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标志产品 邓川牛奶》地方标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大理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2021年度大理州地方

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

经大理州洱源县申报，原国家质量监督验验检疫总局以

2001年第30号公告批准对邓川牛奶实施原产地标记保护。2005

年7月15日，原国家质检总局78号令，规定原产地标记产品原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布的《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原产

地标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中关于地理标志的内容同样适用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2021年4月，经洱源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向大理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地理标志产品 邓川

牛奶》列为大理州地方标准制定计划项目，并下达了任务书。

根据任务书要求，云南新希望邓川蝶泉乳业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成立《地理标志产品 邓川牛奶》地方标准起草小组（以下简

称“标准起草小组”），承担并开展了《地理标志产品 邓川

牛奶》地方标准起草工作。

（二）起草单位

1.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为云南新希望邓川蝶泉乳业有限公

司、大理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洱源县农业农村局。

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见下表: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李志超 男 副总经理 云南新希望邓川蝶泉乳业 组织领导及



有限公司 统筹协调

郭健 男 经理
云南新希望邓川蝶泉乳业

有限公司
实验验证

罗寿常 男 检验工程师
云南新希望邓川蝶泉乳业

有限公司
标准起草

段钟星 男 品鉴师
云南新希望邓川蝶泉乳业

有限公司
文本整理

张锐生 男 主管
云南新希望邓川蝶泉乳业

有限公司
标准起草

赵浩军 男 检验工程师
大理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

检测中心
标准起草

何高琪 男 高级工程师
洱源县农业农村局畜牧工

作站
标准起草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目的意义

邓川牛奶是产自云南大理邓川奶牛的乳汁，牛奶是最古老

的天然饮料，被誉为白色血液。它的主要成份有水、脂肪、磷

脂、蛋白质、乳糖、无机盐等，而乳蛋白中的氨基酸和乳脂肪

极易被人体吸收。无论是儿童、青少年、成人、老人等都可以

饮用，邓川牛适应性强、耐粗饲，乳脂率平均为 6.89%，乳蛋

白率 4.2%以上。乳脂颗粒大小适中，香味浓郁，高于生鲜牛乳

质量标准。邓川牛所生产的生鲜乳，用于加工奶粉、奶酪时，

原料和成品比例小，品质好，优势明显。原奶味浓，清纯，香

甜。

企业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乳品加工生产线，日处理鲜牛奶

能力达到 200 吨。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HACCP 认

证、GMP 认证、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诚信管理体系认

证及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认证等。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346103&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346103&ss_c=ssc.citiao.link


邓川牛奶中所含有的蛋白质都是优质蛋白质，主要为酪蛋

白、球蛋白、乳蛋白等，其中包含人体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全部

氨基酸，这是其他食物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对于正处于长身体

的青少年或者身体营养流失较为严重的中老年人，是非常适合

饮用牛奶的。对补充身体营养、提高人体免疫力大有好处。2020

年公司生产的牛奶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公司现已步入发展快

车道，市场份额逐年扩大，牛奶收购量、企业产销量、年利税

不断增长。

为传承好、保护好，开发好这一地域性特色产品，规范并

促进产业发展，洱源县积极开展了邓川牛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申报工作。经过努力，2001年，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以2001年第30号公告批准邓川牛奶为原产地标记保护产品。

2005年7月15日，原国家质检总局78号令，规定原产地标记产

品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布的《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原

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中关于地理标志的内容同样适用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根据《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规定》

的要求制定和实施《地理标志产品 邓川牛奶》大理州地方标

准，对加强对邓川牛奶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规范行业生产行

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是有效实施邓川牛奶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重要技术支撑，对提高邓川牛奶知名度，

形成并发挥其品牌效应等有着积极且深远的意义。

三、主要起草过程

标准制定任务下达后，云南新希望邓川蝶泉乳业有限公司

牵头，大理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洱源县农业农村局



等单位积极参与，及时成立了《地理标志产品 邓川牛奶》地

方标准起草小组，有序开展标准起草工作。

（一）资料收集

2001年，经原云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批准，成立了邓川

牛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报管理委员会及办公室。领导小组成

立后，便深入开展了资料收集和清理工作，全面收集洱源县域

邓川牛奶的生产、加工等相关资料，并广泛查阅国内外有关标

准和技术资料，对邓川牛奶产业进行调研，听取相关部门的意

见和建议，收集各方信息及征求意见、建议，取得共识，达成

一致性意见，为标准的起草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产品质量抽查及检验

标准起草小组组织对洱源县境内邓川牛奶生产企业抽查

200批次，对其产品感官特征以及内在品质中的脂肪、蛋白质、

非脂乳固体、碳水化合物、钠、钙及酸度等项目进行检验检测

和比对分析。

（三）标准的起草和修改完善

根据调研及资料收集、检验检测情况，标准起草小组完成

了《地理标志产品 邓川牛奶》征求意见稿的起草工作，并制

定技术方案，进行技术验证，对生产企业以及相关主管部门进

行征求意见，根据技术验证和征求意见情况，完成了标准送审

稿的制定。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

的关系

（一）编写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GB/T

17924-2008《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规定进行编写。

2.适用性原则

在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标准要求要求相协调的基

础上，结合洱源县当地生产实际，标准内容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要强。

（二）编制依据

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批准对邓川牛奶等产

品实施原产地标记保护的公告（2001 年第 30 号）。

根据《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规定》和 GB 17924-1999《原

产地域产品通用要求》、GB 2519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

NY/T 2362 生乳贮运技术规范、NY/T 2662 标准化养殖场 奶

牛、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DG5329/T 40 大

理州奶牛健康高效饲养管理技术规范、DG5329/T 81 生鲜乳收

购站建设与管理技术规范等相关规定及要求，结合邓川牛奶产

品的生产技术和品质特征实事求是的制定，有关的技术指标和

卫生指标都严于国家标准，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引用国家、行

业有关标准。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上级相关标准相协调、无

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

证的论述

（一）主要条款的说明

1.环境条件

奶牛养殖宜选择海拔高度1 650 m～2 700 m，光照充足、

气候温暖、降水充沛、水资源丰富、生态良好、交通方便的区

域，内年平均气温14.0 ℃左右，年日照时数≥2 000 h，年降

雨量≥700 mm，空气质量达到GB 3095二级以上标准，水质符

合NY 5027规定。

2. 奶牛品种

以当地改良培育的邓川黑白花乳牛、荷斯坦奶牛为主。

3.奶牛养殖

3.1 养殖场

符合NY/T 2662的规定。

3.2 养殖管理

按照DG5329/T 40的规定进行。

4.生乳收购

4.1 生乳质量

符合GB 19301的规定。

4.2 生乳收购

按DG5329/T 81的规定进行。

4.3 生乳贮运

按NY/T 2362的规定进行。

5. 加工



5.1 卫生要求

邓川牛奶加工过程卫生要求应符合GB 12693、GB 14881的

规定。

5.2 加工工艺

邓川牛奶加工工艺如图1所示。

生乳 → 净乳 → 冷藏 → 均质 → 杀菌 → 冷却 →

灌装 → 包装 → 检验 → 出厂

图1 邓川牛奶加工工艺图

6.产品质量要求及检验方法

6.1 感官要求及检验方法

邓川牛奶感官要求及检验方法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邓川牛奶感官要求及检验方法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泽 呈均匀一致的乳白色或微黄色

GB 25190
滋味、气味 具有牛乳固有的香味，奶香浓郁，无异味

组织状态
呈均匀一致液体，无凝块、无沉淀、无正

常视力可见异物

6.2 理化指标及检验方法

邓川牛奶的理化指标及检测方法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邓川牛奶理化指标及其检测方法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脂肪，g/100 g ≥ 3.5 GB 5009.6

蛋白质，g/100 g ≥ 3.0 GB 5009.5

非脂乳固体，g/100 g ≥ 8.2 GB 5413.39

钙（以 Ca 计），mg/100 g ≥ 100 GB 5009.92

酸度，
○
T 12～16 GB 5009.239

（二）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对洱源县境内的邓川牛奶生产加工



和生产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并对其产品进行了大量的检测

检验和比对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家、行业有关标准规定，

参考同行业有关数据和指标要求，对邓川牛奶从生产到加工各

个环节进行规定，标准提出的数据科学合理，能有效保障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邓川牛奶的产品质量。

六、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在标准征求意见中，广泛征求了洱源县农业农村局、大理

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等行业主管部门、科研机构的意

见建议，收到反馈意见 5条，采纳5条、不采纳0条（详见大理

州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本标准制定过程无重大分

歧意见。

七、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地理标志产品 邓川牛奶》作为大理州推荐性标准

发布。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和建议

（一）出台文件，统筹安排邓川牛奶地理标志保护相关工

作

由洱源县人民政府牵头，组织洱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洱

源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结合洱源县的商标管理战略和发展规

划，借鉴国内知名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著名商标使用与保护的

经验和教训，大力宣传并推动实施《地理标志产品 邓川牛奶》

地方标准。

（二）切实保护生产区域原生态环境

在合理规划地理标志使用范围的基础上，不断加大投入，



持续提高产品质量。县政府每年投入相应的资金，用于邓川牛

奶科研试验；成立邓川牛奶科研试验小组，与省农科院等科研

部门合作，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规模，保持其优质高

产的特性。

（三）提高邓川牛奶标准化生产水平

大力推进实施邓川牛奶标准化生产，严格按照产品质量及

生产技术规范要求组织企业、农户进行科学生产管理，定期开

展对邓川牛奶的品质测定，把好质量关，确保邓川牛奶的声誉

不受损害。

（四）加强邓川牛奶的宣传及销售产品创新

宣传也是生产力，我县将充分借助媒介的力量，通过不同

的形式，将邓川牛奶这一特色产品宣传出去。在销售方面，不

断拓宽渠道，走终端市场，结合网络营销的热度，加强网上销

售。

九、预期效益分析

邓川牛奶生产条件得天独厚，历史悠久，邓川牛奶是洱源

县乃至云南省传统名特优产品。经过洱源县委、政府的不懈努

力，邓川牛奶产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地理标志产品 邓川

牛奶》制定地方标准并发布实施，对进一步提升邓川牛奶生产

标准化水平及产品知名度，发挥邓川牛奶地域特点及资源优势

地位，有效保护邓川牛奶这一得天独厚的品牌资源，以品牌促

进产业发展，在国内外打造邓川牛奶品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将有着深远意义。



《地理标志产品 邓川牛奶》地方标准起草小组

2021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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