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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意义

※ 关于猪精子耐冻性

※ 技术应用背景及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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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03

优秀种公猪的遗传资源不再受时
间和空间限制；

降低养猪成本（活体运输、
饲养管理和免疫等）；

产

学

研

猪冷冻精液

提高养猪企业的生物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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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猪精子耐冻性

精子耐冻性
极好部分

精子耐冻性
极差部分

      在一个公猪群体
中，精子耐冻性极好
（解冻精子活力70%
以上）和极差（20%
以下）公猪比例都不
高，呈正态分布。



       猪冷冻精液的价值是种公猪育种值和其解

冻品质（精子活力和顶体完整率等）的加权平

均值。

       意味着高育种值、精子耐冻性差一些的种

公猪的精液也有冷冻保存的意义。



深部位输精技术

精子冷冻仪、灌封和标记等商业
化生产设备的应用

商业化的冷冻稀释液
冷冻精液的平均受胎率和
产仔数已被育种企业接受。

通过极大提高优秀种公猪利用效
率革命性地推动养猪业发展。

技术应用背景及现状
具备冷冻精液的商业化
生产条件。



      ※ 全球范围内，商业化的猪冷冻精液已部分取代活
体公猪引种；
       2013年，英国与中国达成了精液贸易协议，购买价值736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5亿
元)的猪冷冻精液。
       农业部已制定《种猪及冷冻精液进口技术要求》规范猪冷冻精液的进口。

      ※ 国内多家猪育种企业和一些专门化公司以原有种
猪销售网络为基础，加快猪冷冻精液的推广和销售。
       例如，“上海祥欣”品牌的冷冻精液已经销售至国内16个省市。

    ※ 猪冷冻精液（“精子库”）已成为遗传资源保存的一
种有效、可靠的手段。



     ※  德国Minitube、法国卡苏等多家公司生产的猪冷冻精液规模化、

商业化生产设备已得到广泛应用，已有研发、生产相关设备的企业（北

京田园奥瑞）；

     ※  国内众多的大型猪育种企业拥有数量庞大的种公猪群体；

     ※  我国众多的地方猪品种遗传资源需要高效、安全地保存；

     ※  活体引种意味着潜在的生物安全危机。政府已出台了限制畜禽

调运、加强畜禽移动监管等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号》，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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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猪育种企业以冷冻精液

取代活体种公猪输出的必要性
※ 原有方式存在的问题

※ 生物安全性

※ 可行性分析



原有方式存在的问题

       活体种公猪和精液（17℃）销售是猪育种企业两大重要产
品。
       种公猪的活体引种一直是国内、外引种的主要方式，高昂
的引种成本（包括购买和运输费用）及种公猪饲养和管理是导
致养猪业利润微薄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有技术条件下，17℃条件下保存猪精液有效保存期普遍
在3～5 d，辐射地域则取决于运输条件，仅适合近距离、短期
内使用。
       猪冷冻精液是目前能取代种公猪活体引种的可行方式。
      



生物安全性
     活体种畜跨地域引种存在潜在的生物安全危机。
      政府已开始加强了对活体引种的规范和约束，先后出台了限
制畜禽调运、加强畜禽移动监管等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农村部公告第2号》，2018年）；
        2018年，先后在多地发现由活猪运输引起的非洲猪瘟疫情，惨痛的教训又一次

为全社会敲响了生物安全警钟。

      活猪跨省运输门槛的提高无疑会大大增加育种企业引种的难
度和成本，预示着种公猪活体引种被严格限制和取代已是大势
所趋。



猪冷冻精液生物安全性

       猪冷冻精液在育种上广泛应用，可大在提高输出和引种企

业生物安全性。

      一些病毒能吸附到精子表面或穿过质膜而进入精子细胞内。

意味着精子和精浆都可以成为病毒的载体，故通过离心洗涤等

手段不可能完全去除病毒。

       由于“免疫豁免”的原因，病毒和细菌等病原微生物在睾丸中

受机体免疫系统的影响较小，导致精液较容易携带病原微生物。



病毒 可从精液中分离 潜在传播风险
口蹄疫病毒 + 低风险

伪狂犬病毒 + +

猪水泡病毒 + 低风险
非洲猪瘟病毒 + +

猪瘟病毒 + +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 + +

猪细小病毒 + +

猪圆环病毒II型 + +

肠道病毒属（含捷申病毒） + +

腺病毒 + 低风险

呼肠病毒 + 低风险

流感病毒 + 低风险

传染性胃肠炎病毒 + 极低风险



从精液中分离出的细菌类

细    菌 原始采集的精液
检出率（%）

加工后的精液（稀释）
检出率 （%）

葡萄球菌 75 20

链球菌 60 10

大肠杆菌 60 10

假单胞菌 30 25

微球菌 50 0

Ø 来自美
国和瑞
典人工
授精中
心数据

      其他：芽孢杆菌、放线杆菌、黄杆菌、克雷伯菌、柠檬酸杆菌、
变形杆菌、 肠杆菌、沙雷氏菌、产检杆菌、棒状杆菌、绿脓杆菌、
肠球菌、念珠菌、波氏菌、产气杆菌。



加强种公猪群体疫病监测
建立病毒和细菌等的检测体系或定期送样至专门检测机构01

精液采集、冷冻精液生产等环节
自动采精系统（封闭式）

冷冻稀释液中添加杀灭病毒和细菌成分（如“靓精”）
02

冷冻精液的定期检测和销售的滞后性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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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精液销售可依托原有种公猪销售体系

种公猪群体规模大
• 冷冻精液生产的规模化效益
• 能根据客户需求订制

财力相对充沛，为建设先进的冷冻精液商业化
生产和研发平台提供资金的保障

种公猪饲养、管理、育种和疾控水平较高
• 猪冷冻精液的生物安全保障
• 生产高价值的猪冷冻精液
• 品牌效应

• 有现成的客户
• 降低销售体系建立和维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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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型猪育种企业为主体推动
猪“精子库”的建设

※ 地方品种“精子库”

※ 引进品种“精子库”



       在全球性抢夺生物资源和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背景下，我国疫情防控形势仍十分严峻。

利用精液冷冻保存技术建设地方猪品种和引

进品种的“精子库”意义尤为重大。



♀



地方品种猪遗传资源保存的紧迫性

      地方猪种资源是一个国家的战略资源，优良地方猪种种质

资源是目前和未来猪育种工作的基本素材。

       原有活体保种方法成本较高，在发生疫情和自然灾害等时

容易造成地方猪种资源灭绝。

       过去几十年来，由于猪精液冷冻保存技术尚不成熟，没能

在地方猪种资源保存中得到广泛应用。

       2018年，非洲猪瘟为我国猪地方品种的传统保种手段敲响

了警钟。         



现有猪地方品种保种力量

             类型       特点

1         猪地方品种保种场 缺乏相关技术和设备

2 各地农科院系统
相关仪器设备不一定齐全

3 专门化技术服务公司
（北京田园奥瑞、百钧达等）

技术和设备条件好，可能缺乏
建设大型遗传资源库的条件

4 大型猪育种企业
（具有冷冻精液商业化生产能力）

技术和设备条件较好，具有建
设大型遗传资源库的条件（资
金和土地）。



地方猪品种和引进品种的冷冻“精子库”
       种公猪遗传资源的有效保存至关紧要。
       冷冻精液是目前成本较低、有效的保存手段之一；
       大型育种企业可以将冷冻“精子库”建设与冷冻精液商业
化生产同步进行，根据自有种公猪群体情况参照家畜遗传资源
保护规程确定留种公猪；
       利用技术和设备优势为国内地方猪品种保种提供技术服务；
      重视建立与之相配套的“遗传资源数据库”。
      对精子耐冻性较差的公猪则通过体细胞的采集、培养和冷冻
保存，在需要的时候再用克隆技术将公猪“复活”过来。



大型猪育
种企业

科研院所、
大学

猪冷冻精液商业化生产和研发平台

冷冻精
液商业
化生产

引进
种公
猪遗
传资
源保
存

为地方
猪品种
遗传资
源保存
提供服

务

“冷冻
精子库”
和商业
化生产
数据库

“冷冻
精子库”
数据库



动态保种 选种选配 优秀个体 核心群

静态保种

库胚胎

精子库

细胞库

DNA库

腹腔镜胚胎
移植技术

冻精深部
输精技术

相应的遗传资源配套数据库

遗传背景 体型外貌 生产性能繁殖性能 其他数据

不同家系

整个群体

整个群体

地方猪品种遗传资源数据库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上海祥欣/上海种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祥欣基因”冷冻“精子库”种公猪站

猪冷冻精液商业化生产和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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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猪育种企业是中国养猪业的中流砥柱。

      加强产、学、研紧密
结合，以科技成果转化促
进生产，从生产中为科研
发现、提出科学问题。

     高效、低毒的冷冻稀释液研发；

     猪冷冻精液遗传数据库及售后技

术指导等体系完善；

     母猪精准的发情鉴定技术；

     性控猪冷冻精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