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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AS XXX-201X 

前     言 

 

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

国标准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这

也是中国标准化协会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

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管理，按 CAS 1.1《中国标准化

协会标准结构及编写规则》的规定编制。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

成员的投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权，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权

的鉴别。 
本标准首次制定。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外，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

化协会，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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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鲜肉售卖冷柜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冷鲜肉售卖冷柜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专门售卖冷鲜肉的陈列冷藏柜（以下简称冷鲜肉售卖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T 20799-2006  鲜、冻肉运输条件 

  GB/T 19480-2009  肉与肉制品常用术语 

  GB/T 22210-2008  肉与肉制品感官评定规范  

  NY_T 2793-2015   肉的食用品质客观评价规范 

  GB/T 21001.1-2015  制冷陈列柜 第1部分：术语  

  GB/T 21001.2-2015  制冷陈列柜 第2部分：分类、要求和试验条件 

  GB/T 21001.3-2015  制冷陈列柜 第3部分：试验评定 

  GB/T 5009.44-2003  肉与肉制品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GB 4789.2-2010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GB/T 21001.1-2015、GB/T 21001.2-2015、GB/T 21001.3-201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

定义均适用于本文件。 

3.1  冷鲜肉售卖柜  chilled meat sale cabinet 
由一个或多个间室组成且能够控制在规定的温度下，专门用于储藏售卖冷鲜肉的制冷陈

列柜。 
3.1.1  售卖柜 sale cabinet 

经服务商辅助完成买卖的陈列柜。 

3.1.2  冷鲜肉  chilled meat 

在低于0℃环境下，将肉中心温度降低到0~4℃，而不产生冰结晶的肉。 

3.2  菌落总数增长率 total bacterial count increasing rate 

冷鲜肉储藏后菌落总数增长值与未储藏前菌落总数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3.3  挥发性盐基氮增长率  Tvb-n increasing rate 

挥发性盐基氮是指动物性食品由于霉和细菌的作用，在腐败过程中，使蛋白质分解而产

生氨一级胺类等碱性含氮物质。此类物质具有挥发性，在碱性溶液中蒸出后，用标准酸溶液

滴定计算含量。 
冷鲜肉储藏后挥发性盐基氮增长值与未储藏前挥发性盐基氮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3.4  灯颜色  lamp color 

灯颜色特性由色表和显色性来确定。 
灯实际发光的颜色称为色表，由CIE推荐的光谱三刺激值（色品坐标）来确定；发射光

的光谱特性对于被照物体表面的影响称为显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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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PH值增长率  PH increasing rate 
冷鲜肉储藏后 PH 值增长值与未储藏前 PH 值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3.6  肉颜色  meat color 

    肌肉中肌红蛋白的含量和氧化/氧合状态及其分布的一种综合光学特性。 
3.7  贮藏损失  purge losing rate 

冷鲜肉储藏后质量减少值与未储藏前质量的比值，以百分比表示。 

4  技术要求 

4.1  冷鲜肉售卖柜通用要求 
除本节下述内容外，应符合GB/T 21001.2-2015要求。 

4.2  温度性能 
温度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1 各温度测点的温度值范围 

类型 

最热温度 Tmax，最热 M

包的最高温度低于或

等于的温度 

最低温度 Tmin，最冷 M 包的最

低温度高于或等于的温度 

 

特性温度 

℃ 

冷鲜肉售卖冷柜 4 0 2 

4.3  菌落总数增长率 
在规定的储藏时间内菌落总数增长率应满足表2的要求。 

表2 菌落总数增长率 

 

储藏时间/d 

1 2 3 4 5 

增长率/% ≤4 ≤6 ≤7 ≤10 ≤20 

4.4  挥发性盐基氮增长率 
在规定的储藏时间内挥发性盐基氮及增长率应满足表3的要求。 

表3 挥发性盐基氮增长率 

 

储藏时间/d 

1 2 3 4 5 

挥发性盐基 /

（mg/100g） 
≤15 

增长率/% ≤10 ≤15 ≤20 ≤25 ≤30 

4.5  光学性能 
产品的光学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4.5.1  照度均匀性 

产品中等发射的光照射在一定距离的被照表平面上，其光束角范围内的被照表平面上不

应出现明显的明暗区域。 
4.5.2  光照颜色 

产品等的颜色特性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4 光照颜色 

色调 代表符号 
色品容差 

一般显色指 色坐标目标值 相关色温 K 色品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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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Ra X Y 额定值 SDCM 

F3000 RN 80 0.44 0.403 2940 ≤7 

 
4.6  食用品质性能 
4.6.1  PH值 

在规定的储藏时间内 PH 值及增长率应满足表 5 的要求. 
表5 PH值及增长率 

 

储藏时间/d 

1 2 3 4 5 

PH 值 5.45~5.80 

增长率/% ≤10 ≤15 ≤20 ≤25 ≤30 

 
4.6.2  颜色 

在规定的储藏时间内，肉样负载颜色应符合表6要求。 

表6 冷鲜肉颜色要求 

 亮度 红度 黄度 

范围 35≤L*≤53 a*≤15 b*≤10 

4.6.3  贮藏损失 

在规定的储藏时间内，肉样负载贮藏损失应满足表7要求。 

表7 冷鲜肉保水性要求 

 

储藏时间/d 

1 2 3 4 5 

贮藏损失/% ≤4 ≤6 ≤7 ≤10 ≤20 

 

5  试验方法 

5.1  冷柜通用要求 
除本节以下试验外，按照GB/T 21001.2-2015进行试验。 

5.2  试验条件 
5.2.1  环境温湿度 

环境温湿度应符合GB/T 21001.2-2015中5.3.1气候类型3的要求。 

5.2.2  肉样负载 

选用宰后24h内猪背最长肌胸段后端（位于第十一胸椎至第十三胸椎）冷鲜肉作为测试

肉样负载，肉样负载尺寸要求如下表8所示、初始品质指标需满足表9的要求。 
采购肉样在无菌环境下裁切成肉样负载的尺寸，记录每块肉样负载的质量，准确到小数

点后1位；任取一块肉样负载检测菌落总数及TVBN值，做满足表9，则进行后续实验；若不

满足则放弃本批采购肉样，重新采购检测。 
表8 肉样负载尺寸 

  长/mm 宽/mm 高/mm 

尺寸 200±10 50±5 25±5 

注：肉样引用 NY-T 2793-2015，猪肉密度0.975g/cm3，200*50*25的肉样大约243.7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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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肉样负载品质指标初始要求 

  菌落总数 CFU/mL TVBN（mg/100g） 

尺寸 ≤1*10
6 

50±5 

 

图1 温度测试装载图示 

 

图2 肉样负载装载图示 

5.3  温度性能试验 
按GB/T 21001.2-2015中5.3.3规定的条件和试验方法进行测试。 

5.4  试验准备和程序 
肉样负载初始值检测合格后，记录菌落总数、TVBN及重点的初始值，按图2装载方式进

行转载。储藏到规定时间后，在每个储藏位置的肉样负载堆中从左到右依次取出紧贴的两块

肉样负载，其中一块剪切进行菌落总数、TVBN、PH值和颜色检测，另一块进行贮藏损失实验。 

5.5  菌落总数增长率 
5.5.1  菌落总数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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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储藏第 1、2、3、4、5 天时，分别取出肉样负载，剪切 25g 肉样按 GB 4789.2-2010

进行菌落总数检测。 

取菌落总数平均值Bi与菌落总数初始值B0进行比较计算菌落总数增长率Ijl。 

5.5.2  菌落总数增长率的计算 

菌落总数增长率按公式（1）进行计算。 

              Ijl=（Bi-B0）/B0*100%         …………………  （1） 

式中： 

Ijl——表示菌落总数增长率/%； 

  Bi——表示不同储藏时间时菌落总数平均值/ CFU*mL
-1
； 

B0——表示初始状态菌落总数平均值/ CFU*mL
-1
。 

5.6  挥发性盐基氮检测 

5.6.1  挥发性盐基氮检测 

在储藏第 1、2、3、4、5天时，分别取出肉样负载，剪切 10g 肉样按 GB/T 5009.44-2003
进行挥发性盐基氮检测。 

取挥发性盐基氮平均值Ti与初始值T0进行比较计算挥发性盐基氮增长率Itl。 

5.6.2  挥发性盐基氮增长率的计算 

挥发性盐基氮增长率按公式（2）进行计算。 

              Ijl=（Ti-T0）/T0*100%         …………………  （2） 

式中： 

Itl——表示挥发性盐基氮增长率/%； 

  Ti——表示不同储藏时间时挥发性盐基氮平均值/（mg/100g）； 

T0——表示初始状态挥发性盐基氮平均值/（mg/100g）。 

5.7  光学性能检测 

按GB/T 24824进行测试 
5.8  食用品质检测 
5.8.1  pH试验 

5.8.1.1  PH值检测 

在储藏第 1、2、3、4、5天时，分别取出肉样负载，剪切 10g肉样按 GB/T9695.5-2008

进行 PH值检测。 

取PH值平均值Pi与PH值初始值P0进行比较计算PH值增长率Ipl。 

5.8.1.2  PH值增长率的计算 

PH 值增长率按公式（3）进行计算。 

              Ipl=（Pi-P0）/P0*100%         …………………  （3） 

式中： 

Ipl——表示PH值增长率/%； 

  Pi——表示不同储藏时间时PH值； 

P0——表示初始状态PH值。 

5.8.2  颜色试验 

在储藏第1、2、3、4、5天时，分别取出肉样负载，剪切100g厚度20mm的肉样，按NY-T 
2793-2015 A.3进行颜色检测。 

记录肉样的 L*值（亮度）、a*值（红度）和 b*值（黄度）。 
5.8.3  贮藏损失 

5.8.3.1  贮藏损失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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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储藏第 1、2、3、4、5天时，分别取出肉样负载，用普通吸水纸或定性滤纸吸干肉块

表面的汁液后，称重记录。 

贮藏前后肉块的重量损失占其原重量的百分比即为贮藏损失。  

5.8.3.2  贮藏损失的计算 

贮藏损失按公式（4）进行计算。 

              Lc=（Mi-M0）/M0*100%         …………………  （4） 

式中： 

Lc——表示贮藏损失/%； 

  Mi——表示不同储藏时间时肉样的质量/g； 

M0——表示初始状态肉样的质量/g。 

6  检验规则 

除本节内容外，GB 21001.3-2015检验规则及评定规则适用于本标准。 

6.1  温度性能和品质检测 
6.1.1  总要求 

温度性能和品质检测的检测项目应符合表10规定，不合格分类A、B、C按表11执行。 

表10 检测项目 

序

号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不合格分类 

A B C 

1 
型式试验 

（全检项目） 

温度 4.2 5.3 √ 
  

菌落总数增长率 4.3 5.4 √ 
  

挥发性盐基氮 4.4 5.5 √ 
  

光学性能 4.5 5.6 √ 
  

2 
品质试验 

（抽检项目） 

pH 

4.6 5.7 √ 
  

颜色 

剪切力 

保水性 

品质检验采用抽样检验方式，抽样方案由生产厂自行确定。 

6.1.1.1  型式检测要求 

当检验冷鲜肉售卖冷柜的型式试验时，所有的检验都应在同一台样机上进行。这些检验

也可单独用于一些特殊性能的研究。应包括表7中所列的项目和GB/T 21001.2规定的项目。 

产品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签订； 

b） 正式生产的产品，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的产品，定期或累计一定产量后，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宜每年不少于

一次； 

d） 停产一年以上的产品，恢复生产时； 

e） 产品的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又较大差异时；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1.1.2  品质检测要求 

当检验冷鲜肉售卖冷柜的品质项目时，所有的检验都应在同一台样机上进行。品质项目

检验应包括表7中所列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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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品质项目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签订； 

b） 正式生产的产品，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冷鲜肉品质时； 

c）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2  评定规则 
型式试验和品质项目试验按表7进行单项评定后，按表8进行综合评定。 

型式和品质试验的检验项目中只要出现一项A类不合格，则判定该次型式/品质检验不合

格，同时判定该周期产品不合格。 

表11 检测综合评定为不合格的情况表 

序号 
检验综合评

定 

不合格分类 

A（致命） B（严重） C（轻微） 

1 不合格 1 
  

2 不合格 
 

3 
 

3 不合格 
 

2 2 

4 不合格 
 

1 3 

5 不合格 
  

4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应符合GB/T 21001.2-2015第7章的规定。 

7.2  包装 
冷鲜肉售卖柜的包装应按照GB/T 1019-2008 要求的防潮包装、流通条件Ⅰ的防震包装

及横木撞击试验进行包装设计和定型。按流通条件Ⅰ进行震动试验及横木撞击试验，试验结

果应符合GB 1019有关规定。 

7.3  运输 
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产品不应受到野蛮装卸、过度倾斜、暴晒和雨雪淋袭。 

7.4  贮存 
应贮存在干燥和通风良好的仓库中，其周围不应存在腐蚀性及有害气体。产品包装经拆

装后仍需继续贮存时应重新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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