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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围绕农副

产品和百姓生活相关领域，集中发布一

批重要的国家标准，充分发挥“标准为

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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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记者 闫 利 文/摄）肉类食品
一直是人们日常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味，我国在
助力肉类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上也采取了不少
措施。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围绕农副产品、
百姓生活相关领域，集中发布一批重要国家标
准，其中，三项与肉类相关的标准涉及了猪肉分
割、“冷却肉”加工、畜禽肉品检测。标准的发布
将统一“带肉扇骨”“元宝肉”“叉骨”“腓脊骨”等
部分产品的定义，明确“冷却肉”生产的全过程要
求、冷却加工控制要求以及不同环节产品的温度
控制要求，规范运用近红外法对畜禽肉进行检测
的技术原理、仪器要求、关键环节一致性要求和
评定方式等。

我国是肉类生产和消费大国，肉类消费量位
居世界首位，其中猪肉产品消费占比最高，分割
产品品种丰富、规格繁多，不同区域间差异化明
显。《畜禽肉分割技术规程 猪肉》国家标准本，规
定了猪肉分割的相关术语和定义、原料要求、分
割车间基本要求、分割方式、分割程序及要求、标
识、包装、贮存和运输要求。其中，标准统一了行
业内“叫法不一”的“带肉扇骨”“元宝肉”“叉骨”

“腓脊骨”等主要产品的定义，规范了产品名称和
加工标准，有利于产品的市场流通。同时，对分
割车间的布局、车间温度、肉品接触面的要求进
行了详细的规定。如，冷却间温度应设定为
0℃—4℃，分割剔骨间温度应控制在 12℃以下。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农业农村部屠
宰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张新玲在谈到标准制
定的意义时说，《畜禽肉分割技术规程 猪肉》国
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将会为国内猪肉分割技术
规程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奠定基础，有效提升国内
猪肉分割技术水平，推动国内肉类行业发展，在
促进国内外技术交流和国际贸易等方面也将发
挥重要的作用。

消费者在购买肉类产品时，遇到的大多数情
况是肉品放在冷藏柜中出售。对于消费者日常
生活中经常食用的“冷却肉”，《冷却肉加工技术
要求》国家标准对“冷却肉”的定义进行界定，明
确“冷却肉”生产的全过程要求、冷却加工控制要
求以及不同环节产品的温度控制要求等，在提高
我国“冷却肉”产品生产加工技术水平，保障产品
优质优价的同时，将科学引导“冷却肉”消费。

据介绍，“冷却肉”即“冷鲜肉”，是指在良好
操作规范和良好卫生条件下，活畜禽屠宰后检验
检疫合格，经冷却工艺处理，使肉中心温度降至
0℃—4℃，并在贮运过程中始终保持在 0℃—4℃
范围内的生鲜肉。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农业农村部屠宰技术中心）研究员高胜普介绍，
标准明确提出，只有符合标准要求的肉类产品才
可以标示“冷却肉”或“冷鲜肉”，名称中可体现畜
禽种类，如“冷却猪肉”“冷鲜猪肉”“冷却鸡肉”

“冷鲜鸡肉”等。但是，解冻畜禽肉产品不准许标
示或声称为“冷却肉”或“冷鲜肉”。

尽管规范肉品分割和加工技术是行业在做，但
消费者在选购肉类产品时选择的不同部位或不同保
存方式，都会或多或少的接触到相关内容。在保障
肉类食品安全的过程中，还有着很多消费者“看不
见”的检测环节层层把关。随着畜禽肉生产加工产
业的快速发展，对于肉品质在线快速无损测定与生
产过程中品质变化的高通量实时监控需求日趋强
烈。近红外光谱检测技术因其高时效性成为未来畜
禽肉品质检测的重要手段。

谢鹏介绍，当前，畜禽肉品质近红外检测流
程关键环节缺少一致性要求，光谱测量缺乏有效

性验证，检测结果评定方法不统一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其在畜禽肉品质检测
领域的应用。此次公布的标准将统一和规范畜禽肉品质近红外检测流程，
以强调近红外检测流程关键环节的一致性、近红外光谱的有效性、检测结果
的可靠性为原则，从仪器要求、样品制备、光谱测量、模型建立与验证以及检
测结果评定方式等方面建立了可靠性、实用性和适用性强的具有畜禽肉品
质检测特色的近红外光谱分析体系。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将有助于提升我国
畜禽肉品质检测技术水平，为后续畜禽肉品质近红外检测标准的建立提供
了指导。

本报讯 （记者 王薛淄）在消费升
级的大背景下，消费者对品质生活的追
求愈发迫切，尤其是在饮食方面，消费
者已经不再以“吃饱”为主，还要“吃
好”，一套健康又好用的厨具更是直接
提升消费者回归厨房的兴趣。而随着
工艺的发展，市场上的厨具类产品层出
不穷，为了更好地规范市场秩序、提高
厨具类产品质量水平。日前，记者从国
家市场监管局获悉，GB/T 40354-2021

《铁质不粘锅》、GB/T 40356-2021《厨
用刀具》等国家标准相继发布，并于
2022年 3月 1日起实施。

其中，GB/T 40354-2021《铁质不粘
锅》从成型方式、使用功能和锅身的外表
处理方式三个方面，明晰我国铁质不粘锅

产品分类，同时从基材厚度、手接触部位、
产品放置稳定性、锅身渗水、锅盖与锅身
配合、铆接、底部平整性、手柄、不粘涂
层、外涂层等方面对产品的发展制定出具
体的量化指标。标准明确适用于以铁质
板材和铸铁为基材（包括内表面为铁质的
复合材料），与食品接触表面采用不粘涂
层处理的家用食品烹饪器具，体现铁质不
粘锅的生产特点，便于消费者、监管部门
等相关方更了解铁质不粘锅产品。在解
读该标准时，中国日用五金行业专家委员
（炊具）蒲万见表示，标准起草过程中充分
借鉴国际炊具标准和法规，与国际保持接
轨，为提升我国炊具行业国际影响力，推
动铁质不粘锅产业开拓国际市场、开展文
化交流起到了技术支撑的作用。

而GB/T 40356-2021《厨用刀具》则
是在原行标 QB/T 1924《菜刀》的基础
上，充分收集了国内外有关的技术标准
进行研究分析，同时充分考虑我国老百
姓用刀的实际需求，在产品分类上、刀
具用材上更加丰富，涵盖了多种金属材
料的刀具。

标准明确适用于刀片由金属材料
制造的厨用刀具（以下简称刀具），按
刀片原材料、加工制备食品种类、刀刃
口类型、使用功能、产品结构五个类别
对刀具进行分类，对刀具材料、外观、
组件配合、表面粗糙度、刀刃包角、刀
刃厚度、耐腐蚀性、刀具强度、刀柄连
接牢固性、硬度、锋利度与耐用度、抗
跌落、塑料刀柄耐高温软化性、塑料刀

柄抗环境应力性能、非金属刀柄耐热变
形性和空心刀柄渗水性共 15项产品性
能进行了规定。《厨用刀具》标准在国
际标准要求的基础上，同时体现中国
性、民族性，促进中式厨刀发展更具特
色，该标准的实施使刀具产品的技术性
能指标得到了更具体的量化，促使国内
厨用刀具制造行业的技术能力提升。

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副理事长李积
回指出，厨具类标准相继发布，一方面
规范了相关产品的性能定义，将产品质
量要求与国际标准水平趋同，有效促进
了国内外产品和技术交流；另一方面，
标准也提高了产品在市场流通的门槛，
在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的同时倒逼
生产企业的技术升级转型。

本报讯（实习记者 贾淘文）人口老
龄化是 21世纪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重
大问题，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国
家高度重视养老和产品适老化问题。8
月 2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GB/T 40439-
2021《用于老年人生活辅助的智能家电
系统 架构模型》和 GB/T 40443-2021

《适用于老年人的家用电器 通用技术要
求》适老家电国家标准，实施日期为
2022年3月1日。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人口总数的
18.7%，65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13.5%。
老年人作为特殊的消费群体，与普通消
费群体相比存在很大差异，需要更多的
生活辅助，智能家电系统可以帮助老年
人实现更便捷、更独立、更舒适地生
活。因此，从老年人需求出发，运用智
能化、物联网等技术，研究适用于老年
人的智能家电系统的架构模型，可为开
发设计适用于老年人的辅助生活系统
提供基础的技术支持和引导。

记者了解到，早在今年 6 月份，中
国家电研究院就发布了《智能家用电器
的适老化技术》系列标准，其中包含 5
项团体标准和 4项公司技术规范，涵盖

了空调器、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吸
油烟机、净水机(饮水机)、马桶盖、热水
器 8 类产品，基本涵盖了老年人在日
常生活中会使用到的所有家电类型。
符合该系列标准的家用电器经过中国
家电研究院检测认证之后，将会获得智
能适老家电认证。

此 次 ，发 布 的 GB/T 40439- 2021
《用于老年人生活辅助的智能家电系
统 架构模型》标准规定了用于辅助老
年人生活的智能家电系统的架构模型
及释义、架构模型使用案例示例。标准
中给出了由用户域、系统部件、模型和
过程视图构成的系统架构的三维模型，
并对各维度的构成要素进行了解释说
明。附录中给出“具有药品存储和提醒
功能的智能冰箱系统”“具有跌倒探测
和告警功能的智能热水器系统”“基于
智能电视的语音辅助系统”三个辅助老
年人生活的智能家电系统的使用案例，
为架构模型的具体应用给出了详细的
参考。该标准适用于辅助老年人生活
的智能家电系统的策划、开发和设计，
用于辅助残疾人等对于辅助生活有需
求的人群的智能系统的策划、开发和设
计也可参照使用。

该标准给出了辅助老年人生活的

智能家电系统三维架构模型及具体应
用案例，使相对抽象的三维模型具体
化，可视化，为帮助相关方更好地理解
和运用系统架构模型进行产品、系统的
开发设计提供指导。有助于促进智能
居家养老产品和系统的规范化、市场化
发展，有效保护老年消费群体的利益，
帮助老年人提高生活质量，对于促进老
年用品创新升级，增加老年用品供给具

有积极作用。
中国家电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鲁建

国表示：“目前，老人家电还处于起步阶
段，一些企业在现有的产品上加上适用
于老年人的功能，但这都还只是尝试。
适老家电标准体系的建设已经开始规
划，陆续会发布适老家电产品的相关技
术要求。三到五年会有多项适老家电产
品标准出台。”

梦龙灯会游、趣味灯谜游、梦龙水
上游、梦龙文化游、花海打卡游、无人
机表演……9月 15日，在江苏省苏州
市相城区黄埭镇冯梦龙村，一场主题
为“天上月明 地上人和”的冯梦龙中
秋灯会将隆重开幕，与市民欢度佳节。

据了解，冯梦龙灯会活动是相城
区文化旅游节的子活动，由江苏省旅
游协会指导，中共苏州市相城区黄埭
镇委员会、黄埭镇人民政府、相城区
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联合主办，苏州市
冯梦龙研究会、冯梦龙风景区管委
会、苏州市相城文商旅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承办。活动将持续至 10 月 7
日，期间将设置白天主题游玩、集市
灯会和夜间舞台表演等环节，除了开

展梦龙灯会游、集赞赠花灯、趣味灯
谜游、饕餮小吃集等活动，还将结合
冯梦龙风景区特色资源，开展梦龙水
上游、梦龙文化游、花海打卡游、“30
秒遇见冯梦龙”抖音短视频大赛等特
色主题活动，并举办“评弹之乡 品味
黄埭”冯梦龙主题作品专场文艺演
出。

据了解，梦龙灯会中 18个灯组将
串联起了一条既能领略特色田园乡
村风光。300余名青少年将手提彩灯
重温苏州传统文化—走月亮。同时，
冯梦龙文学与大运河研讨会等活动
也将于 9 月 15 日灯会开幕式活动当
天下午举行，近百名专家学者和文学
爱好者将出席活动。

值得关注的是，莫言书屋位于冯
埂上，与冯梦龙书院相邻，两位古今
文学大家，形成时空对话。作为继冯
梦龙书院建立后的第二个全民阅读
场所，莫言书屋内有莫言创作出版的
所有书籍和他阅读过的书，这里将打
造成融读书、沙龙举办、文化教育等
于一体的全民阅读基地。此外，活动
期间将在冯埂上推出沉浸式剧本杀，
把冯梦龙笔下的一个个故事人物呈
现给广大观众。

主办方介绍，通过此次活动，将
进一步发掘冯梦龙文学，使冯梦龙文
学中的江南文化焕发出时代的澎湃
力量，为实现乡村振兴作贡献。

（周倩燕）

规
范
﹃
带
肉
扇
骨
﹄
等
产
品
的
定
义

明
确
﹃
冷
却
肉
﹄
生
产
全
过
程
要
求

多
项
新
规
来
袭

助
力
肉
类
产
品
健
康
发
展

对标国际水平 体现中国特色

《铁质不粘锅》等厨具类产品国家标准发布

适老化家电新国标将于明年3月实施

今年中秋去哪里？去冯梦龙村“走月亮”
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线上线下一体化
打击口罩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行为
口罩作为重要防疫物资，质量好坏

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与疫情
防控工作大局，按照相关工作要求，丰台
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口罩产品质量安全专
项行动，坚持线上线下、多部门联动一体
化打击口罩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行为，营
造良好市场经营秩序。一是明确执法范
围与执法目标。口罩产品应当符合国家
标准或医药行业标准，执法人员在辖区
药店、商超等经营场所开展专项检查，此
次行动针对医用防护口罩、医用外科口
罩、一次性医用口罩等产品质量安全违
法行为重点执法。二是多渠道全面搜集
违法线索。积极搜集投诉举报、舆情反
映、医疗器械备案信息、互联网“线上”等
信息，开展多渠道对线索进行排查，对可
能涉嫌违法的经营主体精准执法，精准
打击。三是重点关注口罩生产环节及产
品质量薄弱的农村地区、城乡结合部、校
园周边等区域，加强流通领域的执法检
查，确保口罩产品质量安全，筑牢首都抗
击疫情产品质量安全防线。（马鹏举）

本报讯（记者 王 洋）近年来，电动
牙刷的销量逐年攀升。奥维云网数据显
示，2020年电动牙刷零售量为4080.79万
支，零售额达到 74.12亿元。然而，网络
上关于电动牙刷的讨论却褒贬不一。记
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的电动牙刷产品
质量良莠不齐，为了规范电动牙刷的行
业市场，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电动牙刷在
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GB/T 40362—
2021《电动牙刷 一般要求和检测方法》
于8月底正式发布，为消费者如何科学挑
选电动牙刷提供了参考。

“电动牙刷是近几年出现的口腔
清洁器具产品，科学研究显示，电动牙
刷可以通过快速旋转，使刷头产生高
频振动，从而将牙膏分解成细微泡沫，
深入清洁牙缝，从而更彻底清除牙菌
斑、预防牙龈炎和减少牙龈出血，保护
口腔安全，同时电动牙刷通过刷毛的

颤动能促进口腔的血液循环，对牙龈
组织也有一定的按摩效果。因此，随
着消费水平提高、口腔护理知识普及
以及产品品类和功能不断丰富，我国
电动牙刷行业迈入了快速成长期，需
求将迎来新一轮增长。”在谈及标准制
定的背景时，相关人士对记者说道。

记者了解到，本标准规定了电动
牙刷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适
用于以电池为动力的电动牙刷，不适
用于电动牙间刷等口腔护理用品。为
便于标准的使用和理解，本标准的术
语和定义与强制性国家标准《牙刷及
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保持一
致，同时增加了电动牙刷、电动牙刷刷
头、植毛块的定义。从规范产品质量、
保护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该标准主要
规定了安全要求、外观质量、规格尺

寸、物理机械性能、开关使用寿命、噪
声等指标要求。例如，外观质量方面，
标准要求刷毛应整齐、顺直，毛束填充
均匀；刷头应清洁，外形光滑，不应有
杂质、裂纹及大于 1mm2 的气泡（工艺
气泡除外）等缺陷；刷柄应外表面清
洁，不应有飞边、掉漆、毛刺等缺陷；刷
毛、刷头、刷柄、饰件不应脱色。在产
品开关使用寿命方面，对于不可拆卸
刷头的牙刷，经过 500 次开关试验后，
应能正常使用无异常；对于可拆卸刷
头的电动牙刷，经过 5000次开关试验
后，应能正常使用无异常。此外，在噪
声方面，声功率级噪声限值不应大于
72dB（A）。

在谈及标准实施的意义时，全国
口腔护理用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牙刷
分技术委员会专家宫宝利表示，本标
准的发布和实施，对规范我国电动牙

刷产品的质量、保护消费者利益，促进
国内市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也是强制性标准 GB 39669-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
的配套产品标准，使我国口腔清洁护
理用品中牙刷类别产品的标准体系更
加完善、合理。

同时该标准中对产品的具体量化
指标，能够引领和规范我国电动牙刷
行业的发展，更好的从根本上保证产
业良性发展，鼓励行业技术创新。以
基础层面的指标控制，达到便于消费
者、监管部门等相关方了解产品的质
量优劣。此外，标准起草过程中对国
际标准进行了比对，在保持与国际接
轨的前提下，提出更具体的要求，为提
升我国牙刷行业国际影响力，推动电
动牙刷产业在国际上树立优势地位起
到了技术支撑作用。

如何科学挑选电动牙刷？
对于可拆卸刷头的电动牙刷，经过5000次开关试验后，应能正常使用无异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