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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地位——猪粮安天下

鲁绍雄：产能恢复背景下的种猪繁育与生猪产业发展趋势



产业规模牧业最大

l 我 国 是 世 界 第 一 养 猪 大 国

(2019年猪肉产量4255万t，占

世界的43.87%)

l 2017年，全国生猪产业产值约

1.3万亿元，占畜牧业总产值的

49%

l 是我省农牧渔业单项产值最大

的产业(约20%)

对肉类产品市场供给影响最大，

对畜牧业发展水平影响最大

全国及云南2014~2019年猪肉产量
占肉类总产量比例(%)



国计民生重要产业

l 猪肉在居民肉类消费中占比高，

仍旧是中国人餐桌上最重要的

肉类，相当长时间内不可替代

—生产难以替代

—产量难以替代

—饮食习惯和方式难以替代

直接关系到居民生活水平

全国2019年主要肉类产量占比



l 2020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春季

农业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

加快发展生猪生产，切实解决面

临的困难，确保实现恢复目标。

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抓好蔬菜、

畜禽等生产，畅通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

通道，加快生猪补栏扩能，把加大

扶持养殖场户的政策落到位。加强

重大动物疫病和病虫害防治。





2020年1月6日《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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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生猪产业现状与形势

鲁绍雄：产能恢复背景下的种猪繁育与生猪产业发展趋势



1. 非洲猪瘟(ASF)疫情平稳下降

l 截至2020年10月9日，全国(含香港)共发生ASF疫情183起(18年99起、19年
66起、20年18起)；云南13起 (2018年5起、2019年7起、2020年1起)

l 2020年8月7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非洲猪瘟常态化防控技术指南(试
行版)》



2. 生猪产能逐步恢复

l 2019年，全国生猪存栏3.1亿头、出栏5.4亿头、猪肉产量(4255万t)，分别较

2018年下降27.5%、21.6%和21.3%
l 2020年上半年，全国生猪存栏3.40亿头、出栏2.51亿头，较2019年同期分别

降低2.3%、19.8%，较2018年同期降低16.9%、24.9%
l 2020年10月，全国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均恢复到正常年份的80%以上

全国2015~2019年生猪存、出栏量



3. 猪价稍有回落但仍高位运行

时间 2020-09 2019-09 2018-09 2017-09 2016-09 2015-09
仔猪/元 107.60 55.87 25.67 34.24 45.70 34.29
活猪/元 36.23 26.83 14.11 14.75 18.36 17.94
猪肉/元 55.19 42.00 23.13 24.92 29.60 28.30

仔猪、活猪、猪肉价格
分别较2019年同期上涨
93%、35%、31%，较
2018年同期上涨319%、
157%、139%

仔猪、活猪、猪肉价格：10月第1周，99.49元/kg、
33.15元/kg、52.19元/kg；第2周，95.45元/kg、

31.68元/kg、50.56元/kg



一组数据三点思考……

―当务之急 —— 产能恢复与提升

―固本之基 —— 良种保障 + 效率提升

―长远之计 —— 绿色 + 健康 + 高效 + 稳定 + 持续

一组数据(2018)：

指标 中国 加拿大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荷兰 丹麦

PSY/头 18.23 24.66 26.80 27.35 28.49 30.10 30.55 33.57

生产效率偏低，尤其是种猪质量不高是导致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

力弱的主要原因

 抓当前

 强基础

 重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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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猪繁育模式的优化重构
——以D、L、Y三品种杂交为例

鲁绍雄：产能恢复背景下的种猪繁育与生猪产业发展趋势



1. 经典杂交繁育模式

×

×

长白(L) 大白(Y)

杜洛克(D) 长大(LY)

杜长大(DLY)

l种群维持难度小，制种

程序不复杂

l可充分利用种群间的杂

种优势和遗传互补性：

父母代母猪繁殖性能优

良；商品代肉猪生长、

胴体性能优良、产品规

格整齐

 世界经典，全球通用

问题：能繁母猪不足导致大量
商品代母猪留种，正常
繁育体系被打破



2. 三元商品母猪——母猪补充应急模式

×

杜洛克(D) 杜长大(DLY) 商品猪

l 繁殖性能(发情、产仔、泌乳、带仔、使用寿命等)总体上明显低于LY/YL母猪，

(产仔数降低1~2头)

l 商品猪杂种优势、生产性能和整齐度降低，可持续性低

 解燃眉之急但不宜长期使用，应及早替换；杂交后代更不宜再继续留种



3. 回交三元母猪模式

×

×

长白(L)

杜洛克(D)

商品猪

L(DLY)

杜长大(DLY) 大白(Y)

×

Y(DLY) 杜洛克(D)

×

商品猪



4. 回交二元母猪模式

×

×

杜洛克(D)

商品猪

L(LY)

长白(L) 长大(LY)

×

Y(LY) 杜洛克(D)

×

商品猪

大白(Y)



5. 轮回杂交母猪生产模式
——以LY母猪为基础

l 做法：先用Y或L公猪与LY母

猪回交，后代母猪再轮流用L
或Y公猪回交；合格母猪留种，

其他猪商品用；终端公猪用D
l 优点：可充分利用母本杂种优

势，保证母猪繁殖性能；可持

续利用一定的个体杂种优势

l 缺点：无法稳定利用种群间遗

传互补性，商品猪一致性会受

影响

×Y LY

Y(LY)
×

L

L(YLY)
×Y

……

D



l 做法：同前

l 优点：一定程度可利用母

本和个体杂种优势，可迅

速应急补充母猪

l 缺点：母猪繁殖性能要低

一些(随轮回次数增加会

有所改进)，商品猪性能

和一致性会受影响

——以DLY母猪为基础

×
Y DLY

Y(DLY)
×

L

L(DYLY)
×Y

……

D



繁育模式重构的具体实践

l 优选繁育模式：二元母猪>回交二元
母猪>以LY为基础的轮回母猪>以DLY
为基础的轮回母猪>回交三元母猪>三
元商品母猪

l 严格避免近交：在回交二元母猪、繁

殖型三元母猪、轮回杂交母猪生产，

以及商品猪生产时，一定要避免近交

(特别是亲子交配)，否则会导致近交

衰退，造成严重损失

近交的可能后果



6. 繁育体系优化建设

持续开展亲本种群选

育并提供性能优良

的种猪

主要任务 种群构成

生产商品代所需的所

有纯种公、母猪

高效繁殖父母代种猪

尤其是母猪

生产父母代所需的父

本品种公猪 + 母本

品种公、母猪

按照既定杂交组合

高效生产优质

杂种商品猪

生产商品代所需的终

端父本品种公猪

+ 父母代母猪

l繁育体系繁育体系是将纯种猪选育提高、良种猪扩繁推广和商品猪杂交生产

有机结合起来的遗传传递系统

l繁育体系健全与

否，直接影响到

区域(企业)养猪生

产的效率，是生

猪产业稳定持续

发展的基础和现

代养猪生产水平

的重要标志



DLY三元杂交繁育体系

l在完整的杂交繁育体系中，各类型猪场、各类别猪群各司其职，共同形成一

个高效运行的遗传传递系统和生产系统

D♂ × D♀ Y♂ × Y♀原种场

扩繁场

D(LY)

商品场 D♂            ×             LY♀

曾祖代(GGP)

父母代(P)

商品代(C)

L♂ × L♀

L♂      ×      Y♀ 祖代(GP)



繁育体系建设中应考虑布局公猪站建设
核心场(群) 

 D, L, Y

纯  种
扩繁场(群)

杂交扩繁场(群)

商品场(群)

公猪站

Y♂♀

Y♀

LY♀

D♂ L♂

D♂

L♂

Y♀

l ASF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猪场或区

域内“自我循环配套”将是种猪繁

育的趋势

种猪活体跨场或跨区域流动将明

显减少

精液引种和人工授精将成为主流

加强公猪站建设(以确保公猪遗传品

质和健康为前提)，暨既有助于产能

恢复提升，更有助于提高生猪生产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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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猪产业发展趋势

鲁绍雄：产能恢复背景下的种猪繁育与生猪产业发展趋势



1. 稳产保供仍是主基调

l 生猪产能恢复需要时间

l 猪价仍在高位运行

2019年1月以来猪价



2. 规模化养殖将是大势所趋
l 小规模散养户将加速退出，规模化养殖将逐渐成为主流

l 2019年，生猪规模养殖比例达52%，较2014年提高了10.2个百分点

l 2022年，养殖规模化率将达到58%左右



l 生猪养殖集团化、

集约化进程将进一

步加快    自繁自养、

公司+农户

l 2019年，TOP10企
业生猪出栏量占全

国总出栏量的9.4%

2019年我国生猪行业年出栏量(万头)TOP20企业



3. 转型升级将加速推进
l 生猪产业转型升级升级将提速

─ 疫情防控软、硬件将全面升级，生物安全体系更加健全

─ 生产工艺将更加优化——一点式多点式

─ 自动化、信息化、物联网技术、智能化技术将加速应用

─ 生猪养殖生产效率将进一步提高



4. 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将加速推进
l 种养结合，粪污资源化利用与循环农业必将成为未来生猪产业发展趋势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建设将深入推进

─ 生猪产业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将更加协调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禽粪污还田利用、依法加
强养殖污染治理的指导意见》(农办牧〔2019〕84号)明确提出：以粪污无害化
处理、粪肥全量化还田为重点，坚持依法治理、以用促治、利用优先，促进畜
禽粪肥低成本还田利用，积极稳妥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努力探索畜牧业绿
色发展的新路径。



5. 安全优质是永恒主题

l地方猪  外种猪  地方猪

l饲用抗生素禁用与替代

l饲养管理的标准化

放养 = 绿色生态 = 优质安全？

不喂“饲料”= 安全？



不结束语

ASF疫情确实对世界生猪产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也深刻地影响着种猪

繁育体系和产业格局，但并未改变全球猪业的发展方向，人类的智慧最终

一定能战胜疫情。产能恢复肯定有困难，但产能恢复一定会实现且一定不

会遥遥无期。

今天我们都在为如何稳产保供而犯愁的时候，有人已经开始担忧新一

轮猪周期的到来(未来的竞争将会更加惨烈)。

在ASF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产能恢复提升是当务之急，但提

前谋划，化“危”为“机”，绿色健康高效稳定持续发展才是长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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