,PCB138,PCB153,PCB180

总和计），mg/kg 

宠物配合饲料、宠物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其他宠物饲料 

≤0.04 
GB 

5009.190 
— 

18 
六六六(HCH) 

，mg/kg 

α-

HCH 

宠物配合饲

料、宠物添

加剂预混合

饲料、其他

宠物饲料 

≤0.02 

GB/T 

13090 
— 

-

HCH 

宠物配合饲

料、宠物添

加剂预混合

饲料、其他

宠物饲料 

≤0.01 

-

HCH 

宠物配合饲

料、宠物添

加剂预混合

饲料、其他

宠物饲料 

≤0.2 

19 六氯苯(HCB)，mg/kg 

宠物配合饲料、宠物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其他宠物饲料 
≤0.01 SN/T 0127 — 

微生

物污

染物 

20 
沙门氏菌， 

（每 25 g 中） 

宠物配合饲料（罐头

除外） 
不得检出 

GB/T 

13091 
—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

料（罐头除外）、其

他宠物饲料（罐头除

外） 

不得检出 



21 微生物 

宠物配合饲料（罐

头）、宠物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罐头）、

其他宠物饲料（罐

头） 

商业无菌 
GB 

4789.26 
— 

说明：①表中所列限量，除特别注明外均以干物质含量 88%计(微生物污染物指标除外)。②宠物添加剂预混合

饲料、其他宠物饲料产品的磷含量大于 4%时，每增加 1%的磷，其氟限量在 500mg/kg 的基础上增加

125mg/kg。例如：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其他宠物饲料的磷含量为 5%时，其氟限量为 625mg/kg；磷含

量为 5.5%时，其氟限量按比例增加为 687.5mg/kg。 

附件 5 

宠物配合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要求 

一、许可范围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宠物配合饲料的企业（以下简称企

业）。 

（二）宠物配合饲料，是指为满足宠物不同生命阶段或者特定生理、病理

状态下的营养需要，将多种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按照一定比例配制的饲料，

单独使用即可满足宠物全面营养需要。 

宠物配合饲料分为：固态宠物配合饲料、半固态宠物配合饲料、液态宠物

配合饲料。 

（三）本要求适用于以下情形： 

1. 设立：指企业首次申请生产许可； 

2. 续展：指企业生产许可有效期满继续生产； 



3. 增加或者更换生产线：增加生产线指企业在同一厂区增建已获得许可

产品的生产线；更换生产线指企业对已有生产线的关键设备或生产工艺进行重

大调整； 

4. 增加产品品种：指企业申请增加生产许可范围以外的产品品种； 

5. 迁址：指企业迁移出原生产地址，搬迁至新的生产地址； 

6. 变更：指企业名称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注册地址或者注册地址名

称变更、生产地址名称变更。 

二、申报材料格式要求 

（一）企业应当按照《宠物配合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一览表》的要求提

供相关材料。 

（二）申报材料应当使用 A4规格纸、小四号宋体打印，按照《宠物配合

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一览表》顺序编制目录、装订成册并标注页码。表格不

足时可加续表。申报材料应当清晰、干净、整洁。 

（三）申报材料中企业提供的企业承诺书、宠物配合饲料生产许可申请

书、工商营业执照、企业组织机构图、主要机构负责人毕业证书或职称证书、

厂区平面布局图、生产工艺流程图和工艺说明、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系统配料精

度证明、混合机混合均匀度检测报告、检验化验室平面布置图、检验仪器购置

发票、企业管理制度等证明材料原件或者复印件的首页应当加盖企业公章。 

（四）申报材料一式两份（包括纸质文件和电子文档光盘），其中一份报

送省级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承担具体受理工作的饲料管理部门留存一份。 

（五）申报材料电子文档采用 PDF格式，相关证明文件应为原件扫描件，

文件名为企业全称。 



（六）增加或更换生产线、增加产品品种的，仅提供与申请事项相关的资

料。 

（七）对于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的工艺和设备，申报材料中相关内容可

不填写，但应另附文字说明。 

三、申报材料内容要求 

（一）企业承诺书 

（二）宠物配合饲料生产许可申请书 

1. 封面 

1.1 生产许可证编号：已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填写原生产许可证编号，

新设立的企业不填写。 

1.2 产品类别：根据企业情况，在固态宠物配合饲料、半固态宠物配合饲

料、液态宠物配合饲料后面的“□”中打“√”。 

1.3 企业名称：填写企业工商营业执照上的注册名称，并加盖企业公章。 

1.4 联系人：填写企业负责办理生产许可的工作人员姓名。 

1.5 联系方式：填写企业负责办理生产许可的联系人的手机、固定电话

（注明区号）、传真等。 

1.6 申请事项：根据企业情况分别在选项后面的“□”中打“√”。 

1.7 申报日期：填写企业报出材料的日期。 

2. 企业基本情况 

各栏仅填写与申请事项相关的内容。 

2.1 企业名称：填写企业工商营业执照上的注册名称。 



2.2 生产地址：填写企业生产所在地详细地址，注明省（自治区、直辖

市）、市(地)、县 (市、区)、乡 (镇、街道)、村（社区）、路（街）、号。 

2.3 法定代表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注册地址）、企业类型、注

册资本：按照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填写。 

2.4 固定资产：指厂房、设备和设施等资产总值。 

2.5 所属法人机构信息：如企业为非法人单位，应当填写所属法人机构信

息。 

2.6 主要机构设置及人员组成 

机构名称按照企业实际情况填写技术、生产、质量、销售、采购等机构。 

人员总数填写与企业签订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并缴纳了养老、医疗等保险

的人员数量。 

专业技术人员填写企业的技术、生产、质量、销售、采购等机构中取得中

专以上学历或者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数量。 

2.7 企业简介包括建立时间或者变迁来源、隶属关系、所有权性质、生产

产品、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工艺装备、质量管理等内容（1000字以内）。 

3. 产品基本情况 

3.1 生产线名称：按照产品品种进行命名。如固态宠物配合饲料生产线、

半固态宠物配合饲料生产线、液态宠物配合饲料生产线。 

3.2 生产能力：固态宠物配合饲料生产线按照膨化设备的设计生产能力

（吨/小时）填写；半固态宠物配合饲料生产线按照杀菌设备的设计生产能力

（立方米）填写；液态宠物配合饲料生产线按照配液设备的生产能力（升）填

写。 



3.3 产品品种：按照固态宠物配合饲料、半固态宠物配合饲料、液态宠物

配合饲料填写。 

3.4 产品系列：按照饲喂宠物划分，分别填写犬、猫。 

4. 生产设备明细表 

4.1 企业应当以生产线为单位，填写与生产工艺流程图一致的设备。 

4.1.1 固态宠物配合饲料填写粉碎、配料、提升、混合、调质、膨化、干

燥、喷涂、冷却、计量、包装、异物检除等设备以及除尘系统和电控系统等辅

助设备。 

4.1.2 半固态宠物配合饲料填写粉碎、配料、混合、乳化、蒸煮、冷却、

计量、灌装、包装、异物检除等设备以及电控系统等辅助设备。 

4.1.3 液体宠物配合饲料填写原料前处理、称量、配液、过滤、灌装等设

备以及电控系统等辅助设备。有均质工序的还需填写均质设备。 

4.1.4 有新鲜或者冷冻动物源性原料预处理工序的，填写除杂、粉碎、均

质、水解等设备或设施。 

4.1.5 有添加剂预混合工艺的，填写混合机、除尘器等设备。 

4.1.6 生产罐头等具有商业无菌要求的产品的，还需填写杀菌设备或者提

供与其他机构签订的处于有效期的产品杀菌委托协议。 

4.2 生产线名称及序号：与 3.1对应，并逐一填写。 

4.3设备名称、型号规格、生产厂家、出厂日期：按照设备说明书或者设

备铭牌填写。 

4.4技术性能指标：填写反映生产设备主要特征的技术性能参数。 

5. 检验仪器明细表 



5.1 按照宠物饲料生产企业许可条件规定逐一列出。 

5.2 仪器名称、型号规格、生产厂家、出厂日期、出厂编号：按照仪器说

明书或者仪器铭牌填写。 

5.3 技术性能指标：填写检验仪器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6. 主要管理技术人员登记表 

填写与企业签订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并缴纳了养老、医疗等保险的人员，

包括企业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生产负责人、质量负责人、销售负责人、采购

负责人、检验化验员等，其中检验化验员至少 2名。 

（三）工商营业执照 

提供本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尚未取得工商注册的企业除外。非法

人单位还应当提供所属法人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企业组织机构图 

提供包括技术、生产、质量、销售、采购等机构的企业组织机构图。 

（五）主要机构负责人毕业证书或职称证书 

提供技术、生产和质量机构负责人的毕业证书或者职称证书复印件。 

（六）厂区平面布局图 

按比例绘制厂区平面布局图，并注明生产、检化验、生活、办公等功能

区。 

1. 固态宠物配合饲料生产区应当标明原料库、配料间、加工间、成品库

和附属物品库房的基本尺寸。 

2. 半固态宠物配合饲料生产区应当标明原料库、前处理间、配料间、加

工间、灌装间（区）、外包装间（区）、成品库和附属物品库房的基本尺寸。 



3. 液态宠物配合饲料生产区应当标明原料库、前处理间、配料间、加工

灌装间、外包装间、成品库和附属物品库房的基本尺寸。 

4. 使用新鲜或者冷冻动物源性原料的，应当标明冷藏或者冷冻设备或者

设施的基本尺寸。 

（七）生产工艺流程图和工艺说明 

按照企业实际生产线数量逐一提供生产工艺流程图和工艺说明，生产工艺

流程图应当使用规范的饲料加工设备图形符号绘制。 

工艺说明应当反映主要生产步骤、目的、原理、实施方式、实施效果等内

容。使用同一套生产设备生产不同宠物饲料产品的，应当提供防止交叉污染措

施。生产区以及生产线中的设备设施如与动物源性成分接触，还应当提供生产

区域、生产设备设施的清洗消毒措施。使用化学药品进行清洗消毒的，还应当

说明化学药品贮存方式、使用后的处理措施。 

（八）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系统配料精度证明 

生产固态宠物配合饲料的，提供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系统配料精度的自检报

告或者专业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或者系统供应商提供的技术参数证明复印

件。 

（九）混合机混合均匀度检测报告 

生产中使用混合机的，提供所有混合机的混合均匀度自检报告或者专业检

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或者供应商提供的技术参数证明复印件。 

（十）检验化验室平面布置图 

按比例绘制检验化验室平面布置图，图中标明天平室、理化分析室、仪器

室和留样观察室等功能室以及功能室的基本尺寸和检验仪器的位置。固态和半



固态宠物配合饲料生产企业，还应当标明微生物检验室及其准备间、缓冲间、

无菌间的基本尺寸。 

（十一）检验仪器购置发票 

有检验仪器购置发票的提供发票复印件。无法提供购置发票的，提供检验

仪器已列入企业固定资产的证明材料。 

（十二）企业管理制度 

提供企业按照《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制定的主要管理制度的名称、主

要内容等（1500字以内）。 

（十三）企业生产许可证 

已经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提供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十四）相关证明材料 

提出变更申请的，提供企业所在地相关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宠物配合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一览表 

序

号 
申报材料项目 设立 续展 

增加

或更

换生

产线 

增加

产品

品种 
迁址 

变更

企业

名称 

变更

企业

法定

代表

人 

变更企业

注册地址

或注册地

址名称 

变更企

业生产

地址名

称 

1 企业承诺书 √ √ √ √ √         

2 宠物配合饲料生产许可申请书 √ √ √ √ √         

3 工商营业执照 √ √     √ √ √ √ √ 

4 企业组织机构图 √ √     √         

5 
主要机构负责人毕业证书或职

称证书 
√ √     √         

6 厂区平面布局图 √ √ √ √ √         

7 生产工艺流程图和工艺说明 √ √ √ √ √         

8 
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系统配料精

度证明 
√ √ √ √ √         

9 混合机混合均匀度检测报告 √ √ √ √ √         



10 检验化验室平面布置图 √ √     √         

11 检验仪器购置发票 √ √     √         

12 企业管理制度 √ √     √         

13 企业生产许可证   √ √ √ √ √ √ √ √ 

14 相关证明材料           √ √ √ √ 

    注：1.增加或者更换生产线、增加产品品种的，仅提供与申请事项相关

的材料。 

2.表中序号 8，仅适用于配料、混合工段采用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系统

的企业。 

3.表中序号 9，不适用于液态宠物配合饲料生产企业。 

企业承诺书 

一、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 

（一）本企业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

许可管理办法》《宠物饲料管理办法》《宠物饲料生产企业许可条件》及其相

关要求已经充分理解。 

（二）本企业提供的纸质和电子申报材料均真实、完整、一致。申报材料

中如有虚假不实信息，自愿承担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 

二、遵纪守法承诺 

本企业严格遵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严格遵守国家关于计量、环保、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消防安全、

危险化学品使用、实验室管理等相关管理规定。如有违纪违法行为，自愿承担

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企业公

章） 

年  

月  日 

生产许可证

编号： 

宠物配合饲料生产许可申请书 

产品品种：固态宠物配合饲料

□                        

半固态宠物配合饲料

□                      

                  液态宠物配合饲料

□                        

        企业名称：          （公

章）                        

联 系 

人：                                

          

        联系方

式：                                

          



        申请事项：设立□     续展□     增加或更换生产

线□  

                  增加产品品种□     迁址

□                 

        申报日

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制 

表 1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通讯地址及邮编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注册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本（万元）   固定资产（万元）   

所属法

人机构

信息 

名称   

住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法定代表人   

企业类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主要机构设置及人员组成 

机构名称             

人数             

人员总数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企业简介: 
  

  
  
  

  
  



  

表 2  产品基本情况 

生产线序号 生产线一 生产线二 生产线三 生产线四 

生产线名称         

生产能力（吨/小时）（立方米）

（升） 
        

产品品种 产品系列 

    

    

    

    

    

    

    

表 3  生产设备明细表 

生产线名称及序号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生产厂家 出厂日期(年月) 技术性能指标 

            

            

            

            

            

            

            

            

            

            

    表 4  检验仪器明细表 

序号 仪器名称 型号规格 生产厂家 出厂日期（年月） 出厂编号 技术性能指标 

              

              

              

              

              

              

              

              

              



              

    表 5  主要管理技术人员登记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称 学历 所学专业 
获证书时间、种类及编

号 
发证机

关 

                

                

                

                

                

                

                

                

                

    注：“证书”指与企业签订了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并缴纳了养老、医疗

等保险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最高学历证书。 

附件 6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要求 

一、许可范围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企业（以下简

称企业）。 

（二）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是指为满足宠物对氨基酸、维生素、矿物

质微量元素、酶制剂等营养性饲料添加剂的需要，由营养性饲料添加剂与载体

或者稀释剂按照一定比例配制的饲料。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分为：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半固态宠物添

加剂预混合饲料、液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三）本要求适用于以下情形： 

1. 设立：指企业首次申请生产许可； 

2. 续展：指企业生产许可有效期满继续生产； 



3. 增加或者更换生产线：增加生产线指企业在同一厂区增建已获得许可

产品的生产线；更换生产线指企业对已有生产线的关键设备或者生产工艺进行

重大调整； 

4. 增加产品品种：指企业申请增加生产许可范围以外的产品品种； 

5. 迁址：指企业迁移出原生产地址，搬迁至新的生产地址； 

6. 变更：指企业名称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注册地址或者注册地址名

称变更、生产地址名称变更。 

二、申报材料格式要求 

（一）企业应当按照《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一览表》

的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二）申报材料应当使用 A4规格纸、小四号宋体打印，按照《宠物添加

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一览表》顺序编制目录、装订成册并标注页

码。表格不足时可加续表。申报材料应当清晰、干净、整洁。 

（三）申报材料中企业提供的企业承诺书、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

可申请书、工商营业执照、企业组织机构图、主要机构负责人毕业证书或者职

称证书、厂区平面布局图、生产工艺流程图和工艺说明、混合机混合均匀度检

测报告、检验化验室平面布置图、检验仪器购置发票、企业管理制度等证明材

料原件或者复印件的首页应当加盖企业公章。 

（四）申报材料一式两份（包括纸质文件和电子文档光盘），其中一份报

送省级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承担具体受理工作的机构留存一份。 

（五）申报材料电子文档采用 PDF格式，相关证明文件应为原件扫描件，

文件名称为企业全称。 



（六）增加或者更换生产线、增加产品品种的，仅提供与申请事项相关的

资料。 

（七）对于企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的工艺和设备，申报材料中相关内容可

不填写，但应另附文字说明。 

三、申报材料内容要求 

（一）企业承诺书 

（二）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申请书 

1. 封面 

1.1生产许可证编号：已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填写原生产许可证编号，

新设立的企业不填写。 

1.2产品品种：根据企业情况，在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半固态宠

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液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后面的“□”中打“√”。 

1.3企业名称：填写企业工商营业执照上的注册名称，并加盖企业公章。 

1.4联系人：填写企业负责办理生产许可的工作人员姓名。 

1.5 联系方式：填写企业负责办理生产许可的联系人的手机、固定电话

（注明区号）、传真等。 

1.6申请事项：根据企业情况分别在选项后面的“□”中打“√”。 

1.7申报日期：填写企业报出材料的日期。 

2. 企业基本情况 

各栏仅填写与申请事项相关的内容。 

2.1企业名称：填写企业工商营业执照上的注册名称。 



2.2 生产地址：填写企业生产所在地详细地址，注明省（自治区、直辖

市）、市(地)、县 (市、区)、乡 (镇、街道)、村（社区）、路（街）、号。 

2.3法定代表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注册地址）、企业类型、注

册资本：按照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填写。 

2.4 固定资产：指厂房、设备和设施等资产总值。 

2.5所属法人机构信息：如企业为非法人单位，应当填写所属法人机构信

息。 

2.6主要机构设置及人员组成 

机构名称按照企业实际情况填写技术、生产、质量、销售、采购等机构。 

人员总数填写与企业签订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并缴纳了养老、医疗等保险

的人员数量。 

专业技术人员填写企业的技术、生产、质量、销售、采购等机构中取得中

专以上学历或者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数量。 

2.7企业简介包括建立时间或者变迁来源、隶属关系、所有权性质、生产

产品、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工艺装备、质量管理等内容（1000字以内）。 

3. 产品基本情况 

3.1生产线名称：按照产品品种进行命名。如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生产线、半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线、液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

产线等。 

3.2生产能力：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线按照混合设备的设计生

产能力（吨/小时）填写，计算方法为混合机有效容积×0.5平均容重×10批/

小时；半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线按照灌装设备的设计生产能力（支/



小时）填写；液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线按照配液设备的生产能力

（升）填写。 

3.3产品品种：按照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半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

合饲料、液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填写。 

3.4产品系列：按照饲喂宠物划分，分别填写犬、猫。 

4. 生产设备明细表 

4.1企业应当以生产线为单位，填写与生产工艺流程图一致的设备。 

4.1.1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填写原料除杂、配料、混合、成型、计

量、自动包装等设备以及除尘系统和电控系统等辅助设备。 

4.1.2半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填写称量、加热、配料、搅拌、灌

装、包装等设备以及电控系统等辅助设备。 

4.1.3液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填写原料前处理、称量、配液、过滤、

灌装等设备以及电控系统等辅助设备。有均质工序的还需填写均质设备。 

4.1.4有添加剂预混合工艺的，还需填写混合机、除尘器等设备。 

4.2 生产线名称及序号：与 3.1对应，并逐一填写。 

4.3 设备名称、型号规格、生产厂家、出厂日期：按照设备说明书或者设

备铭牌填写。 

4.4材质：填写生产设备的制造材料名称。 

4.5技术性能指标：填写反映生产设备主要特征的技术性能参数。 

5. 检验仪器明细表 

5.1 按照宠物饲料生产企业许可条件规定逐一列出。 



5.2仪器名称、型号规格、生产厂家、出厂日期、出厂编号：按照仪器说

明书或者仪器铭牌填写。 

5.3 技术性能指标：填写检验仪器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6. 主要管理技术人员登记表 

填写与企业签订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并缴纳了养老、医疗等保险的人员，

包括企业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生产负责人、质量负责人、销售负责人、采购

负责人、检验化验员等，其中检验化验员至少 2名。 

（三）工商营业执照 

提供本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尚未取得工商注册的企业除外。非法

人单位还应当提供所属法人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企业组织机构图 

提供包括技术、生产、质量、销售、采购等机构的企业组织机构图。 

（五）主要机构负责人毕业证书或职称证书 

提供技术、生产和质量机构负责人的毕业证书或者职称证书复印件。 

（六）厂区平面布局图 

按比例绘制厂区平面布局图，并注明生产、检化验、生活、办公等功能区 

1. 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生产区应当标明原料库、配料间、加工

间、成品库和附属物品库房的基本尺寸。 

2. 半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生产区应当标明原料库、前处理间、

配料间、加工间、灌装间（区）、外包装间（区）、成品库和附属物品库房的

基本尺寸。 



3. 液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生产区应当标明原料库、前处理间、配

料间、加工罐装间、外包装间、成品库和附属物品库房的基本尺寸。 

（七）生产工艺流程图和工艺说明 

按照企业实际生产线数量逐一提供生产工艺流程图和工艺说明，生产工艺

流程图应当使用规范的饲料加工设备图形符号绘制。 

工艺说明应当反映主要生产步骤、目的、原理、实施方式、实施效果等内

容。使用同一套生产设备生产不同宠物饲料产品的，还应当提供防止交叉污染

措施。 

（八）混合机混合均匀度检测报告 

生产中使用混合机的，提供所有混合机的混合均匀度自检报告或者专业检

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或者供应商提供的技术参数证明复印件。 

（九）检验化验室平面布置图 

按比例绘制检验化验室平面布置图，图中标明天平室、前处理室、仪器室

和留样观察室等功能室以及功能室的基本尺寸和检验仪器的位置。 

（十）检验仪器购置发票 

有检验仪器购置发票的提供发票复印件。无法提供购置发票的，提供检验

仪器已列入企业固定资产的证明材料。 

（十一）企业管理制度 

提供企业按照《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制定的主要管理制度的名称、主

要内容等。（1500 字以内） 

（十二）企业生产许可证 

已经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提供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十三）相关证明材料 

提出变更申请的，提供企业所在地相关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一览表 

序号 申报材料项目 设立 续展 
增加或

更换生

产线 

增加

产品

品种 
迁址 

变更

企业

名称 

变更

企业

法定

代表

人 

变更企

业注册

地址或

注册地

址名称 

变更企

业生产

地址名

称 

1 企业承诺书 √ √ √ √ √         

2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

可申请书 
√ √ √ √ √         

3 工商营业执照 √ √     √ √ √ √ √ 

4 企业组织机构图 √ √     √         

5 
主要机构负责人毕业证书或职

称证书 
√ √     √         

6 厂区平面布局图 √ √ √ √ √         

7 生产工艺流程图和工艺说明 √ √ √ √ √         

8 混合机混合均匀度检测报告 √ √ √ √ √         

9 检验化验室平面布置图 √ √   √ √         

10 检验仪器购置发票 √ √   √ √         

11 企业管理制度 √ √     √         

12 企业生产许可证   √ √ √ √ √ √ √ √ 

13 相关证明材料           √ √ √ √ 

    备注：1. 增加或者更换生产线、增加产品品种的，仅提供与申请事项

相关的材料。 

2. 表中序号 8，不适用于液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 

企业承诺书 

一、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 

（一）本企业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

许可管理办法》《宠物饲料管理办法》《宠物饲料生产企业许可条件》及其相

关要求已经充分理解。 



（二）本企业提供的纸质和电子申报材料均真实、完整、一致。申报材料

中如有虚假不实信息，自愿承担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 

二、遵纪守法承诺 

本企业严格遵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严格遵守国家关于计量、环保、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消防安全、

危险化学品使用、实验室管理等相关管理规定。如有违纪违法行为，自愿承担

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

名 

（企业公

章） 

年  月  

日 

生产许可证编号： 

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申请书 

产品品种：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                   

                  半固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                 

                  液态宠物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                   



        企业名称：          （公

章）                           

        联 系 

人：                                

             

        联系方

式：                                 

            

        申请事项：设立□     续展□     增加或更换生产

线□     

                  增加产品品种□    迁址

□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制 

表 1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通讯地址及邮编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注册地址）   

企业类型   

注册资本（万元）   固定资产（万元）   

所属法人

机构信息 

名称   

住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企业类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主要机构设置及人员组成 

 机构名称             

人数             

人员总数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企业简介： 
  
  

  
  

  

  

表 2  产品基本情况 

生产线序号 生产线一 生产线二 生产线三 

生产线名称       

生产能力 
（吨/小时）（支/小时）

（升） 

      

产品品种 产品系列 

    

    

    

    

    

    

    

表 3  生产设备明细表 

生产线名称及序号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材质 生产厂家 出厂日期(年月) 技术性能指标 

              

              

              

              

              

              

              

              

              



              

    表 4  检验仪器明细表 

序号 仪器名称 型号规格 生产厂家 出厂日期（年月） 出厂编号 技术性能指标 

              

              

              

              

              

              

              

              

              

              

    表 5  主要管理技术人员登记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称 学历 所学专业 获证书时间、种类及编号 发证机关 

                

                

                

                

                

                

                

                

                

                

    注：“证书”指与企业签订了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并缴纳了养老、医疗

等保险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最高学历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