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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意义

03

优秀种猪精液不再受时间和空间
限制；

降低养猪成本（活体运输、
饲养管理和免疫等）；

猪冷冻精液
（冻精）

提高养猪企业的生物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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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性、种公猪饲养的高成本

猪冻精技术的飞速发展

精子冷冻仪、灌封和标记等标准
化生产设备的应用

猪冻精的平均受胎率和产仔数
等指标已接近液态保存精液。

1.2 猪冻精的应用现状
具备了猪冻精商业化生产条件。

养猪企业开始接受猪冻精。

天时、地利和人和。
猪冻精的春天来了！



      猪冻精商业化生产要求：依据生产技术

规范实现标准化生产。



猪冻精生产技术规范/标准的制
定背景与解读02

※ 技术规范/标准概念和意义

※ 家畜冻精生产技术规范/标准的制订情况

※ 家畜冻精生产技术规范/标准的解读



2.1 生产技术规范概念和意义

        技术规范是标准文件的一种形式，是规定产品、过

程或服务应满足技术要求的文件。

     可以是技术标准的一部分(或独立部分)，其强制性

弱于标准（企业和行业标准）。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孟子》

       技术规范/标准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研发的成果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技术标

准，通过技术标准的实施来推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生产和市场的信息反

馈又可以反作用于技术标准的修订和科学研究，从而促进技术标准

和科技发展。



2.2 家畜冻精生产规范/标准制订情况

       家畜中，牛冻精最先实现商业化生产和应用。
          GBT 4143-1984    牛冷冻精液
            NYT 1234-2006   牛冷冻精液生产技术规程
           GB 4143-2008      牛冷冻精液
           GB∕T 30396-2013 牛冷冻精液包装、标签、贮存和运输

  羊：
      DB21/T 1697-2008   辽宁绒山羊细管冷冻精液制作规程
        DB61/T 306.6-2003 布尔羊冷冻精液
       GB 20557-2006        山羊冷冻精液
       DB52/T 504-2007     山羊冷冻精液



猪：
      猪冻精已开始步入商业化生产，迫切需要技术规
范/标准来约束。

        DB13/T 2633-2017 猪冷冻精液（河北省）
                                       种猪冷冻精液（国家标准，修订中）
                                     猪冷冻精液生产技术规范（上海市标准，制定完成）



※ 冻精制作基本流程
※  现有国家、省市的相关规范/标准                             
                               DB13/T 2633-2017 猪冷冻精液（河北省）
                               猪冷冻精液生产技术规范（上海市标准，完成）
                               种猪冷冻精液（国家标准，修订中）

※ 国内外同行在猪冻精生产中积累的经验。

2.3 猪冻精生产技术规范/标准解读



2.3.1 适用范围和内容

         猪冻精技术规范/标准主要针对种猪细管冻精的商

业化生产，不适合地方猪品种冻精制作。

       我国地方猪品种群体较小、甚至部分品种濒临灭绝，

少量的公猪显得尤为珍贵，故地方猪品种保种对公猪个

体、细管冷冻精液密度、解冻精液品质（活力、顶体完

整性等）等指标远低于商业化生产冻精的。



          题目

内容

猪冷冻精液
（河北省）

  种猪冷冻精液
（国家标准，修订中）

猪冷冻精液生产技术规范
    （上海，制定完成）

术语 √ √ √

定义 √ √ √

取
样

精子耐
冻性

√

其它 √ √ √

冻精制作 √
品
质
检
测

顶体完
整性

√ √

病毒
检测

√ √

包装 √ √ √

运输                               √ √ √

贮存 √ √ √



2.3.2 相关术语（精液品质检测指标）

 术语 定 义 
1 精子活力  

Sperm progressive motility
直线运动精子的百分率。
     评价精子运动能力的最重要指标。

2 精子活率  
Sperm viability

活精子百分率。

3 精子畸形率 
Abnormal sperm percentage       

畸形精子占总精子数的百分率。

4 菌落数 
Bacteria count

解冻后每毫升精液经培养后观察到的细菌菌落
数。

5 顶体完整性 
Acrosome integrity

解冻精子中活的且顶体完整精子百分率。



2.3.3 冻精制作环境要求
      制作场地应考虑冻精制作流程、因地制宜、操作人员习惯等因素进行合理

布局。可以分为清洗间、冻精实验室和冻精储存区域等三部分。
      ※ 操作台和地面要求容易清洁、防滑；
      ※ 具有控温（如空调）、除湿和通风设施；
      ※ 水、电符合生产要求。



2.3.4 猪冻精生产相关仪器和耗材等
仪器 作用

1 17℃恒温箱 用于猪精液保存和17℃降温平衡。

2 精子密度仪 测定精液密度。

3 程控冷冻仪 冷冻降温。

4 精液分装、打印和封口设备

5 精子分析仪（CASA） 检测精子运动性能。

6 离心机 去除精清。

7 水浴锅（2个以上）

8 荧光显微镜（用于检测精子顶体完整性）、冰箱、液氮罐、磁力搅拌器、高压灭菌锅、超
声波清洗机、pH计和烘箱等；镊子、温度计、冷冻细管（0.5 mL）、拇指管、小布袋、
打印机油墨等耗材；不同规格的烧杯、量筒、移液枪、容量瓶等。



2.3.5 种公猪的选择

精子耐冻
性极好部
分

精子耐冻
性极差部
分

       精子耐冻性
   鲜精品质（畸形率、活力等指标）
  公猪育种值



       猪冻精的价值应该包括公猪育种值和其品

质（精子活力和顶体完整率等）等指标的加权

平均值。

       高育种值、精子耐冻性差一些的种公猪的

冻精也有一定的商业价值。



2.3.6 精液采集

    自动采精系统取代传统的手握法可大幅度降低猪精液中细菌
数量，从而提高猪冻精品质。
    原精液色泽为灰白色或乳白色，精子活力≥70 %，精子
密度≥2亿个/mL，精子畸形率≤15 %。 



精液运输过程

原则：

       尽可能地减小冻精制作地点与公猪站的距离；

       建议采用可控温的17度恒温箱，其它参照液态

精液运输。



2.3.8 剂型

0.25 mL

0.50 mL

3.0 mL

5.0 mL

规模化生产；
输精量；
解冻操作。

0.50 mL

3.0 mL

5.0 mL



2.3.9 精液稀释、降温平衡

※ 等温、分步稀释；
※ 17度降温平衡采用冰箱结合水浴法（逐步减少水
量）或可控温平衡仪。



2.3.10 精液分装，细管标记和封口



2.3.11 冷冻方式



解冻：
     50 ℃、16 s，解冻、稀释后在
37℃条件下水浴10～20 min，取精
液约10 µL 置于精子计数板的池中，
用CASA系统检测精子运动性能
（包括活力、活率及运动速率等）。



项目 指 标

外观
细管无裂痕、两端封口严密、所印字迹应清晰易认、
信息齐全。

剂型
0.5 mL细管
1 mL细管
5 mL细管

剂量
0.5 mL细管，mL ≥0.4
1 mL细管，mL ≥0.8
5 mL细管，mL ≥4.0

精子活力，% ≥50

前向运动精子数

0.5 mL细管，个/剂 ≥0.5×108 

1 mL细管，个/剂 ≥1.0×108 

5 mL细管，个/剂 ≥5.0×108 

精子畸形率，% ≤20

顶体完整率，% ≥60

菌落数，CFU/mL ≤500

非洲猪瘟病毒、口蹄疫病毒、猪瘟病毒、猪
蓝耳病病毒、猪圆环病毒、猪细小病毒、布

鲁氏杆菌
病原学检测阴性

2.3.12 猪冻精品质要求



※ 精子运动性能检测：活力（在37℃±1℃环境下前向运动精子的百

分率）和活率（在37℃±1℃环境下具有运动能力精子百分率）

         CASA系统能客观、准确检测精子运动性能。

    前向运动精子数（有效精子数）：指每剂量精液中呈前向运动精子

的数量，即细管精子密度×体积×活力。



解冻精液

菌落数小于 500 CFU/mL。



※ 精子畸形率检测
     可采用伊红、姬姆萨等常规染色方法，也可采用CASA系统
分析。



        精子顶体完整性采用姬姆萨或荧光染色等方法，用油镜、
荧光显微镜或流式细胞仪等进行检测。



非洲猪瘟病毒
口蹄疫病毒
猪瘟病毒

猪蓝耳病病毒
猪圆环病毒
猪细小病毒
布鲁氏杆菌

病原学检测阴性

主要通过对公猪定期检测来排除。



2.3.13 冷冻细管包装及保存

     细管壁、布袋系绳上或提筒杆上分别打印或标记以下信
息，信息标记或标识要清楚、耐损。
     a) 生产厂家； 
     b) 公猪品种； 
     c) 公猪耳号； 
     d) 生产日期或批次； 
     e) 生产人员代号。



“贮精管-纱布袋-细绳”法，不同纱
布袋的系绳容易缠到一起不容易取出。

“贮精管-贮精筒-提漏”法取放、解冻方
便，更适合标准化生产和冻精的使用。



2.3.14 关于液氮和液氮罐

       液氮罐在使用前后彻底检查和清洗。

       定期添加液氮、做好记录，注意观察液氮罐状况，发现液氮消
耗明显增快或容器外挂霜等异常情况，应立即更换。
     自动监测补给系统。

      运输过程中贮存容器不得碰撞或剧烈震动。
      搬运、装车应该注意罐体防护，不得倾斜、横倒、碰撞和强烈
振动，确保冷冻精液始终浸泡在液氮中。



      冻精储存数量较大时，制订冻精分类和存放位置的详细图表（电子
和纸质版），防止不同品种或个体冻精发生混淆。

      运输冻精时，应有专人负责，办好交接手续（应附带精液运输、交
接卡片）。途中应及时检查和添加液氮。



2.3.15 冻精定期品质抽检
       冻精指标（精子运动性能、顶体完整性和细菌含量等）在产品入库
前和出库前（销售前）各检测一次（或每隔半年一次）。
       
       产品抽样方案参照现有猪冻精制作标准。



2.3.16 其它

注：程序化冷冻仪与液氮罐不连接时，要注意将液氮连接管密封，防止昆虫
类进入冷冻仪内部管道而导致故障（尤其在南方地区）。



安全防护



2.3.17 小结

※ 冻精生产场地建设、生产仪器配置应遵循“因地
制宜、量力而行”原则，相关仪器基本实现国产化且
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 管理和生产人员要认真学习现有生产规范/标准，
从而推动冻精产品的标准化生产；
    科研人员、冻精生产和使用企业等在研究、生产
和使用等过程中的反馈，从而促进猪冻精技术规范完
善和升级！



03 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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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冻精生产和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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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冻精制作规范/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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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冻精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猪冻精商业化生产、销售和售后

服务体系的逐渐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