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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应用范围 

 

优质羽绒（DOWNPASS）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旨在促进全球农业鹅鸭牲畜的合理饲养。这同

样适用于作为肉食加工工业副产品对羽毛和羽绒负责任地获取。其可追溯性必须获得全方位记

录，以实现供应链的透明度。此外将对填充材料的组成进行检查。通过对填充物进行合理以及

有利于消费者的标注，此项标准可以在市场决策中提供帮助，为此可使用“DOWNPASS”商标。

此标准可应用于所有羽毛和羽绒，以及床品、服装与户外装备的羽绒和羽毛填充物。 

 

此标准的措施包括供应链现场检查、文件检查、真实性检查和实验室分析。 

本标准适用于 

 美梦协会（Traumpass e.V.）授权公司； 

 产品； 

 加工羽毛和羽绒的生产商； 

 生产填充有羽毛和羽绒的成品的生产商； 

 代工或销售此类产品的生产商； 

 水禽饲养和屠宰场。 

 

 

§ 1 

定义 

 

•羽毛 

羽毛的角质外壳。羽毛由羽轴和柔软的羽枝组成。 

 

•羽绒 

水禽的下层羽毛。羽绒由成束的轻而蓬松的长丝构成，这些簇丝生长在绒核上，不含羽轴或羽

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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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羽毛 

在家禽屠宰后获得的羽毛和/或羽绒，未经加工，可能已接受消毒或针对保存获得加工。 

 

•预加工羽毛 

经过清洗、干燥和/或分类的羽毛。  

 

•已加工羽毛 

已经过所有加工工序，包括清洗、干燥以及所有卫生处理的羽毛。 

 

•此标准下的羽毛和羽绒 

羽毛和羽绒是鸭鹅羽毛的组成部分。在此标准中所提到的羽毛和羽绒不允许从活体动物身上获

取，并需符合上述目标和应用范围。 

 

•羽毛和羽绒获取 

从已死亡动物身上剥离羽毛和羽绒的过程。羽毛和羽绒获取可手动或以机械方式进行。根据此

标准，不允许从活体动物身上获取羽毛和羽绒。 

 

•平行生产 

在从/不从活体动物身上获取羽毛的同一座农场饲养家禽。平行生产同样包括在进行/不进行鹅肝

生产的同一座农场饲养家禽。 

 

•饲养区域/饲养企业/农场 

每个以水禽饲养为目的而运行的农业家禽养殖厂。其中包括： 

1. 大规模商业化家禽养殖（500只以上）； 

2. 小型农场： 

a. 小型农业企业/小型农户家禽养殖（100-500只） 

b. 拥有下列特性的小型农场联盟 

i. 位于受到严格限定的地理区域内 

ii. 具有同质性 

iii. 每个联盟成员的养殖数量少于100只 

iv. 家禽养殖用于区域供应或个人自给自足，不用于商业屠宰或出口 

 

 

小型农户家禽养殖与小型养殖企业根据此标准被合并为“小型农场”。这些企业将所获取的羽

毛和羽绒出售至羽毛收集商/羽毛收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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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收集点/具有出口许可的收集企业 

收集和/或混合和/或清洗和/或转售在鹅鸭屠宰后所获取的羽毛和羽绒。 

 

•床品羽毛工厂/羽毛加工企业 

购入并进一步加工羽毛和羽绒的企业（例如混合和/或清洗和/或干燥和/或分类羽绒和羽毛和/或

生产半成品、终端产品和/或成品）。 

 

•作为散装货物的羽毛和羽绒 

如在此标准下的散装羽毛和羽绒被命名为原料/成品/半成品/终端产品，其容量以重量获得记录，

它们已成功通过审核并可针对其成分获得标识。 

 

•优质羽绒（DOWNPASS）填充物 

羽毛和羽绒不得从活体动物身上获取，并非以鹅肝生产为目的而饲养，来源可追溯至饲养区域，

且满足此标准要求。 

 

•运输容器 

所有类型的容器，例如可密封、用于运输羽毛和羽绒的运输袋。 

 

•已填充成品/成品产品 

此集合概念下包括以羽毛和羽绒填充的服装、床品、头饰、鞋履，与室内和室外睡袋。 

 

 

•可追溯性 

对羽毛和羽绒从既定起始点到所定义的终点或成品的路径进行记录。 

 

•监管链-供应链 

对既定量的羽毛和羽绒在整条供应链中的所有路径进行记录与控制的系统。监管链审核用于雏

鹅/雏鸭饲养与填饲，并包括动物运输、屠宰以及用于羽毛和羽绒处理或加工的后续加工步骤/加

工站，直到终端产品或成品。 

 

•可追溯性审核的起点与主题 - 优质羽绒（DOWNPASS） 

只允许使用并非从活体动物身上获取，并非以鹅肝生产为目的而饲养，且来源可追溯至饲养区

域的羽毛和羽绒。例外：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获取的冰岛绒鸭的羽绒 

羽毛和羽绒获取在例如屠宰场或小型农场的动物屠宰后进行。审核起点为 

1. 水禽的饲养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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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营业执照和/或出口许可的获得准许的收集企业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为审核起点。如果

对小型农场已进行了抽样检查，且其羽毛和羽绒由这家收集企业进行了加工和/或转售，

则可适用此特例。 

 

 

 

•可追溯性审核的起点与主题 - 可选优质羽绒（DOWNPASS）附加模块 

基于优质羽绒（DOWNPASS）的要求，可根据优质羽绒（DOWNPASS）用户要求在审核和检

查中添加附加模块。附加模块必须同样获得单独记录，并成功通过审核。  

 

为优质羽绒（DOWNPASS）所进行的预备性审核 

对并非从活体动物身上获取的羽毛和羽绒填充物供应链的记录和成功审核。 

 

 

•优质羽绒（Downpass） 

 

优质羽绒（Downpass）（无强制喂料，可追溯至饲养区域） 

对并非从活体动物身上、以及以鹅肝生产为目的而宰杀的动物身上获取的，且可追溯性直至雏

鹅和/或雏鸭饲养区域的羽毛和羽绒填充物供应链的记录和成功审核。 

 

优质羽绒（DOWNPASS）附加模块（包括种禽饲养） 

此外，对所获取羽毛和羽绒填充物的供应链进行记录与成功审核，家禽来源可以追溯至种禽饲

养。 

 

•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通过实验室分析进行，以确定填充物的组成成分。 

 

• “DOWNPASS”标签 

“DOWNPASS”标签均有独立编号。其上具有经过注册的“DOWNPASS”文字与图像标志，

并用于标记已填充成品。 

 

•已填充成品的优质羽绒（DOWNPASS）标识 

通过“DOWNPASS”标签形式进行标识，此外还可以吊牌、粘胶、印刷、二维码等形式附于产

品上。 

 

 

 作为散装货物的羽毛和羽绒的优质羽绒（DOWNPASS）标识 



 7 

通过附于运输容器上的“DOWNPASS”标签标识作为散装货物的羽毛和羽绒。 

 

 优质羽绒（DOWNPASS）管理系统 

优质羽绒（DOWNPASS）管理系统以 ISO 9001:2015 与物流记录为基础。此系统正在由美梦

协会（Traumpass e.V.）进行开发，并将作为物流记录的基础。 

 

 优质羽绒（DOWNPASS）行为准则 

它代表了用户对遵守标准的承诺。 

 

§ 2 

产品标记前提（质量与可追溯性） 

1.基础 

优质羽绒（DOWNPASS）标志用户承诺接受并签署最新版优质羽绒（DOWNPASS）行为

准则。 

标识“DOWNPASS”标记产品的前提为： 

a) 满足质量要求； 

b) 通过成功的供应链审核满足可追溯性要求。 

 

带有标志的产品可为 

a) 作为半成品/成品/终端产品的羽毛和羽绒； 

b) 羽毛和羽绒填充床品； 

c) 羽毛和羽绒填充服装、头饰和鞋履； 

d) 室内和室外用睡袋。 

 

 

2.质量要求 

所标记的填充物必须由符合EN 12934 I类或II类（欧洲）标准要求的羽毛和羽绒构成。 

 

作为替代，以下针对羽毛和羽绒填充物标识的当前规定同样适用：  

● 日本标签规定 

● USA 2000 / ASTM 4522（美国）  

● KSK260（韩国 

● GBT 14272-2011 羽绒服装（中国大陆） 

● QBT 1193-2012 羽绒和羽毛床品（中国大陆） 

● QBT 1195-2012 羽绒和羽毛睡袋（中国大陆）  

● QBT 1196-2012 羽绒和羽毛枕头（中国大陆） 

● CNS 2119 1034（中国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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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绒和羽毛标签2000指南（加拿大）  

● AS 2479-2007（澳大利亚）  

● 其他受允许和承认的标签要求 

注意：上述标准之一已被修改或替换，则适用各自的最新版本。 

 

对于半成品和/或原料，填充物定量组成成分评估通过确定羽绒含量进行。通过手工将羽绒和其

余填充物部分进行分离，测量填充物羽绒含量，由此确定组成物。填充物成分将接受分析，之

后确定羽绒含量，并与交货单上的数据进行对比。交货单上的羽绒含量为最低含量，允许高于

这一数值。 

 

3.监管链的可追溯性和审核要求 

 

a)  为优质羽绒（DOWNPASS）所进行的预备性审核的要求 

 

羽毛和羽绒不得从活体动物身上获取。 

 

确定可追溯性的依据为对相关企业及其文件的检查。在审核中将考量供应商或填充材料的供应

链阶段。 

 

此审核始于家禽屠宰，并包括羽毛和羽绒的供应商（包括床品羽毛工厂）。所使用的羽毛和羽

绒的供应链必须至少可追溯并记录至从屠宰动物身上获取羽毛和羽绒的起点，追溯文件可以包

括：由具有营业执照和/或出口许可的获得国家或国际批准的屠宰场、兽医或羽毛收集公司开具

的证书/发票/交货单。 

 

b) 对优质羽绒（DOWNPASS）的要求 

 

确定可追溯性的依据为第 2 章和对并非从活体动物身上、或以鹅肝生产为目的而宰杀的动物身

上获取的，且可追溯性直至雏鹅和/或雏鸭饲养区域，其羽毛和羽绒填充物供应链的记录能够符

合成功审核的要求。 

 

 

优质羽绒（DOWNPASS）附加模块（包括种禽饲养） 

获得标记的填充物需满足优质羽绒（DOWNPASS）标准要求，且可追溯性必须额外延

伸至各自饲养区域中的种畜/种禽饲养。 

  

针对供应链审核必须进行检验与文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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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附加模块，审核与文件检查始于对种禽饲养企业的视察。视察此外还包括所有孵化、

运输、饲养、动物屠宰、羽绒和羽毛填充物的精加工直至成品/终端产品的所有后续阶段。 

 

§ 3 

审核/检查要求 

1.  基础 

审核由中立的第三方（第6章）进行，审核形式包括预先公布的检查和突击检查、企业视察、覆

盖所有供应链层级的文件检查以及质量检查。审核范围由附加模块选择而定。 

 

2. 文档核查和检验要求 

文档检查与检验包括采购、生产和销售量的检查，以及对文件和以下原则（根据标准供应链的

相关阶段以及获得审查的附加模块而定）遵守情况的检查： 

 

a) 床品羽毛工厂和/或羽绒和羽毛供应商 

 

1) 营业执照/兽医/企业证明检查 

 

2) 填充物质量检查（检查由上级供应商所提供的关于填充材料组合物的数据——仅对

总质量进行评定是不够的 

 

3) 确定批量大小与散货成分（确定总质量）  

 

4) 检查待审核填充物的成分：  

- 运输容器及相关文件的标记 

- 运输容器及相关文件的标号 

- 运输容器编号检查  

 

5) 审查与检查运营规划（对相关商品分离、洗涤、除尘、分类、混合和填充记录的组织

和检查）  

 

6) 以企业内部文件为基础确定加工损失 

 

7) 存货记录和出入货记录 

8) 检查待加工产品的填充物成分和物理标准 

 

9) 根据原产地证书、交货单、报关单、测试报告检查物流，以进一步对填充物进行追溯

（包括对货运文件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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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检查上级供应商（屠宰场/收集企业）的原产地证书 

 

11) 检查过去的审核报告 

 

12) 检查可能与11)点存在的偏差及所采取的整改措施 

 

13) 检查上级供应商的审核报告（对附加模块予以考量）  

 

14) 执行优质羽绒（DOWNPASS）行为准则以及与此相关的条款 

 

检查基础，例如 

 

o 对营业执照的国家要求、兽医管理条例、作为消毒企业的床品羽毛工厂的官方登记，在

必要情况下还包括HACCP认证、产业内的可追溯性 

 

o 运营规划记录【优质羽绒（DOWNPASS）管理系统】  

其他法规请参见实施规定。  

 

b) 拥有出口许可的屠宰企业或收集点 

 

1) 确定屠宰场类型【例如，根据2004年4月29日欧盟第853/2004号法规进行官方注册的屠

宰场，例如，主要以直销形式向终端消费者销售食品的小型屠宰场/移动屠宰场/大型屠

宰场】 

 

2) 检查屠宰上述范畴的食用动物的HACCP证书或类似授权 

 

3) 记录麻醉与屠宰方法 

 

4) 记录生产手段，确保排除以生产鹅肝为目的进行的屠宰 

 

5) 通过采访检查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 

 

6) 检查工作人员培训措施，筛查工作人员培训措施的记录（专业知识证明）  

 

7) 对合理动物屠宰所需的技术设施进行现场检查，如有可能，在正常操作过程中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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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筛查运营规划文件 

 

9) 审查企业兽医记录（确定待屠宰动物数量、性别、体重、品种、年龄、动物的饲养企业、

产生的动物副产品的数量，检查贮仓清空时间、运输及动物主产品和副产品进一步使用

的文件）  

 

10) 通过文件检查等手段检查物流，以验证动物供应商和来源，以及运输公司 

 

11) 检查动物保护法规，由此： 

 

o 屠宰场必须满足国家动物保护要求，并由专业人员操作。  

o 动物的健康状态必须在屠宰前获得检查；生病和受伤的动物必须立刻宰杀。 

o 必须保证快速温柔地卸货；不得踩踏、丢扔或推撞动物。  

o 不允许造成动物恐慌。  

o 必须小心处理运输动物的笼子、篮子或箱子，禁止丢扔在地上或翻倒。 

o 如果动物在笼子、篮子或箱子内运至屠宰场，动物必须在抵达屠宰场后立即获得

屠宰。  

o 在抵达后两个小时内未获屠宰的动物必须获得合理的安置与照顾。  

o 在屠宰前，动物必须接受麻醉，以令动物在屠宰结束后一直处于持续的无意识状

态，以令其不遭受所有不必要的痛苦。 

o 必须检查屠宰动物是否具有强制喂料与活体动物羽毛和羽绒获取的迹象。  

o 在审核中必须精准检测与记录动物年龄。此外，必须记录屠宰场设施。  

o 所有关于屠宰场检查的文件应至少保存5年。  

o 对于检查的前述详细要求不适用于小型农户家禽农场或与其相连的屠宰场。动物

必须获得专业宰杀，且避免不必要的痛苦。不允许造成动物恐慌。  

 

检查的基础请参见实施规定 

 

c) 运输 

 

 运输 

 

1) 筛查营业执照与运营文件 

 

2) 筛查运输车辆（动物物种运输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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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筛查运输单据（动物来源与所有人、运输地点、运输起始日期与时间、既定目的地、

规划运输的预期旅途时间、交货单、运输记录、动物运输的平均持续时间记载、驾驶时

间、驾驶路线）检查物流 

 

4) 验证起始点和目的地规定（家禽农户——屠宰场）  

 

5) 筛查装卸记录 

 

6) 检查和记录死亡率 

 

7) 检查和记录与运输相关的伤害/装载过程中动物的行为异常 

 

8) 检查实际运输时间 

 

9) 检查和记录运输车辆的清洁度 

 

10) 检查动物保护法规，由此：  

 

o 运输规划必须确保，不走弯路，并在规定的 8 小时最大运输时间内抵达目的地 

o 动物必须在运输过程中受到保护，不受天气影响。  

o 动物运输容器（例如笼子）必须在每次运输后接受清洗。  

o 动物运输容器不得超载，确保足够通风。  

o 动物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监督。  

 

 羽毛和羽绒的运输 

 

检查物流：筛查运输单据（货物来源、运输地点、运输起始日期与时间、既定目的地、交货单、

运输记录）  

 

检查的基础请参见实施规定。  

 

 

 

d) 家禽饲养 

 

通过现场审核筛查家禽饲养，以检查对欧洲公约针对鹅鸭饲养的物种特殊标准的遵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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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动物数量和年龄的文件，与动物来源相结合，如有需要追溯至种禽饲养。  

 

2) 检查活动场地、建筑物及设备装备（饮饲槽、饲养厩、饲料、供水设备、通风、草荐

等）。  

 

3) 筛查并检查动物饲养：  

 

o 必须在白天和夜间提供足够的饮用水。  

o 应在白天以合理和足够的分量进行喂养。  

o 必须为动物提供足够的空间和适当的环境，以满足其群体需求。  

o 动物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监督（必须在审核期间提交有关的专业技能证书；至少

已获得资格两年，并定期更新）。  

o 此外，必须提供合理的栖身处，以令动物在必要时进行躲避 

o 饲养厩必须足够大，且保持清洁和干燥。  

o 动物必须有足够数量且合理的栖息地。  

o 必须令动物免遭不必要的痛苦、伤害和疾病。  

o 必须防止动物自相残杀。  

o 必须防止动物不受宠物与野兽的伤害。  

o 动物不允许受到不必要的压力。  

 

4) 筛查畜群与饲养企业，以排除以活体动物进行副产品生产。接受审核的家禽饲养者不允

许在受审核的企业，或由其经营的和/或在他监管下的企业从活体动物身上获取羽毛和羽

绒。动物不能以上述目的委托给其他动物饲养者。  

 

5) 筛查饲养企业，以排除以鹅肝生产为目的的动物饲养。不允许在受审核的企业或其他企

业以鹅肝生产为目的饲养动物，也不允许以此目的委托其他动物饲养者。 

 

6) 不允许在农场上进行平行生产（以从活体动物身上获取羽毛和羽绒或以鹅肝生产为目的

的家禽饲养）。不允许以此目的将动物委托至其他农场。  

 

7) 文件记录【如有需要，检查营业执照、购买/出售/饲养的动物的数量，筛查兽医记录

（动物医疗保健/护理/繁殖措施、死亡率）】。  

 

8) 文件检查和验证，受审核的鹅和鸭以家禽肉类生产和/或再加工为目的获得饲养。  

 

9) 检查动物副产品出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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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基础（按照所选择的附加模块）请参见实施规定。 

 

3. 水禽饲养审核执行说明，以排除从活体动物身上获取羽毛和羽绒 

通过确定屠宰场的地理责任区域构成同质基本整体，以确定水禽饲养审核的样本。此外还将考

量与获得审核的屠宰场开展合作的整个饲养区域。必须检查动物是否具有活体动物羽毛和羽绒

获取的迹象。具体详情由实施规定确定。 

 

4. 水禽饲养审核执行说明，以排除作为鹅肝生产副产品获取羽毛和羽绒   

通过确定屠宰场的地理责任区域构成同质基本整体，以确定水禽饲养审核的样本。此外还将考

量与获得审核的屠宰场开展合作的整个饲养区域。必须检查动物是否具有强制喂料的迹象。具

体详情由实施规定确定。 

 

5. 收集企业和小型农户家禽饲养审核 

对于收集企业与小型农户动物饲养的审核适用例外规则 

 

对小型农户家禽饲养的审核目标为，筛查并检查动物是否能够自由获得新鲜的饮用水与饲料。

此外，必须检查与评估动物的一般状况，以确定是否存在活体动物羽毛和羽绒获取或强制喂料

的迹象。 

 

审核以对企业经营所在的特定地理区域内的动物饲养与屠宰进行抽样检查，由此验证此地区的

商品符合附加模块对羽毛和羽绒获取的要求。 

 

对于小型农户企业与羽毛收集企业，审核人员通过确定收集企业/小型农户饲养的地理责任区域

以及收集企业/小型农户动物饲养企业的数量，从同质基本整体中抽取样本，并进行调查。 

 

具体详情由实施规定确定。 

 

6. 排除标准、偏差和引入整改措施的评估 

标准区分为排除标准、主要偏差和轻微偏差。 

排除标准为：   

-（在饲养区域中）从活体动物身上获取羽毛和羽绒； 

- 在农场层面上的平行生产； 

- （在农场层面）进行强制动物喂食。 

 

 排除标准将导致拒绝向接受检查的企业颁发优质羽绒（DOWNPASS）证书，或立刻吊销标志许

可。美梦协会（Traumpass e.V.）将获得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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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偏差代表，优质羽绒（DOWNPASS）证书的颁发将被暂时拒绝。 

主要偏差例如： 

 

- 可追溯性记录的基本证明缺失/非常粗略。 

 

主要偏差需要由审核人员进行跟进审核，且偏差必须获得修正。跟进审核必须在确定偏差后的 3

个月内进行。如果无法满足这一期限，必须告知美梦协会（Traumpass e.V.），协会可能拒绝

发放优质羽绒（DOWNPASS）使用许可。 

 

轻微偏差代表，如果在审核或质量检查时确定的缺陷在 8 周时间内获得更正，则可以授予优质

羽绒（DOWNPASS）证书。 

轻微偏差例如： 

 

- 非根本性的监管链文件证明缺失。 

 

轻微偏差可通过提交相应文件获得更正。无需由审核员进行跟进审核。如轻微偏差未获得更正，

将吊销优质羽绒（DOWNPASS）证书。 

  

对轻微偏差检查的审核也可作为远程审核执行。远程审核不适用于动物饲养检查。远程审核只

可在监管链中用于羽毛和羽绒加工。 

 

§ 4 

优质羽绒（DOWNPASS）用户任务 

1. 

“DOWNPASS”标志用户（以下简称“用户”）为美梦协会（Traumpass e.V.）成员或授权公

司，必须履行对美梦协会（Traumpass e.V.）的义务。违规行为将根据对协会成员各自有效的

罚款规程进行处罚。 

 

2. 

用户必须承认、实施和书面确认美梦协会（Traumpass e.V.）的优质羽绒（DOWNPASS）行为

准则。 

 

3. 

用户必须遵守美梦协会（Traumpass e.V.）的优质羽绒（DOWNPASS）标准，并成功通过审核

与质量检查，在必要情况下还将补充附加模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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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必须每2年在由美梦协会（Traumpass e.V.）认可的检查机构注册接受审核。用户将由受美

梦协会（Traumpass e.V.）认可的检查机构授予识别号码（ID号码），并将此交予律师/公证人。 

 

5. 

用户必须对自身对于优质羽绒（DOWNPASS）和在必要情况下获得补充的附加模块要求的遵守

进行记录，并可出示有效的审核报告。 

 

6. 

这份证书/证明形式的文件必须包含上游级别与下游级别，以使成品根据此标准可被认定为可追

溯。文件范围同样包括在必要情况下获得补充的附加模块。. 

 

7. 

文件必须由独立的第三方，例如一家受美梦协会（Traumpass e.V.）认可的检查机构进行检查

和确认。 

 

8. 

用户有义务使企业负责员工熟悉标准规定，并定期接受培训。这些措施的证明必须至少保存5年。 

 

9. 

用户可使用“DOWNPASS”标签标识成品。标签均有独立编号。标签必须通过美梦协会

（Traumpass e.V.）的律师/公证人根据美梦协会（Traumpass e.V.）条件进行的订购。 

 

10. 

用户有义务对标有“DOWNPASS”标签的包含成品的羽毛和羽绒分量，以及根据相应标签规定

/标准对填充质量的描述在一张列表中进行记录，并提交至审核人员。 

 

11. 

对于标有“DOWNPASS”标签的羽毛和羽绒货物，用户有义务提供运营规划，其中必须显示所

生产的数量，以及在生产流程（除尘、清洗、干燥）中所产生的生产损失。此外必须提交混合

记录，以证明只有经过审核的填充材料作为优质羽绒（DOWNPASS）填充物接受后续加工/获

得标识。 

12. 

用户有义务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将优质羽绒（DOWNPASS）货物与未经审核的货物相互分离并单

独存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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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必须成功通过定期审核。审核报告必须显示已通过审核（“审核通过”）。审核工作由受

美梦协会（Traumpass e.V.）认可的独立检查机构进行。审核报告将发送至用户以及受美梦协

会（Traumpass e.V.）委托的律师/公证人处。审核费用由审核委托人承担。如有疑问，可由美

梦协会（Traumpass e.V.）委托额外审核。 

 

14. 

如用户实施自己的一般条款与条件，则用户必须根据美梦协会（Traumpass e.V.）的优质羽绒

（DOWNPASS）行为准则借助附加说明对其进行补充/更改，以在其中记录，标有

“DOWNPASS”标签的产品受到监控。 

 

15. 

用户有责任确保每 2 年执行一次审核，否则适用本标准第九章规定。 

 

 

§ 5 

美梦协会（Traumpass e.V.）在履行第2、3、4章框架内的任务 

美梦协会（Traumpass e.V.）的任务如下：  

 

1. 

美梦协会（Traumpass e.V.）为每位用户提供最新文件，包括标准条款的当前文档。这也可通

过在外部网中发布文件进行。 

 

2. 

美梦协会（Traumpass e.V.）要求每名用户签署行为准则。在提交文件后，用户、受美梦协会

（Traumpass e.V.）认可的检查机构，以及美梦协会（Traumpass e.V.）的律师/公证人将获得

信函送抵确认。此外，该文件将在审核过程中由美梦协会（Traumpass e.V.）的审核人员进行

索取。 

 

3. 

用户必须向美梦协会（Traumpass e.V.）确认，受认可的检查机构在审核过程中能够查验所有

文件并可随时进行现场检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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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户已经收到在第四章中所需的由独立的第三方创建的证书/证明文件，则必须将此转交至

受美梦协会（Traumpass e.V.）委托的律师/公证人处。律师/公证人/美梦协会（Traumpass 

e.V.）向用户签发信函抵达确认，证明已收到所需证书【例如优质羽绒（DOWNPASS）证书】。

除了用户名称和地址外，优质羽绒（DOWNPASS）证书还必须包含证书有效期以及受审核的附

加模块。用户有权在优质羽绒（DOWNPASS）证书的有效期内根据由美梦协会（Traumpass 

e.V.）规定的条件订购“DOWNPASS”标签。 

 

5. 

通过在店铺中购买标有“DOWNPASS”标签的成品可以检查对质量要求的遵守情况。作为替代，

也可由经美梦协会（Traumpass e.V.）授权的人员在店铺中进行抽样。测试样本/抽样将由一个

经美梦协会（Traumpass e.V.）授权的实验室进行检查。调查基于相应适用的标签规定以及与

此相关的测试规范。质量要求调查每年进行。 

 

6. 

受美梦协会（Traumpass e.V.）委托的律师/公证人收集并监控每名用户的产品测试报告以及审

核可追溯性报告。  

 

7. 

对于产品质量和/或“DOWNPASS”标签可追溯性缺陷的制裁已获得规定，并将由受美梦协会

（Traumpass e.V.）委托的律师/公证人实施处罚。 

 

8. 

美梦协会（Traumpass e.V.）为会员提供合理的信息资料，例如通过网站或外部网。其中将列

有成功通过审核与质量检查的企业。被吊销“DOWNPASS”标签使用权的企业将被从名单中删

除。 

 

9. 

美梦协会（Traumpass e.V.）允许颁发“DOWNPASS”标签使用授权；标签均有独立编号，并

可从美梦协会（Traumpass e.V.）的律师/公证人处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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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审核机构要求与其任务范围 

1. 

对于检查“DOWNPASS”标签用户文件可追溯性的审核/企业视察，美梦协会（Traumpass 

e.V.）将委托受认可的检查机构（“审核人员”）。审核机构必须独立且中立地开展行动，并根

据 ISO 19011、ISO 17065 与类似规定接受资格认证。 

 

2. 

受美梦协会（Traumpass e.V.）认可的检查机构将直接在用户企业进行检查（视察），如有需

要，还将对供应商/供应商工厂进行补充检查。 

 

3. 

首次检查通常在检查日期前至少24个小时予以通知。 

 

4. 

定期后续审核同样将在至少24小时通知后进行。 

 

5 

审核人员同样有义务进行突击审核。 

突击审核：审核人员定义3个月期限，并在此期限内进行审核。将不进行预先通知。 

 

审核中将从企业的同质群体（基本整体）中抽取样本并检查。 

为了确定同质基本整体，将考量以下标准： 

 

- 企业类型；  

- 附加模块；  

- 根据以下风险因素进行风险评估：  

o 过去审核的评价；  

o 向审核人员出示的与审核相关的信息；  

o 区域惯例（例如从活体动物身上获取羽毛和羽绒、鹅肝生产）。  

 

在此基本整体中将考量与获得审核的屠宰场开展合作的整个饲养区域。样品通过以下公式获得

确定： 

样品 = 构成基本整体的企业数量的平方根，但至少为10%的企业。小型农场适用特殊规定，请

参见实施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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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受认可的检查机构审核的同质基本整体企业数量的30%将在相应审核期间由突击审核人员进

行检查。对饲养区域进行的突击审核主要集中在夏季，例如作为篱笆审核（如无法进入农场），

或对农场进行全方位视察。 

 

6. 

审核人员有义务对在重复审核中观察到的所有特殊情况进行记录。如果在突击审核或重复审核

中存在违规行为和/或与已通过的审核结果存在主要或轻微偏差，则必须立刻对所发现的缺陷进

行更正，否则将会对已颁发的证书予以吊销。 

 

7. 

一旦确定会导致吊销证书的从活体动物获取羽毛和羽绒的行为或违规行为，则必须通知美梦协

会（Traumpass e.V.）与相关企业。 

 

检查（视察）的执行适用 ISO 19011、ISO 17065 标准、本标准中的规定以及实施规定。 

 

8. 

审核人员有义务严格保密处理业务信息。审核人员必须向企业提供书面保密协议。 

 

 

§ 7 

审核报告 

审核报告由受美梦协会（Traumpass e.V.）认可的检查机构一式两份进行发送。其中一份副本

交送用户，另一份交送受美梦协会（Traumpass e.V.）委托的律师/公证人。审核报告必须包含

以下信息： 

 

1. 

所有在审核过程中收集的数据 

 

2. 

审核地点、日期和时间 

 

3. 

所有参与审核的人员（姓名和联系信息）的列表及其在企业中的职位/职责 

 

4. 

标有“DOWNPASS”标签的运输容器或成品的照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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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审核中的特殊情况（如供应链的展示、附加模块描述、偏差和整改措施报告） 

 

6. 

审核评估（审核通过/改进要求/审核未通过） 

 

§ 8 

审核报告有效期 

 

审核报告有效期24个月。有效期以审核报告日期为准。审核必须每2年重复一次 

 

§ 9 

审核报告有效期终止 

如果审核未能及时在有效期届满前获得重复，美梦协会（Traumpass e.V.）将吊销

“DOWNPASS”标签使用权，无需明确通知。 

 

物流可追溯性审核必须至少在截止日期——每年 9 月 30 日——前 4 个星期进行，从而在当年

获得有效的优质羽绒（DOWNPASS）证书。在此时间之前必须提交所需的检查/审核报告。 

 

 

§ 10 

承认 

已经在美梦协会（Traumpass e.V.）认证框架内获得认证的成员或授权公司无需接受优质羽绒

（DOWNPASS）预备性审核。 

 

为完成监管链审核，可在至今尚未接受审核/认证的供应链相应环节进行后补审核。 

 

此外，对于羽毛和羽绒的同类可追溯性体系的审核报告可由美梦协会（Traumpass e.V.）——

与审核人员进行合作——予以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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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审核费用 

审核费用根据受美梦协会（Traumpass e.V.）认可的检查机构的当前收费标准确定，并由受审

核机构向检查机构支付。 

 

美因茨，2016 年 10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