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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届全国猪人工授精关键技术研讨会

组 织 机 构

主办单位：中国种猪信息网

          科技部畜禽良种产业创新战略联盟

          全国母猪定时输精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应用协作组

支持单位：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

          安徽省猪业协会

承办单位：安徽天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迎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迎驾山庄

协办单位：奥格生物技术（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三生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国 IMV（卡苏）集团

          意大利亚士可化工大药厂

          百钧达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成都美强兽医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南农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 11 届全国猪人工授精关键技术研讨会

参 会 须 知

1、请参会代表仔细阅读会议日程，了解会议安排情况，准时参加会议。

2、请参会代表携代表证进入会场，正餐就餐时请携带代表证中对应

的餐券，

  不可调换餐期。

3、请参会代表严格遵守会议时间，在会议开始前将手机调至静音或

  振动模式，会议期间请妥善保管好个人物品，以防丢失。

4、会议地点：二楼第一会议室

   展览地点：山庄门口

   正餐用餐地点：一楼餐厅

5、会议大合影请登录第十一届人工授精会网站下载。

6、会务组联系人：焦纯青 13911574412

                 王苗苗 15212192412

                 甄梦莹 13717997590

                 王继华 18612559559

                 高志勇 13520593393 

                 商明涛 15046945202

                 李吉祺 15210239511

7、会务组房间号：9303、9305



第 11 届全国猪人工授精关键技术研讨会

日 程 表

4 月 10 日

时间 会议内容 报告单位及个人 主持人

08:00-21:00 霍山县迎驾山庄大堂报到

18:00-19:30 “天安生物公司”欢迎晚宴 孙德林

“百钧达”猪冷冻精液国际论坛及抽奖

19:30-20:00 猪繁殖技术第二次革命
周会钧 董事长——百钧达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张守全

20:00-21:00
法国人工授精中心的组织和运

营模式
法国专家 Joël BIDANEL 先生

21:00-22:00 猪人工授精技术分享
西班牙专家 Pedro García Casado 

博士

22:00-22:30
多国学者共叙冷冻精液发展趋

势
法、德、西班牙中外专家荟萃

4月 11 日

07:00-08:30 早餐

08:30-09:00 开幕式、合影 甄梦莹

09:00-09:40 低剂量深部输精技术应用评价 田见晖 教授——中国农业大学

张树敏
09:40-10:10 理想微量元素模型

孙安权 博士——奥格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10:10-10:40 种猪精液低温保存技术进展 李新红 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10:40-11:10
提高公猪精液品质的氨基酸营

养和管理方案
林燕 博士——四川农业大学

李家连11:10-11:40 冷冻精液应用进展
张德福 研究员——上海农业科学

院

11:40-12:10 中兽药在母猪保健中的应用
汪鲲 博士——天安生物科技股份

公司研发团队首席专家

12:10-13:30 午餐

“宁波三生”批次化管理专题论坛

13:30-14:00
母猪定时输精技术与批次化生

产

张守全 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动

物科学学院

孙安权14:00-15:00 德国母猪定时输精技术
Klaus-Peter Brüssow 教授——生

殖生物学资深科学家

15:00-16:00
德国母猪生产批次化技术的研

究成果

Martin Wahner 教授——德国 ICBAR

会员

16:00-16:15 茶歇

16:15-17:15 母猪生产批次化的操作要点
Monika Srocha 技术总监——德国

Nebelschütz GmbH 猪场

徐学文
17:15-17:45

德式母猪生产批次化技术的中

国化措施

翁士乔常务副总经理——宁波三生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7:45-18:00 提问答疑

18:00-19:30 晚宴

“卡苏”精液品质与健康论坛及抽奖

19:30-20:30
精液生产的生物安全问题及猪

人工授精的最新研究进展

Jack Behan 博士——法国 IMV 卡苏

集团技术顾问

史文清

20:30-21:10
冷冻精液在猪生产中的应用及

存在的问题

朱士恩 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动

物科技学院

21:10-21:40 猪深部输精技术的应用
赵伟宾 经理——上海卡苏生物公

司技术工程师

21:40-22:10 提问加小游戏环节



4 月 12 日

07:00-08:00 早餐

08:30-09:00
疫苗免疫对公猪精液品质的影

响

赵勤辉 技术总监——意大利亚士

可化工大药厂（上海）

李东风09:00-09:30
猪人工授精社会化背景下实验

室技术若干问题
史文清 博士——北京市畜牧总站

09:30-10:00
靓精——动物精液净化技术的

领跑者

况洪 董事长——成都美强兽医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0-10:10 茶歇

10:10-10:40
中国养猪产业种猪性能评估指

标探究
符开星 董事长——六马科技集团  

况 洪

10:40-11:10
秀博社会化供精的运营与发展

模式探讨

李家连 博士——广西秀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11:10-11:40 精液质量系统研究进展 徐学文 教授——华中农业大学

11:40-12:00 养猪行情分析
孙德林 教授——中国种猪信息网

创始人

12:00-13:30 午餐

13:30-17:30 第三届猪人工授精技能竞赛

薛振华

17:30-18:00 竞赛颁奖与总结

18:00-19:30 晚餐

4月 13 日

07:00-08:00 早餐及退房

08:00-13:00 参观天安生物科技公司生产基地、南岳山，品特色美食

14:00-16:00 参观奥格生物公司生产基地

16:00-17:30 分别送六安市火车站、合肥机场，请预订 19:00 以后航班稳妥

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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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12 －

朱士恩

朱士恩，男，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自 1989 年赴日本留学至今一直从

事哺乳动物配子与胚胎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从理论上研究精子、卵子和早期胚胎经体

外操作对其甲基化和乙酰化水平的变化规律；从技术上探讨人工授精、体外受精、同期

发情、胚胎移植等相关生物技术如何提高家畜繁殖力。

主攻哺乳动物的卵子及胚胎的玻璃化冷冻技术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张守全

张守全，男，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生猪种业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动物繁殖和养猪生产的教学、科研和技术推广工作。兼任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繁殖学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动物生物技术分会

常务理事，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猪创新团队育种与繁育岗位专家，广东省养猪协

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广东温氏食品集团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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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14 －

田见晖

 田见晖，男，中国农业大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农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繁殖学分会理事长，畜禽育种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农业

部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学科群副主任，国家“十二五”农业与农村科技发展规划专家组

成员，国家“十一五”、“十二五”“863”计划“动物分子与细胞工程育种”重大专项

首席专家。先后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及“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主要从事卵母细胞成熟与胚胎发育调控、诱导多能干细胞（iPS）重编程等方向的研究，

重点关注表观修饰参与上述过程的调控机制。

史文清

史文清，男，博士，高级畜牧师。现任北京市畜牧总站健康低碳饲养技术研究室主任，

兼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繁殖学分会理事，中国畜牧业鹿业协会资源委员会委员，中国科

协农技中心扶贫专家组成员，北京 12316 农业服务热线专家，北京低碳农业协会理事。

专业方向：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特长：动物胚胎生物技术、家畜低碳减排养殖技术

科研成果：

参与省部级科研项目 13 项，起草并完成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1 项，完成了北京市科技

示范项目 5 项（主持了 3 项），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合作奖 1 项，北京市农业技术

推广奖二等奖、三等奖各 1 项，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优秀论文奖 1 项，北京市怀柔区科技

进步二等奖 1项。 

   发表 SCI 文章 6 篇 ( 第一作者 2 篇 )，发表国内论文 26 篇，参与编写专业书籍 

5 部（副主编 3 部），参加国家标准编写 1 项，参与编制北京市地方标准 9 个，主持完

成梅花鹿地方标准 2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各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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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16 －

林燕

林燕，女，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

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教学科研基地主任，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获得者。

曾留学美国密苏里大学，国际 SSR 协会会员。一直专注于种公猪营养与健康和雄性动物

营养的研究。主持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项目和四川省科技厅项目等多项。

作为科技部创新团队和四川省猪营养创新团队骨干成员，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成都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已发表 SCI收录文章 30余篇，

申请并授权专利 6项，副主编专著《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图册》。

李新红

李新红，男，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 : 家畜动物繁殖生物技术；动

物生殖细胞蛋白质组学及修饰组学；动物生殖细胞生殖毒理学。多年以来，一直从事动

物繁殖技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工作。主要从事家畜动物生殖细胞体外低

温“休眠期”诱导调控及功能机理学研究；动物生殖细胞蛋白酰化修饰组学以及繁殖相

关生物标记蛋白功能研究；动物繁殖毒理学以及病菌、重金属等环境污染物诱导生殖细

胞繁殖功能障碍的分子机制研究。主持上海市科委重点基础研究项目及“登山计划”攻

关项目各一项；主持上海市科委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主持上海农委科技兴农攻关项

目及重点基础研究项目各一项。参与国家“948”引进项目及教育部公益项目子课题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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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18 －

张德福

张德福，男，研究员，现任上海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动物胚胎工程实验室主任，

上海市实验动物学会理事，上海市实验动物科学杂志编委。主要从事动物胚胎生物技术

研究工作，包括猪胚胎、配子冷冻保存、体细胞克隆等，在国内首次获得猪超低温胚胎

冷冻后代。先后主持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上海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上海市科技兴农

重点攻关项目、国际合作课题 ( 与德国波恩大学动物科学研究所合作 )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等 10 余项。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在国内外有关学术刊物

发表研究论文 60 余篇、出版科技专著 2 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4 项。

徐学文

徐学文，男，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工作围绕猪肌肉发育的

分子调控和肌肉品质遗传基础展开，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参与申请发明专利 11 项。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瑞典国际科学基金 (IFS) 项目各一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863 项目、转基因重大专项、湖北省科技攻关重点项目的相关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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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20 －

Klaus-Peter Brüssow 教授

Klaus-Peter Brüssow教授，男，生殖生物学资深科学家，欧洲胚胎移植协会（AETE）

成员、欧洲家畜繁殖学会（ESDAR）成员。多年致力于研究猪生殖生理学，并进行大量关

于猪卵巢功能的研究活动。其研究重点主要是合成的 GnRH 对母猪排卵调节和同步化的试

验；排卵过程中促性腺激素和类固醇的影响；卵泡内的卵母细胞和早期胚胎发育；卵母

细胞和胚胎在后备母猪生殖道内的运输和迁移；子宫蠕动的电生理研究；胚胎移植和转

基因猪；在卵泡发育和排卵的动态研究；对 GnRH 激动剂和拮抗剂对垂体和卵巢功能的影

响；研究应急和霉菌毒素对生殖的影响等。根据这些研究活动，阐述了几种用于猪繁殖

生物学研究的临床方法，包括诊断性剖腹探查术、卵巢形态的判断、和卵母细胞和胚胎、

输卵管和子宫胚胎移植、静脉及输卵管插管、电极植入、腹腔镜下卵巢诊断、内镜下卵

泡液和卵、微创胚胎回收和转移等。

科学成果发表超过 200 个和 150 篇会议论文。2014 年被欧洲胚胎移植协会（AETE）

授予“先锋奖”，2015 年被波兰波兹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兽医和动物科学授予名誉博士

学位。

 Joël BIDANEL

Joël BIDANEL，男，法国养猪研究院遗传育种部主任，国家生猪联合育种委员会主任。

法国国家生猪联合育种委员是一个负责采集全国种猪场种猪测定信息、制定种猪选

育计划和计算种猪遗传育种值的国家组织。它和法国的育种公司及科研部门有紧密的联

系。它通过协调数量遗传与基因组遗传的研究项目和成果， 制定新的育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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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Wahner 教授

Martin Wahner 教授，男，执教于 Anhalt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安哈

尔特应用科学大学），多年从事猪和牛繁殖技术的研究工作，结合早前管理万头猪场的

实践经验，发展出一套母猪定时输精应用技术，该技术目前广泛应用于欧洲各大规模猪场。

作为世界上最具权威的动物育种专家及母猪定时输精技术的奠基人，Martin Wahner

教授一直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提升母猪生产力相关技术的推广工作。

Dr.John Raymond Behan

约翰 • 雷蒙恩 • 比汉博士，大家都叫他杰克，是有爱尔兰血统的英国人，50 多岁，

是两家大型育种公司的合伙人，拥有 4 家猪人工授精设备公司。拥有英国伦敦皇家兽医

学院动物繁殖博士学位，是国际上多家大型动物育种企业、食品生产企业以及农业生物

技术企业的顾问。

专注于动物蛋白质生产最大化、动物繁育系统管理等方面的技术咨询。目前，在自

家进行1000头母猪场及350头奶牛场的经营管理，并拥有及管理一个种猪人工授精中心，

他日常主要进行 13 种动物（包括：猪、牛、马、山羊、绵羊、鸡、狗及猫科动物）的人

工授精及动物繁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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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ro García Casado

Pedro García Casado，1983 年获得马德里大学兽医学位，1986 年获得医学系学位，

1986 年在全国农业研究所 (INIA) 圣地亚哥马丁 Rillo 博士的指导下获得动物繁殖系奖学

金完成博士论文。

自1986年开始在猪繁殖不同领域进行研究，包括母猪的生殖分泌学、公猪精液的守恒、

冷冻、冻结、新的人工授精技术、胚胎转移。

1991 年进入国家官方机构的政府部门做研究员。1992 年发表兽医博士论文。

1994年创立基金会，几年研究以后通过冷冻公猪精液获得了保存公猪精液一系列方法。

这几年，西班牙养猪领域发生革命，推广了人工授精技术，使将精子在 15℃的环境中保存

8天，繁衍能力和生产力大大提高。

2008 年在国家政府的官方机构全力发展公司，将 GESTION VETERINARIA PORCINA, S.L

公司并入 Arquimea 集团，公司新名字——ZOITECHLAB，S.L。

孙安权

 孙安权，男，奥格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奥格生物技术（上海）有

限公司是于 2004 年创建的美商独资企业，是一家以科学为主导专注于动物健康与营养产

业的高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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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连

 李家连，男，博士，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师，扬翔地方猪创新研究院专家

组成员，广西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期从事养猪有关的教学、生产、瘦肉猪

育种与畜牧工程技术研究和成果推广工作。在猪场规划设计、猪的育种、饲养管理、繁

殖技术、疫病防制、性能测定、屠宰测定和猪场环境控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

猪场进行精细化、规范化管理，保证高产高效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主讲《养猪学》、

《家畜育种学》、《家畜饲养管理学》、《畜牧业经营管理》和《动物行为学》，参编《畜

牧学概论》、《养猪必读》、《健康养猪关键技术精解》。参加“863”、“973”项目、

国家支撑计划、国家基金、省创新团队、湖北省攻关、湖北省重大专项等十多项课题的研究。

目前，主要经营中国最大的社会化供精企业“广西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建有

世界最大、最先进的空气过滤公猪站，经过多年辛勤耕耘，“母猪发情找扬翔”得到广

大规模猪场的认可和赞誉。2012 年获得贵港市“西江创业创新领军人才行动计划”第三

批创业创新领军人才（团队）；贵港市第三届科学技术协会委员；2013 年被聘为广西壮

族自治区农村科技特派员。

翁士乔

翁士乔 ,1982 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畜牧专业，现任宁波市三生药业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浙江工业大学硕士生导师、全国母猪定时输精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应用协作组

副组长。长期致力于动物繁殖产品的研发工作，主持并获得多项技术进步奖及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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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会钧

猪冻精专利技术 研发人 

百钧达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三河市盛繁商贸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级畜牧技师 

多次获省级优秀先进个人奖 , 县级优秀先进个人奖 , 获“国家项目研究奖”  

况洪

成都美强兽医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期从事兽医生物制品研发及技术服务工

作，自 2009 年开始主持动物精液净化保护剂——靓精的研发工作，目前已经取得显著

成果。靓精能够彻底杀灭精液中可能污染的猪瘟病毒、蓝耳病病毒、伪狂犬病病毒、细

小病毒及圆环病毒，对精子、受精卵及胚胎发育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对精子的保存时间

有显著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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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鲲

中国农科院博士，安徽天安生物科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团队首席专家， 北京天福莱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主要从事天然植物多糖、类黄酮提取物复合饲料添加剂和畜禽

水产中兽药制剂研发。

赵勤辉

供职于广州力智农业有限公司长达7年，拥有扎实的一线生产经验，历任生产线主管、

兽医主管、分管生产和兽医的副经理等职。赵勤辉对生产计划的制定与落实、生产现场

的管理拥有宝贵的第一手经验；同时对集约化猪场的疫病综合防控有着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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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宾

" 九吨母猪百亿战略联盟 " 战略宜导人，《北京六马标准养猪模式》创始人之一，

20 年资深养猪经营、管理、初实战专家 ...

他凭借多年实战及对行业未来的把握，认为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团队是未来养猪战

略趋势 ...

孙德林

孙德林，男，1958 年 7 月生于内蒙古扎赉特旗，1983 年 7 月毕业于黑龙江八一农垦

大学畜牧系畜牧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4 年开始从事计算机在畜牧业上应用推广【1990 年出版中国第 1 部《电子计算机

在畜牧业上的应用》著作，50万字】；1999：创建中国种猪信息网和中国奶业信息网【第

一种猪行业网站】；2006：编辑、出版、经营《猪业科学》杂志；2000：在全国开展猪

人工授精技术推广工作【组建全国第一家大型公猪站，2007 年创建“全国猪人工授精关

键技术研讨会”品牌会议 (2007-2016，2017 年举行第 11 届、安徽六安）】；2005 年：

从事养猪行情研究 【组建全国第一家民营数据中心】。累计发表论文 220篇，出版著作、

教材 16 部，获得国家省部级奖励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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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精比赛选手
赵永君

毕业于宿州职业技术学院兽医专业，曾在宿州市砀山县畜牧兽医站工作 5 年，2010

年通过国家执业兽医师考试。现就职于天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事临床技术服务

工作，技术精湛，经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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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其明

毕业于济宁市畜牧兽医职业学院，从事家畜工作 16 年，2003 年在省畜牧局培训，

2016黏在北农大进行短期培训，现就职于圣水峪镇兽医站，从事服务一线工作，技术精湛，

经验丰富，培育出 5名一线工作人员。

张士海

北京市昌平区畜牧水产技术推广站副站长，1983 年参加工作，34 年来一直从事畜牧

技术推广工作，在 2013 年为服务区引进推广了猪低剂量深部输精技术技术，较好完成了

各年度技术推广、田间学校、生猪创新团队技术推广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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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桥

温氏集团华东种猪分公司百子原种场配种舍区长，开始从事配种工作，已有9年时间，

平时多加强现场基础操作并进行学习总结，取得较好成绩，平均配种分娩率保持92%以上，

胎均总仔 14 头以上，曾获得高级配种员及优秀员工等荣誉称号。于此同时致力于公司人

才梯队的建设，为公司培养了优秀配种员 56 人。

贾艳行

2009 年进入温氏华东育种公司至今，从事配种工作 8 年，现在职位是温氏洪湖种猪

公司洪湖原种场配种舍兼公猪站组长。从入职至今为公司人才梯队建设培养出优秀配种

员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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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美林

四川省宣汉县富昌牧业有限公司场长，2015 年才开始接触养猪业，一直从事妊娠母

猪的饲养管理和配种工作。目前本场全年分娩率 88% 以上，母猪均产总仔 13.5 头以上，

临产母猪背膘合格率 90% 以上。

任国林

兽医专业毕业，2001 年曾在中荷畜牧中心培训猪人工授精，之后一直从事猪人工授

精工作，现为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码头镇北辛村乡村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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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海青

毕业于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畜牧兽医专业。毕业后，在北京浩邦工作一年。08 年

在中慧饲料厂做技术服务一年。09年做兽药（江西博莱兽医）业务员！09年12月回家创业，

建种公猪站，享受国家政府补贴。

王彦会

河南精旺猪种改良有限公司技术服务经理，2016 年从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毕业，毕业

后进入谊发，主要负责的工作：一是公猪饲养管理，公猪采精、精液检查、精液稀释；

二是母猪的查情和人工授精工作，在生产上工作 3 年，目前，在河南精旺猪种改良有限

公司做市场技术服务工作，主要负责方面包括：母猪发情鉴定、普通和深部人工授精技术、

后备猪饲养管理、PSY、各阶段母猪饲养管理技术、冻精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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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里

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畜牧兽医专业，曾在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年。

现就职四川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种猪场配怀环节操作，为配怀组长。热忠养殖

事业，性格热情开朗，工作勤奋，认真负责，能吃苦耐劳是我的标签，相信通过自己的

努力会让自己越变越强。

刘满

2011 年毕业于河南省南阳市农业技术学院畜牧系，2010 年 10 月在安徽省滁州市全

椒县温氏喻河原种场实习从事配怀组工作；2015 年 8 月入职浙江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公

司到龙游猪场从事配怀工作；2016 年 3月入职浙江清山种畜有限公司从事配怀工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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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报告 PPT
魏宝华

工作单位：安徽禹王养殖有限公司

职务：生产总监

学习经历：

2000-2003 年河南科技学院动物医学专业  

工作经历：

2003-2005  河南大用实业有限公司实习

2005-2007  河南广安科技生物有限公司养殖分公司技术员

2007-2009  安徽涡阳新锐种猪场场长

2009-2010  安庆汉正牧业公司场长

2010-2011  安徽肥东康源种猪场场长

2011-2012  利辛马店兴旺实业公司场长

2012-2015  淮南天顺养殖有限公司场长

2016.6- 至今   安徽禹王养殖有限公司生产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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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授精中心:
在组织育种与生产管理环节中所扮演的角色
Les Centres d’Insémination Artificielle Porcine
Rôle dans l’organisation génétique et management de la production

Joël BIDANEL – Directeur pôle génétique
joel.bidanel@ifip.asso.fr

12 avril 2017

1. 法国种猪育种的组织形式以及人工授精中心在遗传进展的推广中所起
的作用

L’organisation de la sélection porcine en France et rôle des CIA dans la diffusion du progrès génétique

1. 健康风险的控制 La maitrise du risque sanitaire 

2. 采精中心的管理 Management des centres de collecte

Plan de l’intervention 目录

2

12 avril 2017

法国的育种工作 La sélection porcine en France 
为产业链创造附加值 Création de valeur ajoutée dans la filière

3

养殖场
Elevages

屠宰场
Abattoir

加工厂
Industriels 

transformation

消费者
Consommateurs

针对出肉率付款
Paiement sur TMP / Poids vif

ì 仔猪数量/母猪
Nombre de porcs/ truie 
ì 仔猪质量
Qualité des porcelets

ì 每批的生长速度和均匀度
Croissance et homogénéité des lots
ì 瘦肉率 TMP
î 饲料消耗（ ≈ 70%的生产成本）
Conso d’aliment (≈70% du coût de 
production)

ì 胴体出肉率 Rendement carcasse
ì 肉质  Qualité de viande

ì 肉质 Qualité de 
viande

Attentes sur les modes de 
production : bien-être animal 
(castration)                                     生
产模式要求：动物福利（去势）

ì 肉质 Qualité de 
viande 

12 avril 2017

没有一种品种可以达到所有要求 Pas de race permettant de satisfaire tous les objectifs
二元杂交的商品猪可以获得两个品种的优点 Porc charcutier produit par croisement de 
races pour tirer profit des qualités de chacune

利用特殊品种杂交
Utilisation du croisement entre races spécialisées

4

法系长白

LandraceFrançais
大白母猪

Large WhiteFemelle

公猪 Verrat terminal
皮特兰 Piétrain

母猪 Truie parentale
母系大白x长白 LWF x LR

•母性 Qualités maternelles 
•产能 Prolificité

•产能 Prolificité
•生长速度 Croissance

商品猪 Porc charcutier

• 肌肉 Taux de muscle 
• 省料 Efficacité alimentaire

最多的仔猪/母猪 Maximum de porcs / truies 提高猪只性能 Amélioration 
des performances 
zootechniques

12 avril 2017

创建的混合型素材，它们以后可能成为新品种 
Créer des souches composites, susceptibles de devenir de nouvelles 
races 
增加遗传多样性和提高品种性能

Accroître la variabilité génétique et améliorer une race 
优化品种的互补性

Valoriser la complémentarité entre races 
受益于杂种优势

Bénéficier de l’effet d’hétérosis

杂交的意义Les intérêts du croisement

5 12 avril 2017

杂交优势：杂交个体与其父母的生产性能相比有显著优势。 Hétérosis: supériorité 
génétique d’un individu croisé par rapport à la moyenne des performances de ses 
parents

杂交优势在窝产子数上的体现 
L’illustration de l’effet d’hétérosis sur la taille de portée

6

Hétérosis sur 
la truie hybride
杂交优势体现在

杂交母猪上

杂种优势在二元母猪上体现（+更多的仔猪）
Hétérosis sur la truie F1 (+ de porcelets)
 杂种优势在它的后代上体现（-损失降低/+生

长速度快）
Hétérosis sur les descendants (- de 

mortalité / + de croissance)

LWF          
母系大白

LR           
长白

LWF x LR           
母系大白x 长白

杂交优势现象 +0.25断奶数/窝 
Effet d’hétérosis

+0,25 sevré/portée

父母辈母系大白和长白平均值11.75 
Moyenne des

parents LWF et LR
11,75

断奶数 Sevrés

♀LWF x ♂LWF         
母大白母性x公大

白母系

♀LWF x ♂LR 母大
白母系x公长白

♀(LWFxLR) x ♂Pi                                 
母（母系大白x长白）x公皮特兰

12,1 12,0
11,4

12,1 12,0
11,5

8,1

Pi
皮
特
兰

父母辈 母系大白x 长白和皮特兰平均值
10.05

Moyenne des
parents LWF x LR et Pi

10,05

12 avril 2017

法国专业的种猪育种机构。

Société spécialisée de la Génétique Porcine en France
采用金字塔型的育种结构，为法国生猪产业链75%的本地养殖企业提供种猪
Base pyramidale de sélection pour répondre à 75% de son marché local

 解决法国生猪产业链上的各个经济环节的要求
Répondre aux besoins des opérateurs économiques de la filière porcine française

在国际上推广性能优良的产品
Proposer des produits performants à l’international

法国种猪育种委员会
FRANCE GENETIQUE PORC

Le 
porc 
en 

part
age

16/05/2014 7 12 avril 2017

在联合育种系谱中注册有5个品系  5 lignées inscrites aux livres généalogiques 
porcins collectifs 
母系：法系大白和长白 Lignées femelles : Large White et Landrace français 

父系：皮特兰，大白，杜洛克 Lignées mâles : Piétrain, Large White et Duroc

原种猪群Les populations en sélection

8

大白公猪： 220头 - 3座养殖场
Large White mâle

220 truies – 3 élevages

父系杜洛克：150头 - 2座养殖场
Duroc lignée mâle

150 truies – 2 élevages

皮特兰：1500头 - 12座养殖场
Piétrain

1 500 truies – 12 élevages

母系大白：2600头 - 15座养殖场
Large White femelle

2 600 truies -15 élevages

法系长白：1800头 - 9座养殖场
Landrace français

1 800 truies – 9 élevages

12 avril 2017

金字塔型的育种结构 Structure pyramidale

法国育种工作的组织模式
L’organisation de la sélection porcine en France

9

开拓遗传进展（纯种，父系和母系）
Création de progrès génétique

(races pures, lignées mâles et femelles)
 种猪 

Sélectio
n

扩繁 Multiplication

 商品猪场 Production

生产二元种猪（曾祖父母，母猪，
种公猪）Production de 

reproducteurs hybrides (grands-
parentaux, truies parentales, verrats 

terminaux)

生产商品猪（终端杂交） 
Production de porcs 

charcutiers
(croisement terminal)

10 800 头 truies
66 养殖场 élevages

39 800 头truies
231  养殖场élevages

955 000 头truies
≈ 9 000 养殖场 

élevages

CIA公猪站
3 400 verrats 3400头

Sources : Agence de la Sélection Porcine, 2015
SSP-Agreste, enquête cheptel porcin de nov. 2015

12 avril 2017

开拓遗传进展 Création de progrès génétique

10

CIA公猪站
3 400 头
verrats

原种  
Sélection

扩繁 Multiplication

商品猪 Production

使用纯种公猪
Utilisation de verrats de races 

pures

开拓遗传进展（纯种，父系和母系） 
Création de progrès génétique

(races pures, lignées mâles et femelles)

生产二元种猪（曾祖父母，母猪，终端公猪）
Production de reproducteurs hybrides 

(grands-parentaux, truies parentales, 
verrats terminaux)

生产商品猪（最终杂交） 
Production de porcs 

charcutiers
(croisement terminal)

12 avril 2017

预估方法需要准确无偏差

Estimateur doit être précis sans biais

遗传进展预估 Estimation du progrès génétique

11

预估方法
Estimateur

数据
nformations

育种值预估
Valeurs génétiques 

estimées

- 育种指标  Indices de Sélection
- BLUP （最佳线性无偏预测）法 modèle animal
-    其他 Autres

准确有偏差 Précis avec biais 不准确，无偏差 Pas précis, sans biais 不准确，有偏差 Pas précis, avec biais

12 avril 2017

用最准确的BLUP法排列预估综合育种值，因为利用了动物个体和与它相关的猪只的表现所以预估综合育
种值没有偏差很准确。Classement sur VG estimées avec le BLUP plus juste, VG estimées sans biais 
et plus précises car utilisation des perfs propres de l’animal et de tous ses apparentés

各养殖场建立联接的作用 Rôle de connexion des élevages entre eux

Le BLUP法 – 动物模型modèle animal

12

直系尊亲属
Ascendance

后代
Descendance

个体+旁系亲属表现
Performances propres 
+ collatéraux E1 E2 E3 E4 E5

12 avril 2017

Intérêt du    BLUP法的意义

最佳预估育种值，使个体可以在结构和数据对应情况下，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对比

Meilleure estimation des VG Comparabilité des individus dans le temps et dans 
l’espace ，Uniquement si structure adéquate des données
将优良性能均匀的分布在不同地区 Répartition équilibrée des performances dans 
les différents milieux
  联接 = 各个种猪场之间的育种关系可以同时估计遗传和环境的影响

Connexion = lien génétique entre élevages permettant à la fois l’estimation des effets 
génétiques et d’environnement

联接的定义 La notion de connexion

13

= +
表型性能（P ）

Performance 
phénotypique (P)

基因影响（G）
Effets des gènes (G)

环境影响（E）
Effets de 

l’environnement (E)
12 avril 2017

未联接的 Dispositif non connecté

只有几项可以对比：父1和父2，父3 和
父4 。Seules certaines comparaisons 
sont possibles : Père  1 avec Père  2, 
Père  3 avec Père  4.

已联接的 Dispositif connecté

所有的父辈之间可以对比，所有的养殖场
之间也可以对比 Tous les Pères sont 
comparables entre eux et tous les 
élevages sont comparables entre eux. 

数据连接 Dispositif de connexion

14

Père 父 
1

Père 父 
2

Père 父 
3

Père 父 
4

Elevage  
养殖场1
A100

20
145

20
135

20
130

20
125

Elevage  
养殖场 2
A100

20
155

20
145

20
140

20
135

Père 
父 1

Père 
父 2

Père 
父 3

Père 
父 4

Elevage 
养殖场 1
A100

40
145

40
135

Elevage 
养殖场2
A100

40
140

40
135

12 avril 2017

以天数为单位的100kg日龄育种值 VG brutes « Age à 100 kg », 
exprimées en jours

已联接 Dispositif connecté

联接对预估综合育种值得影响
Influence de la connexion sur l’estimation des VG

15

Père 父 1

+7,6

Père 父 2

+0,9

Père 父 3

-2,5

Père 父 4

-5,9

Père 父 1

+3,4

Père 父 3

+1,7

Père 父 4

-1,7

Père 父 2

-3,4

未联接 Dispositif non connecté
12 avril 2017

基因多元化的管理 Gestion de la variabilité génétique 
 足够的公猪数量Parc de verrats de taille suffisante 
控制每头公猪的配种次数（更新） Limiter le nombre d’IA par verrat 
(renouvellement)
Ex : la cas Ignace 

谨慎措施 Des règles de prudence

16

IGNACE

51 fils IA

80 petits-fils IA

1 plein frère IA

2 fils IA

1 demi-
frère IA

1 demi-
frère IA

8 fils IA

配种公猪 verrat d'IA

配种公猪 verrat d‘IA

7配种公猪 verrats 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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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进步的推广 Diffusion du progrès génétique

17

CIA公猪站
3 400 头
verrats

使用公猪
Utilisation de verrats 

terminaux

为公猪站提供公
猪Production de 
verrats destinés 

aux CIA

 种猪 
Sélection

扩繁 Multiplication

商品猪 Production

开创遗传进展（纯种，父系和母系）
Création de progrès génétique

(races pures, lignées mâles et femelles)

生产二元种猪（曾祖父母，母猪，种公猪）
Production de reproducteurs hybrides 

(grands-parentaux, truies parentales, 
verrats terminaux)

生产商品猪（最终杂交）
Production de porcs 

charcutiers
(croisement terminal)

12 avril 2017

选种压力大：5%的选中猪只进入公猪站 Pression de sélection élevé: 
5% des animaux retenus pour les CIA

公猪的使用期限 Durée d’exploitation des verrats
纯种=9个月平均 Pour la sélection = 9 mois en moyenne 
商品场=18个月平均 Pour la production= 18 mois en moyenne

遗传进展的推广 Diffusion du progrès génétique

18

CIA公猪站

Multiplication扩繁

Abattus
屠宰

Renouvellement 
du noyau de 

sélection核心群
更新

12 avril 2017

2016年不同品种类型的使用比率 Répartition des types génétiques diffusés en 2016

遗传进展的推广 Diffusion du progrès génétique

19

Source: IFIP 2017

杜洛克

皮特兰

皮特兰

其他父系品系

皮特兰

12 avril 2017

1. 法国育种的工作安排和公猪站在提高基因性能中所起的作用
L’organisation de la sélection porcine en France et rôle des CIA 
dans la diffusion du progrès génétique

2. 健康风险的管理 La maitrise du risque sanitaire
3. 采精中心的管理 Management des centres de collecte

目录 Plan de l’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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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猪精液几个至关重要的生物安全的要求
Les points clés des exigences sanitaires pour la semence porcine

卫生规定 La réglementation sanitaire

操作人员的职责 Les acteurs et leurs responsabilités 

控制健康风险 La maîtrise du risque sanitaire

12 avril 2017

健康标准 La réglementation sanitaire

• 欧盟规定 La réglementation Européenne: 
– 90/429/CEE指示（精液销售） Directive 90/429/CEE (Commerce de semence)

– 2001/89/CE指示（经典猪瘟）Directive 2001/89/CE (Peste Porcine Classique)

• 法国规定 Réglementation Française:
– 2000年11月7日法令（精液销售）Décret du 7 novembre 2000 (Commerce de semence) 

– 2001年7月7日决议（联合中心的许可和监管） Arrêté du 7 juillet 2001 (Agrément et surveillance des centres 
de collecte)

– 2006年2月7日N2006-8033 和2008年7月23日N2008-8187说明（经典猪瘟）

Note de Service N2006-8033 du 7 février 2006 and N2008-8187 du 23 Juillet 2008 (Peste Porcine Classique)

– 2009年1月28日法令（伪狂犬）Décret du 28 janvier 2009 (Maladie d’Aujeszky) 

– 2005年11月4日法令（布氏杆菌病）Décret du 14 novembre 2005 (Porcine brucellosis) 

• 行业规定（蓝耳、流行性腹泻）Règles Professionnelles (SDRP, DEP)

12 Avril 2017

操作人员的职责

Les acteurs et leurs responsabilités

12 avril 2017

对于公猪站的健康状况的监察组织
Organisation pour le contrôle sanitaire des centres de collecte porcin

Vétérinaires Sanitaires 

Mandat Sanitaire

Ministère de l’Agriculture 农业部 / DGAL
Réglementation 规定

Services déconcentrés 下级机构 DDcsPP
Agréments et supervision 许可证

Respect des exigences sanitaires遵守生物安
全规定

Entreprises 企业

§Stations de quarantaine  隔离舍

§Centres de collecte 公猪中心

§Centres de stockage de semence 精液储存中心

12 avril 2017

官方许可 Agrément Officiel

设施官方许可Agrément Officiel  des  installations:
隔离站 Les stations de Quarantaine

采精中心 Centres de collecte de semence 

精液储存中心 Centres de stockage de semence

12 avril 2017

官方兽医认证Agrément Officiel du Vétérinaire Sanitaire:
兽医代理Mandat sanitaire 
员工或自由职业兽医 Salarié ou vétérinaire libéral  
严格遵守规定 : Responsable au jour de jour du respect de la 
réglementation: 

检查日常规定的遵守 Surveillance quotidienne des règles 
检查日常猪只状态 Surveillance quotidienne de l’état de santé des animaux
检测验血 Réalisation des examens cliniques et des tests

官方许可 Agrément Officiel

12 Avril 2017

公猪站的工作安排

Organisation des centres 
de collecte porcin

12 avril 2017

Lisier/fumier粪便/发酵

C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办公区

Verrats公猪

Séparation stricte entre les zones A et B  A和B区必须严格分开 

A  =  Logement des verrats 公猪栏

B  = Traitement de la semence 精液处理

Logement des verrats

公猪栏

Aliment/doses de semence饲料/包装好的精液

Infirmerie
医疗室

A

B
Laboratoire (traitement de 
la semence)化验室（精液
处理）

Zone de 
collecte

采精区

采精中心的不同区域
Les différentes zones des centres de collecte 

12 avril 2017

Préparation准备

采精区 Zone de monte

DISTRIBUTION

出库

Retour 
Bombonnes

PRE STOCKAGE预储存

STOCKAGE储存

LABORATOIRE  
化验室

Evaluation 评估 
dilution 稀释

Congélation 冷冻

男浴室

Vestiaire Homme

女浴室

Vestiaire Femme

工具库 Stockage 
Matériel

办公室

BUREAU

冲洗室Salle 
Lavage

入口SAS 入口SAS

单行向前的原则 Principe de marche en avant

12 Avril 2017

健康风险管理

Gestion du risque sanitaire

12 avril 2017

Elevages养殖场

Animaux猪只

Semence精液

LES COOPERATIVES 
D ’ELEVAGE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办公室

Laboratoire

化验室

(traitement de la 
semence精液处理)

Animaux

猪只

Zone de monte上
猪台

Centre de collecte采精中心

两个危险因数:精液和猪只 Les deux composantes de 
la gestion du risque sanitaire: la semence et l’animal

12 avril 2017

法国目前无以下病原 La France est indemne de:
口蹄疫 Fièvre Aphteuse
非洲猪瘟 Peste Porcine Africaine 
经典猪瘟 Peste Porcine Classique 
伪狂犬Aujeszky

法国的疫病情况 Statut sanitaire de la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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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疫病清单 Liste des maladies contrôlées

管制疫病 Maladies réglementées 
布鲁氏菌病 Brucellose
伪狂犬Maladie Aujeszky
经典猪瘟 Peste Porcine Classique

非管制疫病（行业管制） 

Maladies non réglementées (règles professionnelles) 
蓝耳 SDRP 
流行性腹泻（敏感区域来的公猪） 

DEP (verrats en provenance de zones à risques)
    

12 avril 2017

生物安全检查
Les contrôles sanitaires

从以下几层实施 Réalisés à plusieurs niveaux:

1. 原养殖场 L’élevage d’origine 

2. 隔离站 La station de quarantaine

3. 采精中心 Le centre de collecte de semence

12 avril 2017

原养殖场
L’élevage d’origine

坐落在一个无疫病限制区域 Situé dans une zone 
sans restriction sanitaire 
最少12个月没有免疫过口蹄疫

Pas de vaccination contre la fièvre aphteuse 
depuis au moins 12 mois 
没有伪狂犬、布鲁氏菌病 、蓝耳的临床症状或血清
学检测阳性结果 Aucune manifestation clinique 
ou sérologique de la Maladie d’Aujeszky, de 
Brucellose, PPC ou SDRP

12 avril 2017

隔离场的检查 
Les contrôles sanitaires en quarantaine

Centres de collecte
采精中心

Quarantaine
隔离舍

Pré-Quarantaine
预隔离舍

Elevages
养殖场

在进入隔离舍30天前
Dans les 30 jours qui précèdent l’entrée 
en quarantaine
• 临床检查 Examen clinique
• 个体血清检测阴性 Sérologie 

individuelle avec résultat négatif
• 伪狂犬Aujeszky
• PPC
• 布鲁氏菌病 Brucellose
• 蓝耳 SDRP

12 avril 2017

在进入中心之前 Avant entrée en centre
• 隔离舍不是在受限的区域 Quarantaine n’est pas dans une zone de 

restriction 
• 没有临床和血液症状 Pas de manifestation clinique ou sérologique 

de MA  
• 最后隔离的15天 15 derniers jours de la période d’isolement 

• 个体血清检测阴性 Sérologie individuelle avec résultat 
négatif 

• 伪狂犬 Aujeszky
• 布鲁氏菌病 Brucellose
• 蓝耳 SDRP

• 临床检查+精液检查 Examen clinique + examen de semence

ASU

Centres de collecte
采精中心

Quarantaine
隔离舍

Pré-Quarantaine
预隔离舍

Elevages
养殖场

隔离场的检查 
Les contrôles sanitaires en quarantaine

12 avril 2017

在采精中心的检查
Les contrôles sanitaires en centres de collecte

个体血清 Sérologie individuelle
• 伪狂犬：三个月一次 Aujeszky : 1 fois par trimestre
• 一个月一次 PPC: 1 fois par trimestre
• 布鲁氏菌病: 一年一次 Brucellose: 1 fois par an  
• 蓝耳 SDRP 
• 每年临床检查和精液检查一次
• Examen clinique et examen semence une fois par an

Echantillonnage 
toutes les 2 sem. Ou 
tous les mois

Centres de collecte
采精中心

Quarantaine
隔离舍

Pré-Quarantaine
预隔离舍

Elevages
养殖场

12 avril 2017

隔离舍检查
Les contrôles de quarantaine

血清 Sérologies
精液检查 Examen de 
semence
数据 Base de données

化验室 LNCR, Laboratoire 
National de contrôle 
des reproducteurs

12 avril 2017

1. 法国种猪育种的工作的组织和公猪站在推广遗传进展能中所起的作
用

L’organisation de la sélection porcine en France et rôle des CIA dans la 
diffusion du progrès génétique
2. 健康风险的管理 La maitrise du risque sanitaire
3. 采精中心的管理 Management des centres de collecte

目录 Plan de l’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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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机构 opérateurs 
27个采精中心 27 centres de collecte 
规模： 15-350头公猪 Taille: 15 à 
350 verrats
2016 年出售5375000份精液

5 375 000 doses vendues en 2016

法国的采精中心
Les centres de collecte en France

41 12 avril 2017

稳定生产以满足客户的需求Production constante pour la satisfaction 
des clients 
工作的对象是有生命的 Travailler avec du vivant 
精液的敏感度 Sensibilité de la semence 
经济 Contraintes économiques…

建立安全操作工艺 Nécessité de mettre en place un process 
sécurisé

重要性
Enjeux de la production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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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所有与精液接触的设备

Contrôle de tout élément en contact avec la semence
无杀精子成分 Non spermicide
可使用 Fonctionnel
无菌 Absence de bactéries

稀释员的主要责任 Rôle essentiel du dilueur
无菌空间操作 Fabrication en salle blanche
检查每个批次 Contrôle en amont de chaque lot 
储存条件的影响 Impact sur la conservation …. 

…… par conséquent sur les performances
也就是对性能的影响

43

监控生产工艺
Maitrise du process d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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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ux猪只

Objectif 

Outils手段

Quarantaines gérées par YXIA 

Vétérinaires sanitaires indépendants  独立的兽医

Tests sérologiques tous les 15 jours. Tous les verrats testés chaque trimestre.每15天做血清检测。所有公猪每三个月检测一次

Résultats成果 
Un contrôle complet du statut sanitaire des centres de collecte pour une qualité sanitaire 
élevée des doses.为了保证提供优质精液对采精中心做完整的生物安全检查

Système de filtration d’air pour réduire le risque de 
contamination par l’air 全空气过滤减少空气传播危险

Employés员工

▪ Douche obligatoire 必须洗澡

▪ vêtements de travail spécifiques 专门的工作服

▪ pas de contact avec d’autres porcs 与其他猪只无接触

Matériel设施

▪ Décontamination par fumigation熏蒸消毒

▪ Stock de sécurité 安全储存

Bâtiments栋舍

Objectif Objectif AUJESZKY, PPC, BRUCELLOSE, SDRP, DEP伪狂犬、PPC、布鲁氏菌病、蓝耳、流行性腹泻Etre indemne进入时无： : Objectif目标

总体防控
La protection sanitaire : une approche globale

12 avril 2017 45

最安全和最优化的生产工艺

引种

公
猪
隔
离

进
入
设
备

空气过滤

精液
检测

公猪中心

加强品质监控

可追溯
耳牌

饲料 疫病
跟踪

采精

化验室

加强品质监控

准备稀
释液

检测 稀
释

入袋
装箱

安
全
运
输

成
品
检
测

运
输
包
装
17
度

到
货
短
信

监控生产工艺
Maitrise du process d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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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采精技术减少细菌接触 Utilisation des techniques de collecte qui 
minimise le risque bactérien 
采精器：精液比以前干净10倍

Collectis : semence 10 fois plus propre
    

46

监控生产工艺
Maitrise du process de production

12 avril 2017

监控生产流程
Maitrise du process de production

Ejaculat采精罐

Traçabilité électronique et 
par code barre 使用可追溯

电子条码
 

Pré dilution avec 100 ml de dilueur
与100ml的稀释剂稀释Enregistrement automatique du poids

自动记录重量

Système CASA
Ou photomètre + microscope CASA程序或照片+显微镜

Dilution finale最后稀释

Conditionnement打包

GTB1000 V3

IVOS II

Traçabilité可追溯

12 avril 2017

监控生产工艺
Maitrise du process de production

YXIA实验室装备着技术最先进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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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vril 2017

检查精液
Contrôle de  la semence

操作前Avant la 
production

当天Jour 0

第一天、第三天、
第六天Jour 1, jour 3 

et jour 6

•所有与精液接触的工具需经
检测不含杀精子成份

• Tout les intrants en contact 
avec la semence: Test non 
spermicide

• 活力检查Contrôle de la 
mobilité

• 形态检查Contrôle de la 
morphologie

• 稀释后密度检查 Contrôle 
de la concentration de la 
dose diluée

• 第二天检查活力 Contrôle 
de la mobilité à j1

• 第三天检查活力Contrôle 
de la mobilité à j3

• 第六天品质：检查密度、
活力、细菌含量

• Laboratoire qualité: 
contrôle de la 
concentration, de la 
mobilité et bactériologique 
sur le produit fini à j6

12 avril 2017

冷冻精液的生产
Production de semence congelée

细管 Paillette
•0.25 ml ou或 0.50 ml 
•1计 =10支细管 1 dose = 10 paillettes 
•专门的稀释剂 Dilueur spécifique
•颜色 Couleur : verrat/ éjaculat ：
•Plan de cuve 

可追溯性 Traçabilité 
•采精中心编号 N° centre de collecte 
•采精时间 Date de collecte
•公猪身份 Identification du verrat 
•品种类型 Type génétique

12 avril 2017

研究与发展
Recherche et développement

优化储藏条件 Amélioration des milieux de conservation
储藏时间 Durée de conservation  
储藏温度 Température de conservation 
无抗生素 Sans antibiotique

包装 Présentation des doses

BactiBag: limite le 
développement bactérien
抑菌袋：抑制细菌滋生

GoldenFix
Sachet GTB精液袋

12 avril 2017

可调温度车 à température dirigée
精液需要17° C储藏 17°C pour la semence 
每天旋转两次  Tournées 2 fois par jour
可追溯送货  Traçabilité des livraisons
到货短信通知 Message instantané à la livraison (SMS)

运输 Transport

Merci de votre attention

www.ifip.asso.fr

种猪精液低温“休眠”保存技术研究进展

上海交通大学：李 新 红

时   间:2017年 04月 11日

第十一届全国猪AI关键技术研讨会—

目  录

猪精液体外保存现状1

主要研究进展及成果2

添加剂的有效利用3

有待解决的技术难题4

一、猪精液体外保存现状

十三五规划

约束发展区

机遇和挑战

新形势下如何
发展？？

转型升级—联合
育种？？

 国内养殖业形式：

3
1

4

2
优质种猪资源的

有效利用

季节性变化影响

精液质量

精液有效利用

时间相对较短

细菌影响精子质
量及交叉感染

一、猪精液体外保存现状

养猪业联合育种面临 的问题：

1、猪鲜精液17℃保存（使用期为3-5天）

国内外研究
现状

猪精液体外保存方式：

优点：存活率高、无冷冻损伤

缺点：保存时间短

17℃

一、猪精液体外保存现状

2、猪精液超低温（-196℃）冷冻保存（5%母
猪利用）

国内外研究
现状

优点：保存时间较长、利于保
      存种质资源

不足：冻精生产成本投入；

      养殖者尚未普遍接受！

一、猪精液体外保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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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 植物

休眠
？？

一、猪精液体外保存现状

冷鲜精

3、猪精液体外低温（4-5℃）休眠保存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相对较多；

  耐受低温损伤抗性较弱；

  保存过程中ROS生成量相对较多；

  蛋白酶复合体含量相对较多；

  不同品种间蛋白组成差异较大。

4、 主要生理特点：

一、猪精液体外保存现状

1、猪精液体外保存质量评估对比：

二、主要研究进展及成果

4-5 ℃

-196 ℃

17 ℃

温度

本交指标

本交指标

本交指标

7d-14d
3d-5d

10d-15d
5d-10d

1年—2年
时间不定

0.4—0.5

0.5—0.7

0.7—0.8

活力参数保存时间
产仔数及
健康仔数

ATP

Sperm Motility

GAPDH
Glycolysis

ODF、Tubulin、
SPAG6、AKAPs、
NDUFS2、HSP90A、 
ATP5A1、GAPDHS
、PGK2、CALM、
Catsper1-4、ENO1、
TPI    etc.

Fertility

APOA1、ACE、
ACR、HSP70、
RAB2A、EQTN、
NT5C1B、AQN、
PSP   etc.

①

②

③

③

 影响猪精子活力及受精潜能的主要因素

二、主要研究进展及成果

2、 猪精子低温“休眠”诱导调控技术

           1）体外低温猪精液保存稀释剂成分筛选；

           2）猪精子糖代谢及氧化磷酸化代谢调控；

           3）活力相关蛋白磷酸化及酰化修饰调控；

           4）猪精液中ROS调控技术;

           5）精子“生物钟” 及“动力开关”的调控技术。

二、主要研究进展及成果

3、 能量来源——“糖代谢” 过程：

二、主要研究进展及成果

二、猪精子主要生理特性

3、 能量来源——“糖代谢” 过程：

  GAPDH活性

  AMPK活性
糖代谢

GAPDH定位

二、猪精子主要生理特性

3、 能量来源——“糖代谢” 过程：

AMPK活性 cAMP/ATP比值

3、猪精液体外低温保存过程中糖代谢调控研究

二、主要研究进展及成果

猪精子能量代谢与超

激活运动信号通路图

Li et al，Anim Reprod Sci，2016

3、优质种猪精液体外低温保存过程中糖代谢调控研究

二、主要研究进展及成果

4、精液体外低温保存过程中精子蛋白磷酸化修饰变化

猪精子体外4℃保存7天后精子蛋白磷酸化修饰变化

二、主要研究进展及成果

Anti-PKAs                                Anti-PY 
M   1      2       3       4      5       6       7       8       9      10  

抗氧化剂对低温保存猪精子蛋白磷酸化修饰的影响

二、主要研究进展及成果

4、猪精液低温休眠诱导“线粒体活性” 促进剂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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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7℃
Anti-Suc

二、主要研究进展及成果

4、精液体外低温保存过程中精子蛋白酰化修饰变化

乙酰化

琥珀酰化微管蛋白乙酰化

二、主要研究进展及成果

4、精液体外低温保存过程中精子蛋白酰化修饰变化

二、主要研究进展及成果

4、猪精子蛋白“磷酸化、酰化”修饰亚细胞定位 

低温保存猪精子研究进展
二、主要研究进展及成果

5、猪精液中ROS调控技术： 

  生理水平的ROS

    促进获能

    激活超激活运动

    激活顶体反应    

    促进精卵融合

 病理水平的ROS

    精子活力    

    抑制氧化代谢    

    影响DNA完整性

    增加精子畸形率

活性氧（ROS）研究进展

  病理水平ROS发挥的主要生理作用：    

二、主要研究进展及成果

攻击精子质膜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细胞内ROS显著增多 

猪精子对于低温高度敏感

发生脂质过氧化反应

损伤质膜、抑制呼吸作用、胞内酶外溢

Biological pathway proposed to regulate sperm 
capacitation and hyperactivation

  ROS

sAC

cAMP

PKA

PTK

ROS 调节精子获能和超激活运动
二、主要研究进展及成果

Biochemical pathway proposed to regulate the 
acrosome reaction

PIP2
Ca2+

DAG+IP3

PKC

PLA2

        ROS

AC

cAMP

PKAAR
release

二、主要研究进展及成果

导致顶体膜囊泡化——“似获能”变化

 非酶类抗氧化剂：

                维生素C、维生素E、谷胱甘肽、白藜芦醇、透明质酸 、

 天然草药 ：
               迷迭香、黄芪多糖、番茄红素

  酶类抗氧化剂：

               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谷胱甘肽还原酶 

                         减少线粒体内ROS的产量；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

                         抑制脂质过氧化；  调节抗氧化物辅酶和辅因子的表达

二、主要研究进展及成果

A

NA-C、ALA对低温保存猪精子线粒体膜电位的影响

三、添加剂的有效利用

1、猪精液体外保存“抗氧化剂”的有效利用

Zhen Linqing et al，Reproductive Biology，2017

3、金属离子对小鼠睾丸内生殖细胞蛋白修饰的影响：

三、添加剂的有效利用

Zn2+

Se2+

Cr2+

Ca2+

Ca2+

三、添加剂的有效利用

Zn2+

Se2+

Cr2+

30天
对照

30天
对照

30天
处理

30天
处理

Zhen Linqing et al，Reproductive Biology，2017

3、金属离子对小鼠睾丸内生殖细胞蛋白修饰的影响

Ca2+

Zhen Linqing et al，Reproductive Biology，2016，59：66-79

3、金属离子在猪精液体外低温休眠诱导调控应用 ：

三、添加剂的有效利用

Zn2+

Se2+

C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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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季节性温度变化、种猪年龄差异导致精子体外
保存过程中活力等指标不稳定；

2、 猪精液中细菌的存在影响体外保存过程中精子
的质量。

 

四、有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猪精液体中细菌鉴定及精子受精潜能的变化

四、有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共鉴定到65种属细菌

细菌侵染精子结构图——SEM

猪精液体中细菌鉴定及精子受精潜能的变化

四、有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细菌侵染精子结构图——TEM

 猪精液体中细菌鉴定及精子受精潜能的变化

四、有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细菌侵染精子结构图——TEM

 猪精液体中细菌鉴定及精子受精潜能的变化

四、有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猪精液体中细菌鉴定及精子受精潜能的变化

四、有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猪精液体中细菌鉴定及精子受精潜能的变化

四、有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anti-PKAs

anti-PY

 猪精液体中细菌鉴定及精子受精潜能的变化

四、有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不同品种、不同饲养场猪精液中所含的细菌鉴定

四、有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猪精液体中细菌鉴定及精子受精潜能的变化

Li  et al，Reproduction  Fertility  and  Dvelopment，2017

四、有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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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种公猪精液品质

氨基酸营养和管理方案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
林燕  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Linyan936@163.com 13882432296

讲述内容

Ø 种公猪在生产中的重要性

Ø 种公猪繁殖生理特点

Ø 种公猪的营养技术方案

Ø 种公猪的饲养管理方案

母猪 公猪猪场的核心和基础

4-6头母猪/周/公猪

200头母猪/年/公猪

繁殖仔猪2000头

繁殖仔猪可达
上万头仔猪

自然交配与人工授精繁殖力对比

20头母猪/周/公猪

1040头母猪/年/公猪

人工授精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

例如在美国 1991年 2010年VS

25% 90%（Lowe  和 Gereffi，2008等）

公猪在猪群中的比例

上世纪末人工受精技术开始迅速发展

优质的公猪精液至关重要
SFI = sperm fertility index; F = 活/非获能精子,   B =活/获能精子,  AR =项体反应
精子; Mot = 活力(%); VCL = 曲线运动速度 (/s); VSL  直线速度VSL (m/s); VAP 路径
速度

公猪精子参数对母猪分娩率和产仔数的影响

营养

   环境

（温湿）

饲养管
理

公猪精
液品质

遗 传

（品种）

合理的营养是获得数量多、质量好精
子的最经济有效的调控措施。

公 猪
营 养

蛋白质(AA)

碳
水
化
合
物
（
0）脂

  肪

（
来
源
与
水
平
）

维生素(VC、复合VB、肉碱)

水
（
0）

矿
物
元
素
（
硒
、
锌
）

公猪精液氨基酸组成

Johnson等，1972

精子在体外孵化中氨基酸变化

羊或牛精子孵化3小时后，在37度，发现总的氨基酸含量分别从12.7增
加到19.4 mM P < 0.05),  从 11.31增加到14,98 mM。 

Woodman 和 
White ，1973

精子在体外仍然存在活跃的氨基酸代谢活动。

种公猪的繁殖生理特点

1、睾丸重量大。国外选育品种1000-1200g 。

2、睾丸位置更靠近腹部，温度调节能力差

3、生精能力强。每克睾丸组织每天可产生精子

2400～3100万个。

4、副性腺发达。精囊腺和尿道球腺最为发达 。

u 5、射精量大

u 6、精子发生周期短，45天左右

u 7、射精时间长

u 8、精液中钠、钾离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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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公猪的适宜营养方案
蛋白质需要量

 CP%：12~17；

 配种公猪饲粮中蛋白质应不低于14%；

 如果<10%，7周后精液品质受损；

 0.8%的赖氨酸以及0.5%的蛋氨酸+胱氨酸；

 配种期或者采精频繁应适量增加蛋白质和氨基

酸的需要量。

l公猪精液干物质占5%，蛋白

质占干物质的75%；

l蛋白质和氨基酸作为精液的组

成成分，是精液和精子的物质

基础，对精液体积、质量及精

子寿命都是不可忽视的

美国2010《National Swine Nutrition Guide》种公猪
氨基酸需要量推荐值

体重 136kg-181kg 181kg-295kg

日采食量，kg 2.45 2.72
饲 粮 代 谢 能

Mcal/kg
3.33 3.33

--------------------% of diet-------------------
总赖氨酸 0.75 0.75
回肠真可消化

赖氨酸 0.64 0.64
苏氨酸 0.47 0.47
蛋氨酸 0.17 0.17
蛋氨酸+ 半胱氨酸 0.45 0.45
色氨酸 0.12 0.12
异亮氨酸 0.36 0.36
缬氨酸 0.44 0.44

钙、磷：骨的生长和钙化

锌：精子稳定性、酶

硒：保证精子膜和精子细胞器膜的

正常结构和功能发挥 

铬：抗应激  提高精液产量与质量

矿物质营养

维生素营养

 VA：维生素A的主要功能是促进蛋白质的

合成。维生素A缺乏时可以影响睾丸组织产

生精母细胞，输精管上皮变性，睾丸重量

下降，精囊变小，前列腺角质化。

Ø 维生素C的作用是降低精子的凝集力，有利

于精液液化。精子性细胞中遗传基因DNA通

过维生素C的抗氧化功能得到保护，如果遗

传基因被破坏，可导致精子受精能力减弱

以致不育。 

Ø 维生素E有调节性腺和延长精子寿命的作用

维生素E能改善血液循环，以提高毛细血管

尤其是生殖器部位毛细血管的运动性，可

提高性欲、增加精子的生成。

霉菌毒素对种公猪繁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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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期 成年配种 

能量(MJ/kg ) 14.23 13.38

脂肪淀粉比值 1∶ 6 1∶ 6

粗蛋白水平(%) 17 16

赖氨酸水平(%) 1.0 0.9

纤  维（%） 2.5 3.5

确定了公猪部分营养技术参数 

营养指标 营养水平 营养指标 营养水平

钙/% 0.9 维生素A（IU/kg） 10000

磷/% 0.75 维生素D（IU/kg） 2000

叶酸/mg/kg） 3.5 维生素EIU/kg） 90

生物素/mg/kg 0.4 铜（mg） 10

公猪部分微量成分营养标准
公猪全价料对其繁殖性能影响

项目 NRC（98） NSNG2010 公猪全价料（研制）

公猪头数 10 10 10

0-16W全期公猪性欲    

反应时间 （s） 151.12 132.26 115.23

持续时间 （s） 300.23 325.03 360.08

射精量（ML) 267 289 302

精子密度（亿/ML） 2.3 2.7 3.0

精子活力 0.8 0.83 0.85

种公猪的饲养管理方案

ß疫苗的适时、及时接种；

ß卫生、驱虫

ß…….

引进与隔离

ß 新引进公猪应与其他猪群隔离45-60天，

观察其健康状况，使其适应新环境，评估

其繁殖性能。公猪隔离期间给以精心管理

和护理，以便其运输过程中的应激、疾病

以及精子生成能力得以恢复。隔离期间先

饲喂公猪引进前的饲粮，然后逐步替换为

新的饲粮。

栏舍 ： 防滑地面  不低于6平方米的空间

饮水 ：充足  清洁

青料： 惠而不费  经济实惠

最大的问题 ： 热应激

最好的保健 ：运动

合理的调教与使用

圈舍栏位

定位栏？空间不小于6m2

采精栏 1.15 m宽×2.62 m长（Levis等，2005）

地面防滑  全漏缝或半漏缝

外墙半开放    卷帘  水帘  空调

• 运动  打斗

适宜温度：18-25℃

适宜湿度：60%-75%

每天应该有8-10h、100-150lx的光照强度。

NH3、H2S的浓度分别应该不超过20和10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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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器高度  与肩同高

水质检测  细菌  重金属

饮水器流速测试   2L/min

水管埋于地下或保温材料覆盖

饮水

理想的环境温度18～25℃

环境温度高  食欲下降，性欲下降

射精量下降，活力下降，畸形率升高

最大问题：如何减少热应激

减少辐射  强制通风  负压水帘

生命在于运动

防过肥  防肢蹄病

提高公猪使用年限

提高精液品质

 外来品种7-8月龄性成熟，8-9月龄开始调教；

 10-12月龄开始使用，做好精液品质检测记录；

 12月龄内1次/周，>12月龄1次/5d或2次/周；

调教与使用

♣1、免疫程序的制定

♣2、个性化保健方案

♣3、清洁消毒方案

♣4、适度运动方案

♣5、公猪调教方案

♣6、人工授精方案

☻关心公猪的成长，它是猪场的未来

☻关注公猪的体型，它是品质的保证

☻关注公猪的营养，它是繁殖力保障

☻关注公猪的防疫，它是效益的保证

四川农业大学

营养所办公楼

营养所科研楼

营养所科研基地

四川省雅安市

u研究团队：

u吴德  陈代文

u全体博士研究生

u全体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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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猪精液冷冻保存技术意义

二、研究进展及应用现状

三、展望

1 优秀种公猪精
液的应用不再
受时空限制；

2 提高猪场的
生物安全性。

获得更大遗传进展

取代活体公猪的引进

降低育种成本

一、猪精液冷冻保存技术意义
猪种质资源保护有效途径

猪精液冷冻基本流程

二、研究进展及应用现状

 研究与应用进展

   1949年Polge等发现甘油(丙三醇)对牛精子具有抗冻保护作用；

    1956年，Polge等最早进行猪精液冷冻并进行人工授精；

    1957年Hess等首次获得冷冻精液的人工授精仔猪； 

    1975年，1975年，Pursel和westendorf分别建立了颗粒和细

管冷冻猪精液的方法；

    冷冻精液（颗粒或细管剂型）采用常规输精方法受胎率和产

仔数远低于常温保存精液，而手术法深部位输精复杂且对母猪有

不良影响。     

    截止2000年，人工授精母猪中采用冷冻精液比例不到1%。

    目前，猪精液冷冻保存技术日趋成熟，猪冷冻精液已步入商

业化生产。

    此外，猪精子耐冻性存在较显著的个
体间差异。分子水平上，应用限制性片断
长度多态(AFLP)分析控制精子耐冻性相关
基因，没有发现差异；在蛋白质水平上已
发现一些耐冻性相关蛋白。

国内猪精液冷冻技术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

1977年成立了全国猪冻精协作组。

1975～1978年，全国范围累计利用冷冻精液人工授

精母猪达6079头,情期受胎率为42.1～61.3%；

1986年全国冷冻精液累计配种母猪6万余头，然而，

受胎率（第一情期受胎率达70%以上）和产仔数不尽人

意。

近几年：国内科研院所在冷冻保存液的研发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

个别公司猪精液冷冻获得突破，受胎率和平均产仔数，

达到了猪冷冻精液商业生产应用要求。

关于采精方法
每头公猪采精需要时
间（min）

自动采精
系统

手握法

细菌菌落数

*提高劳动效率；

并提高了采精员操
作安全性。

*采集过程隔绝了与外界空

气的接触，降低了对精液的
污染。
     精液中细菌数量是影响冷
冻精液品质的决定性因素之
一。

自动
采精
系统

手握法

常规输精法（子宫颈）

深部位输精法 
（子宫内、子宫角）                           

关于输精方法 子宫角输精 子宫颈输精

冷冻解冻精子 冷冻解冻精子

授精头数 49 33
情期不返情数 (%) 42/49 (85.71) 27/33(81.82)
28 天妊娠数 (%) 39/49 (79.59) 26/33 (78.79)
产仔母猪数(%) 38/49 (77.55) 25/33 (75.76)
产仔数(mean ± SEM) 354(9.31 ± 0.41) 240(9.6 ± 0.53)

深部位输精方法显著提高母猪繁殖效率，且大大降
低了输精量（1 ×109 VS 5–6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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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剂型

操作简便，易污染且不便标记

一定程度上满足母猪人工授精输精量
大的特点，但体积大造成冷冻效果差。

冷冻效果好、适合商业化生产；
深部位输精技术和高浓度的冷冻精
液可实现较好的受胎率和产仔数。

关于冷冻保存液
    冷冻保存液主要由起能量（单糖类）、缓冲、防止精子冷冻休克（卵黄

等）、抗菌等作用的成份组成。

    家禽卵黄存在生物安全性问题，已研发出取代卵黄的植物源成份，如大豆

卵磷脂；

    从一些耐低温植物中提取糖复合物作为非渗透性冷冻保护剂，如红景天多

糖、海藻糖等；

    抗生素存在耐药性问题，提取或生物工程合成抗菌肽取代抗生素已成研发

趋势；

    甘油对精子有一定毒害作用，筛选低毒渗透性保护剂，或一些糖类、氨基

酸部分代替或结合使用。如海藻糖、谷氨酸盐和脯氨酸等。

    氧化损伤对精子的生理功能产生重要影响。研究高效、无负作用的抗氧剂

是冷冻保存液研发的重要内容。可用于精液保存的抗氧化剂有谷胱甘肽、超氧

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褪黑素或维生素E及其类似物等。

    国外已有多个商业化的冷冻稀释粉，使用方便简单。

   

关于母猪发情鉴定

       兽用B超可以通过直接观察到母猪卵泡发育情况，结合观
察法大幅度提高人工授精效率。可实现母猪单次输精。从而
降低冷冻精液成本和节省人力。

关于精液的精准降温

精准的发情鉴定技术

深部位输精技术

专用冷冻仪、灌装、
标记等仪器的应用

冷冻保存液的研发及商业化生产

已具备冷冻精液的
商业化生产条件；

使用冷冻精液的母
猪平均受胎率和产
仔数已接近或相当
于液态保存精液。

革命性地推动养猪业发展

我们实验室的部分工作介绍

l   

l 近20年多来由于各地城市化、工业化的迅速扩展（经
济发达地区尤为突出），使许多地方猪种数量急剧下
降；

l 有些品种甚至绝种或已濒临绝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http://www.moa.gov.cn/zwllm/tzgg/tfw/201611/t20161111_5360757.htm

l地方猪种资源是一个国家的战略资源，优良地方
猪种种质资源是我们今后开展猪育种工作的基本
素材。

l上海地方猪种主要有嘉定的梅山猪、金山的枫泾
猪、崇明的沙乌头猪和浦东的浦东白猪。

l长三角地区部分地方猪种、、、

l在全球性抢夺生物资源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今天
，如何采取切实可行的技术措施，尽可能多地保
存、利用好这些优良的地方猪种资源，显得尤为
迫切。

l 地方猪种的保种方式主要分活体原位保种（动态保种）
和静态保种（遗传物质保存）。 静态保种的主要方法
有配子或胚胎的超低温保存、DNA保存和体细胞冷冻保
存等。

l 近年来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猪精子冷
冻保存技术、胚胎玻璃化冷冻技术和体细胞克隆技术的
发展和完善，使静态保种（部分）代替活体保种成为了
可能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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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子
库
样
品
资
料
模
板

胚
胎
库
样
品
资
料
模
板

公
猪
细
胞
库
样
品
资
料
模
板

DNA文库档案中个体信息参照细胞库。下图是对上海白猪（上系）
58份样品进行了DNA提取后的部分结果。 动态保种 选种选配 优秀个体 核心群

静态保种

胚胎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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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应的种质资源配套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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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猪精液冷冻技术的应用

 5 ml 大管冷冻精液应用

承载工具 受体母猪 受体母猪数 妊娠率 (%) 均窝产仔数

5 ml 大管 上海白 36 26/36 (72.2) 7.8

颗粒 上海白 20 16/20 (80.0) 8.0

承载工具 受体母猪 受体母猪数 妊娠率 (%) 均窝产仔数

5ml大管 长大母猪 50 80%（40/50） 8.4

程序化冷冻仪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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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猪种种质资源长期保存技术研究（上海

市科技兴农重点攻关项目（2003第14-1号）；
       地方猪种生殖细胞及胚胎冷冻保存技术的优
化和应用（上海市科技兴农重点推广项目，2007第3-7
号）；
       地方猪种长期保存技术的应用（上海市科委，

103919N1800）；
       猪精液、胚胎冷冻技术在地方猪种保种中的
应用（上海市科委农业成果转化项目）。 

    猪精液冷冻----部分资助的项目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发育生物学研究中心

上海祥欣畜禽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梅山猪育种中心
上食五丰上海猪场
上海警备区富民农场

合作单位

三、展 望
依据猪精子特性对其
冷冻工艺的优化

无动物源成分、无抗
冷冻保存液的研发

性控技术与猪精液冷冻
的结合

革命性地推动
猪育种业及
养猪业实现
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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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徽天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兽药制剂在母猪保健中的应用

汪       鲲

养猪业在畜牧业中占举足轻重地位

o 养猪业产值占畜牧业总产值的2/3左右。

o 2012年：出栏6.9亿头,存栏4.7亿头，猪肉产量
5335万吨，占国内肉类总产量的65%，占世界猪
肉总产量的51.6%。

o 2013年：出栏7.1亿头,存栏4.7头，猪肉产量
5493万吨，占国内肉类总产量（8373万吨）的
65.6%。

o 我国是一个畜牧业大国，种猪的的数量占了世界
存栏量的一半 

   养猪业在畜牧业中占举足轻重地位 中国养猪第一大国
51.6%（年出栏7亿头）

猪病第一大国

生猪

死亡率

约为

8%-12%

年直接

经济损失

数百亿元

猪疫病类型和特点不断发生变化

对防治提出新的要求

集约化

饲养

养猪场

专业户

农户散养—＜20%

中小规模场—60%

现代化养殖—20%

2013年出栏7.16亿头，
存栏猪4.75亿头，
存栏母猪0.5106亿头

中国母猪生产水平低下

o 据联合国FAO数据，2011年末，我国母猪存栏达
4928万头，占全球总存栏8560万头的57.6%，而
出栏肥猪6.67亿头，占51.6%，生产猪肉占49%。

o 中国引进的大白、长白、杜洛克三大国际优良猪
种，普遍表现母猪产活仔率低、仔猪存活率低，
1头母猪年产13.5头肥猪，远未达到原定2010年
年产18头肥猪的指标。而丹麦、荷兰等早就是年
产25头以上。效益差距巨大。

中国养猪业一头母猪平均提供的出栏商品猪……………..<14头

世界养猪业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比利时、丹麦等……..>24头

我们的平均差距为……………………………………. >10头

中国出栏6.7亿头

按每头母猪提供商品猪24头计 = 2791万头

按每头母猪提供商品猪14头计 = 4785万头

                                    浪费母猪 = 2000万头

仅母猪一年多耗粮食近3000万吨

中国全年大小死猪近4亿头，耗粮近3000万吨

所浪费的粮食可供5亿多人一年用口粮

中国母猪生产水平低下

目前中国猪业综合经济损失每头在300元左右

1、如果一年出栏6700头肥猪(24)………..只需母猪280头

2、中大型猪场一年出栏6700头(14)…..实际需要母猪480头

3、浪费母猪….…………………………………..……..200头

母猪到底有哪些问题 ???
 1.母猪产程过长

 2.流产、死胎、产活仔数少、弱仔多

 3.断配间隔长（＞5d）

 4.产前产后便秘、不食、红疹、泪斑

 5.乳房炎-- 子宫炎-- 无乳或少乳

 6.繁殖应激（蹄裂、消瘦）

 7.其他疾病（高热病）

母猪产程过长对母猪危害巨大 
o 母猪由于产仔多、产程长，分娩后极易出现分娩综合征，即极度疲劳、剧

烈痛疼和代谢紊乱。主要表现为：
1、产后精神状态差，母猪经过长时间分娩，引起的体力消耗过大有关；
2、产后子宫、产道损伤，表现子宫、产道出血和阴户水肿等：分娩时子
宫平滑肌长期处于收缩状态，其肌纤维受到长时间的牵引、拉扯等造成子
宫、产道壁受损和弹性下降，持续性努责还可以出现阴道和子宫脱出、严
重的子宫破裂大出血死亡；
3、产后高热不退、食欲难以恢复，恶露不尽和产后感染等，子宫内膜炎
的发病率就比较高，与产后持续性的锐痛、胎儿包衣的滞留、化脓性细菌
感染等有关，大大延长了子宫复旧的时间。

o 产程越长危害对母猪伤害也越大，子宫内膜炎增多、断奶发情配种就更不
容易。
母猪正常分娩12头仔猪的产程为3～4h。分娩每延长1h、母猪出现阴户
水肿、产道出血的发生率会提高18％以上，并且呈加速发展之势，产程
在8h以上的母猪其发生率几乎达到100％。

o 母猪正常分娩后的食欲一般通过5～7d进行调节控制，7天后恢复正常。
产程过长对母猪的食欲恢复也有比较大的影响，一般产程每延长1h，其
分娩后食欲的恢复时间会延长1d以上。 

母猪产程过长对仔猪危害

o 母猪产程过长，胎儿在子宫和产道内受到的挤压时间就越长。每一次宫
缩和努责都可能造成胎儿供血的短暂中断，而长时间的宫缩和努责就会
造成胎儿的持续性缺氧，引发胎儿宫内窘迫、窒息，弱仔和假死明显增
多，严重的在分娩过程中即发生死亡，死产率增高。

o 初生仔猪活力下降往往与产程过长有关，对胎儿的危害相当大。胎儿宫
内窘迫、产道挤压是造成产后弱仔、假死、白仔增多的主因。临床观察
表明：胎儿越大、产程越长，出现大弱仔(初生重大，但是瘫软无力，皮
肤苍白，活力差)、大死胎(白仔)的现象就越多。大弱仔猪出生后往往活
力差(站不稳、全身软绵绵的)吃不到足够的初乳，不能获得足够的母源
保护力，哺乳期腹泻、黄白痢的情况就会增加，其成活率低、断奶重反
而下降等。

o 母猪在分娩时由于胎盘收缩，血流不畅，造成部分仔猪胎盘脱落，脐带
中断，断脐仔猪必须在5～10分钟内产出，如果母猪因各种因素造成产
程延长，断脐仔猪迟迟未产出，则仔猪会因缺氧而死。据统计，母猪产
程延长造成断脐仔猪死亡占整个死产的80％～90％。  

母猪产程过长综合症的主要因素 
o 1.饲料营养：母猪日粮营养不平衡或部分维生素含量不足导致母猪体质过差、贫血、

便秘、产前厌食等致使分娩母猪子宫肌肉组织收缩无力或产道变窄。

o  2.饲养管理原因：怀孕母猪缺少适当的运动、过度限位饲养；妊娠期饲喂量不当，分
娩时母猪过肥或过瘦；还有的妊娠母猪喂得太多或补料过早，胎儿生长发育过大。

o 3.胎次原因：初产母猪，尤其是早配体重较小的母猪产仔时，子宫及腹部肌肉的间歇
性收缩力较小，骨盆腔口和阴道较狭窄，而经产母猪的产程最短的仅用1小时左右，最
长的也不过3-5小时。8胎以上的老母猪产程往往拖延到10多个小时。

o  4.品种因素：从国外引进的大约克夏、杜洛克、长白、汉普夏、斯格、迪卡、皮特兰
等几个瘦肉型品种母猪和国内新培育的母猪，均较当地母猪产程长约1-2小时。

o 5.死胎因素：当母猪感染上乙型脑炎、细小病毒、伪狂犬病等繁殖障碍疾病时，妊娠
中期或后期，胎儿死在母猪的腹中，往往数小时产出一头由腐烂胎衣包着的死胎或木
乃伊。有的产程长达3-4天，甚至更长的时间。

o 6.配种间隔：青年母猪性欲旺盛，发情持续期3-5天，有的母猪开始接受爬胯即配种，
因迟迟不落情，有的间隔两三天又复配。由于复配间隔时间过长，产程也略有延长。

o 7.其它原因：母猪产仔时，多数母猪精神紧张、敏感。产房内若有生人或有其它不良
刺激会造成产程延长。催产素使用时间不当或使用剂量不准确，注射催产素反而会引
起子宫痉挛，也会延长下一胎的产程。

o 8、目前单独使用注射催产素会引起子宫痉挛，效果并不确切，容易给母猪造成子宫失
血过多，引起子宫内膜炎，以及恶露不尽，体内产生的毒素仍然无法清除，导致病猪
恢复慢，容易使机体休克和昏迷死亡。

天安母子康

o 1、母猪在产前7天使用母子康，可明显增加母猪羊水、
润滑产道，保护脐带和胎儿，降低分娩阻力，有效缩短
产程；

o 2、可增加母猪产力，加快胎儿进入产道和产出，有效
缩短产程；

o 3、缓解母猪分娩疲劳、降低应激和纠正代谢紊乱，有
效防治乳房炎，防止母猪菌毒的垂直传播；

o 4、提高母猪产奶量，特别是初乳中免疫球蛋白含量；
o 5、提高仔猪初生重，促进其健康生长。由于含有大量

的中药活性多糖和有机酸，能有效增强动物免疫力和抗
应激力等作用，促进仔猪健康生长。特别是饲养环境较
差的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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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母子康主要原料1
o 1、益母草：其功效可活血调经，利尿消肿。用于月经不调，痛经，经闭，恶

露不尽，水肿尿少；急性肾炎水肿。由于它含有硒和锰等微量元素，可抗氧化、
防衰老、抗疲劳及抑制癌细胞增生，因此，有养颜功效。 

o 2、板蓝根：板蓝根一种抗菌、抗病毒的有效成分；其次还具有抗钩端螺旋体
作用；解毒作用，降低死亡率；提高免疫功能。

o 3、当归：当归可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适用于心肝血虚证。当归
多糖可通过直接和(或)间接途径激活造血微环境中的巨噬细胞、淋巴细胞等，
也可刺激肌组织，促进其产生造血调控因子，进而促进功能造血干细胞粒细胞
巨噬细胞集落成单位(CFU-GM)的增殖分化，刺激骨髓粒单系造血。此外，当
归还具有抗血栓，抗炎镇痛，降血糖，保肝利肝等作用。

o 4、川芎：行气开郁，法风燥湿，活血止痛。用于经闭，难产，产后瘀阻块痛，
痈疽疮疡，有明显的镇静作用及镇痛作用。川芎对大肠杆菌、变形杆菌、绿脓
杆菌、伤寒杆菌等有抑制作用。此外川芎还有抗维生素E缺乏症的作用。

o 5、升麻：具有镇静、抗惊厥，解热降温功效。升麻中所含的三萜类成分具有
解毒、抑制核苷运转、抗病毒和治疗气虚下陷、久泻脱肛、子宫下垂、妇女更
年期综合症及抗骨质疏松等，而苯丙素类的阿魏酸和异阿魏酸等咖啡酸衍生物
具有很强的抗炎活性。升麻能够促进母猪产后子宫收缩，消除母猪因高热造成
的烦躁不安，利于母猪下乳。

天安母子康主要原料2
o 6、牛膝：逐瘀通经，补肝肾，强筋骨，利尿通淋，引血下行。主腰膝酸痛、下肢痿

软、血滞经闭、产后血瘀腹痛、胞衣不下、热淋、血淋。

o 7、金银花：能促进母猪肾上腺皮质激素的释放，对炎症有明显抑制作用。金银花还
具有增强免疫的功能，有提高母猪免疫力，增强白细胞的吞噬功能，能够有效预防母
猪乳房炎，产道及子宫感染。 

o 8、王不留行：在大鼠和母猪饲粮以及奶牛精料补充料中添加王不留行促乳效果最好，
提高产奶量8.85％-18.23％。且发现添加王不留行后促进大鼠、母猪和奶牛乳腺发
育，提高血液红细胞数量和血红蛋白水平，同时免疫、内分泌和抗氧化功能增强。王
不留行显著提高了泌乳中后期母鼠的泌乳量和仔鼠增重(P<0.05或P<0.01)，并对
泌乳大鼠的采食量和体重均没有显著影响(P>0.05)。在断乳后第1周，王不留行组
仔鼠的日增重显著提高(P<0.01)，死亡率明显下降。

o 9、黄芪：有效主要成分为多种黄酮类和三萜皂苷类化合物，另外还有单糖、多糖、
氨基酸、微量元素等。黄芪异黄酮可以促进母猪乳腺发育和泌乳，提高血中生长激素
和催乳素含量，具有强化雌激素效应的作用。异黄酮作用于母猪下丘脑、垂体，促进
母猪生长激素和催乳素分泌，通过增加母猪内源性生长激素和催乳素水平，从而促进
母猪乳腺发育及泌乳。另外黄芪多糖类具有增强免疫活性的作用，增强母猪机体免疫
力。黄芪皂苷具有降压、利水和强心作用，使产后母猪迅速恢复体力。 

o 10、金樱子：抗菌消炎。金樱子提取液可杀死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大肠杆菌等，可用
来治疗因金葡菌或大肠杆菌感染而致的疾病。金樱子中含有大量的酸性物质、皂成等，
防止带下过多，又能涩肠道，防止脾虚约束不力所致的泻痢。

传染性病原菌 环境性病原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无乳链球菌
S.agalactiae

母猪乳房炎致病菌

乳房链球菌

Streptococcus uberis
停乳链球菌

S. dysgalactiae equisimilis

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

大肠埃希氏菌（Escherichia coli）通
常被称为大肠杆菌，属于革兰氏阴性
细菌（G-）一些特殊血清型的大肠杆
菌对人和动物有病原性，尤其对婴儿
和幼畜（禽），常引起严重腹泻和败
血症

金黄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 是人类的一种重要病原菌，
隶属于葡萄球菌属
（Staphylococcus），有“嗜肉菌"
的别称，是革兰氏阳性菌的代表，
可引起许多严重感染。而对于金黄
色葡萄球菌在速冻食品中的存在量，
卫生部于2011年11月24日公布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速冻面米制品》，
允许金葡菌限量存在。

无乳链球菌(S.agalactiae)是乳腺炎
重要的病原体，常存在于乳牛的皮
肤、乳头及乳房内，通过挤乳人员
的手或挤乳机械以及蝇类的机械携
带而传播。这种链球菌引起乳房炎
后不产生明显免疫力，目前尚无可
靠的多价菌苗。可引起新生儿、孕
妇、老年人及免疫功能不全者发病
甚至死亡。无乳链球菌的致病机制
是目前研究的热点之 一

停乳链球菌可引起菌血症、心内膜
炎、脑膜炎、脓毒性、关节炎、呼
吸道和皮肤感染等疾病。

乳房链球菌(Streptococcus uberis)是
奶牛乳房炎主要的致病性链球菌

母子康产品体外抑菌实验（牛津杯法）

天然植物提取物 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 抑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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啶酸，和阿
莫西林 

母子康产品体外实验（牛津杯法）

11WY2 H4RJ F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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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植物提取物对 大肠杆菌 抑菌效果

阳性对照：
氯霉素、庆
大霉素、萘
啶酸，和阿
莫西林 

天然植物提取物 对 猪源沙门氏菌 抑菌效果

母子康产品体外实验（牛津杯法）

D17 HB22 DA3

0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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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mm 80mm

DA16 阳性对照：
氯霉素、庆
大霉素、萘
啶酸，和阿
莫西林 

母子康的体外抑菌试验报告（纸片法）
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 

表1  药物敏感性试验所用菌株列表

细菌名称
菌株编号 来源 血清型

大肠杆菌 CVCC83530 中国兽药监察所 O141∶ K99

大肠杆菌 CVCC83901 中国兽药监察所 K88∶ O8

大肠杆菌 CVCC83726 中国兽药监察所 O157∶ H7

沙门氏菌 CVCC533 中国兽药监察所 /
金黄色葡萄球菌 CVCC2263 中国兽药监察所 /

猪链球菌 CVCC3307 中国兽药监察所 /
无乳链球菌 CVCC1887 中国兽药监察所 /

1、试验药物：母子康，配制药物的起始浓度为1 g/ml。
2.、对照药物：抗敌素、头孢塞肟、阿莫西林、林可霉素药敏纸片，
3、培养基：营养肉汤培养基、普通琼脂平板、THB琼脂平板、麦康凯琼脂平板。 

表2  纸片法体外抑菌试验菌种及所用对照组药物

菌株编号
阳性对照药物 检测样品

CVCC83530 抗敌素、阿莫西林、林可霉素 5种药物

CVCC83901 抗敌素、阿莫西林、林可霉素 5种药物

CVCC83726 抗敌素、阿莫西林、林可霉素 5种药物

CVCC533 抗敌素、阿莫西林、林可霉素 5种药物

CVCC2263 阿莫西林、头孢塞肟、林可霉素 5种药物

CVCC3307 阿莫西林、头孢塞肟、林可霉素 5种药物

CVCC1887 阿莫西林、头孢塞肟、林可霉素 5种药物

试验方法
1、试验用药物处理方法：用蒸馏水配制为1g/ml、0.5g/ml、0.25g/ml梯度药物的浓度，高压灭菌后备用并记录产
品的溶解情况。
2、药敏片制备：将试验用纸片浸泡于上述配制好的混悬液中，用无菌吸水纸吸干，备用。
3、菌液制备：按照常规方法将菌种复苏，接种于相应液体培养基中，37℃震荡培养16h，进行活菌计数，然后用
无菌生理盐水稀释至菌液浓度106CFU，备用。
4、操作步骤：先用稀释好的菌液均匀涂布于营养琼脂平板，无菌风干后，将制备好的药敏片如图贴于琼脂平板上，
37℃培养24h。观察抑菌圈，测量抑菌圈直径。

图1纸片法抑菌试验反应模式

其中1孔为空白药敏片，3孔为
阳性对照药物，其余3孔为受
试药物。
结果判定：空白药敏片没有抑
菌圈，抑菌圈直径大于10mm
判为有抑菌效果，试验方判为
有效，试验药物抑菌圈直径越
大者抑菌效果越好。

母子康抑菌试验结果 （单位：mm） 

药物名称

灌注剂-E药物抗不同细菌抑菌圈直径

K88 K99 O157 沙门氏菌 葡萄球菌 猪链球菌 无乳链球菌

试验药物

1g/mL灌注剂-E 25 25 26 15 16 25 18

1g/2mL灌注剂-E 22 23 24 13 14 20 15

1g/4mL灌注剂-E 15 13 17 10 10 16 10

对照药物

抗敌素 9 10 10 8 11 14 16

头孢噻肟 / / / / 18 24 20

阿莫西林 22 20 0 22 / / /

林可霉素 0 0 0 0 0 19 18

空白 0 0 0 0 0 0 0

浓度为1g/mL、1g/2m、1g/4mL 的母子康对7种细菌均有抑菌效果.

对照药物抑菌效果同上，空白对照成立。（备注：“/”表示未做）

灌注剂-E  对 K88 的抑菌效果

灌注剂-E 对 k99 的抑菌效果

灌注剂-E  对 O157 的抑菌效果

灌注剂-E  沙门氏菌的抑菌效果

灌注剂-E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效果

灌注剂-E  对猪链球菌的抑菌效果

灌注剂-E  对无乳链球菌的抑菌效果

1 空白对照；

2 1g/2mL 灌注剂-E；

3 1g/4mL 灌注剂-E；

4 1g/6mL 灌注剂-E；

5 粘菌素；

6 阿莫西林/头孢噻肟；

7 林可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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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在大肠杆菌 K88、K99、
O157、 沙门氏菌的抑菌试验中
为阿莫西林；
葡萄 球菌、猪链球菌、无乳链球
菌抑菌试验中为头孢噻肟。

母子康抑菌试验结果

母子康最小抑菌试验MIC 

药物名称
母子康对7种菌的MIC(mg/mL)

K88 K99 O157 沙门氏菌 葡萄球菌 猪链球菌 无乳链球菌

灌注剂-E 3.91 3.91 3.91 15.6 31.3 31.3 31.3

复方E对7种细菌均有抑菌作用，

且对试验的革兰氏阴性菌抑菌效果优于革兰氏阳性试验菌 

母子康产品试验效果评价表

使用
阶段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确认项（打√或×） 备注

围
产
期
至
断
奶

采食量（5-7天） 饥饿感增强、采食量增加 是（   ） 不明显（  √ ） 没有（  ） 定量饲喂

安静度（5-7天） 安静度好，猪吃饱安静嗜睡 好（ √  ） 一般（   ） 不好（  ） 　

粪便情况断奶（90天-断奶） 无便秘、拉稀 是（   ） 否（ √  ）天数（    ）
产前、产后有便秘，
比原来稍有改善

皮毛变化（10-15天）
皮毛柔顺、光泽度好，
无红斑、无泪班、疾病少

是（ √  ） 不明显（   ） 无变化（ ） 泪斑减轻

体型变化（15天） 肥瘦合适，体型标准。 是（√   ） 肥（   ） 瘦（   ） 　

产子过程
产子过程有力，
产程在3小时以内

是（ √  ） 否（   ）产子时间（ 2.5-3小时 ）
原来每胎产仔时间
均在3.5-5小时

初生重
初生个体更大，
体重增加50g/头

是（ √  ） 不明显（   ） 无变化（ ） 初生重在2.5斤左右

仔猪情况 无死胎弱胎，活力强 是（ √  ） 不明显（   ） 无变化（  ）

仔猪痢疾 新生仔猪痢疾减少 是（ √  ） 有（  √ ）头数（ 3—5头  ） 减少2/3以上

母猪产后恢复情况

采食好、乳汁足 是（√   ） 不明显（   ） 没有（  ）

无产后三炎发生 是（ √  ） 不明显（   ） 没有（  ）

断奶后5天发情、好配种 是（   ） 不明显（   ） 没有（  ）

断奶仔猪

断奶应激小，痢疾发生减少 是（   ） 不明显（   ） 没有（  ）

整齐度好 是（   ） 否（   ）弱仔数（  ）

断奶体重增加150g/头 是（   ） 不明显（   ） 无变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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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AI) are 
simply - i.e. to deposit enough viable sperm in the 
appropriate place and at the correct time relative to 
the time of ovulation.
人工授精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即在相对排卵的合适时机和合适的位置输送足够多有活力
的精子。

However, the onset of estrus and the time of ovulation 
within a group of sows can varying widely.
但一组母猪常常发情开始时间和排卵时间不同。

2

Therefore, directing estrus and ovulation of sows within 
a group would then allow for (group wise) fixed-time 
insemination. 
故一批母猪发情和排卵，可允许批次定时输精。

This is of great benefit for swine farms that operate 
using sow batch management. It helps to savings in 
labor and to produce large batches of evenly developed 
pigs.
这对实施母猪生产批次化管理的猪场非常有利。它有助于节省劳动力和生产大批量均衡生
长的猪。

3

If ovulation induction with fixed time AI should work optimally, 
several steps must occur:定时输精的条件

4

(4)  all follicles would ovulate in a defined time window
在一个限定的时间内所有卵泡排卵

(2)  all females would have mature follicles at time of induction
所有母猪诱导排卵时有成熟卵泡

(1)  follicle growth and maturation should be synchronized in all 
females 所有母猪卵泡发育和成熟必须同步化

(5)  sperm w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e oviductal reservoir before 
ovulation to fertilize all eggs. 排卵前精子确保在输卵管汇集

(3) all would have a similar timed LH surge inducing ovulation
所有诱导排卵的母猪有定时LH峰

5

Some introducing notes to understand fol l ic le 
development and hormonal regulation of estrus and 
ovulation in pigs
猪卵泡发育、发情和排卵的激素调控原理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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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uppression of follicular development by application of 
steroidal and non-steroidal  substances: 
通过使用来固醇或者非类固醇类物质抑制卵泡发育

Feeding of allyltrenbolone (altrenogest; REGUMATE®, MATRIX®)饲喂烯
丙孕素

(KNIGHT et al. 1976, DAVIS 1976, MARTINAT-BOTTE 1990, HÜHN et al. 
1996)

Application of progesterone or GnRH via slow-release formula
使用孕酮或GnRH缓释制剂

(PEACOCK et al. 1992, ESTILL et al. 1997, BRÜSSOW et al. 2011)

Feeding of methallibure饲喂美他硫脲

(GERRITS & JOHNSON 1965, POLGE et al. 1968, BERGFELD et al. 1976) 

12

GROUP-WISE WEANING批次断奶

MANIPULATION / SYNCHRONIZATION OF ESTRUS CYCLE
同期发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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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nfluencing the Corpus luteum (CL) function影响黄体功能

Extending CL lifespan by application of gonadotropin (hCG)
应用hCG延长黄体寿命

(GUTHRIE & REXROAD 1981, GUTHRIE & BOLDT 1983) 

Prolonging the CL function by application of estrogens
应用雌激素延长黄体功能

(GEISERT et al.1987) 

Induction and luteolysis of CL by reciprocal injection of 
gonadotropins and prostaglandins 
促性腺激素和前列腺素配合用药诱导黄体溶解

(GUTHRIE & POLGE 1976, GUTHRIE 1979, SCHNURRBUSCH et al. 1993) 

ü active substance: altrenogest – synthetic progestagen
     活性成分：烯丙孕素-合成的孕激素

ü progesterone-like activity, suppresses growth of ovulatory 
competent follicles (growth of follicles < 5 mm remains)

       孕激素样活性，抑制排卵卵泡生长（卵泡大小＜5mm）

ü imitation of luteal phase模仿黄体期

FRANCE法国: 20 mg/day/gilt for 18 d

GERMANY德国: 20 mg/day/gilt for 18 d or
16 mg/day/gilt for 15 d

NORTHERN AMERICA北美: 15 mg/day/gilt for 14 d
14

15

10

6

4

18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9 20 21

1 2 3 4 5 60
16

(FARMER & PAPCOFF 1979, BERGFELD & HARING 1983)

17

(SCHILLING & CERNE 1972, CHRISTENSON & TEAGUE 1975, BERGFELD et al. 1982, 
ESTIENNE et al. 2000, KNOX et al. 2001)

18

24h after Regumate
烯丙孕素停药后24小时

800 – 1000 IU BERGFELD et al. 1984

48h after Regumate
烯丙孕素停药后48小时

800 IU POLGE et al. 1968
BRÜSSOW & BERGFELD 1984

600 – 900 IU CASSAR et al. 2010

24h after weaning
断奶后24小时

600 – 1000 IU BERGFELD et al. 1984

24h after weaning 800 IU HÜHN et al. 1996

24h after weaning * 1000 IU * BARBE et al. 1997

48h after weaning 800 IU SCHNURRBUSCH et al. 1998

at weaning 500 – 1000 IU CASSAR et al. 2005

* 1st litter sows初产母猪

19

ü all females would have a similar timed LH surge

      所有母猪LH峰时间类似

ü all follicles would ovulate in a defined time window

      所有母猪集中排卵

Important prerequisites for fixed-time insemination are:
定时输精的重要先决条件：

20

• high purified serum preparation from the urine of 
pregnant women 孕妇尿中高纯度的提取物

• acts like LH on gonads 在性腺作用类似LH
• stimulates final follicle maturation and subsequent 

ovulation 刺激卵泡最终成熟和后续排卵

• biological preparation from porcine pituitary猪脑垂体提取物

• acts on gonads作用于性腺

• stimulates final follicle maturation and subsequent 
ovulation刺激卵泡最终成熟和后续排卵

• synthetic derivatives of natural GnRH (deca- or nonapeptides)
       合成的十肽GnRH
• stimulates LH release and subsequent ovulation
       促进LH释放和后续排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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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RUG TIME DOSAGE REFERENCE

GILTS hCG 78-80h after eCG 500IU BERGFELD et al. 1984
BRÜSSOW et al. 2009

GnRH 80h after eCG 50µg(1) BRÜSSOW & BERGFELD 1979
BRÜSSOW et al. 1996, 2009

80h after eCG 10-20µg(2) BRÜSSOW et al. 2007

115-120h after Regumate 6-16µg(3) DRIANCOURT et al. 2010

SOWS hCG 72-74h after eCG 500IU BRÜSSOW et al. 1996

56-58h after eCG 500IU HÜHN et al. 1996

pLH 80h after eCG 5mg CASSAR et al. 2005

at estrus onset 5mg FONTANA et al. 2014

at standing heat 5mg ZAK et al. 2010

GnRH 56-58h after eCG 50µg HÜHN et al. 1996
BRÜSSOW et al. 1996

83-89h after weaning 6-16µg(3) DRIANCOURT et al. 2010

96h after weaning 25-200µg(4) KNOX et al. 2014
FRANCISCO et al. 2014

(1) GONAVET, (2) GOSERELIN, (3) RECEPTAL, (4) OVUGEL

ESTRUS DURATION 55 – 65 h发情期间55-65h

24 h 48 h

ESTRUS DURATION 24 – 76 h发情期间24-76h

24 h 48 h 72 h

ESTRUS

HEAT

23 24

30 31 34 353332 39383736 424140 43 4644 45 47 48

HUNTER 1976

BERGFELD et al. 1976

CASSAR et al. 2005

BRÜSSOW et al. 1990

DRIANCOURT et al. 2013

KRAELING & WEBEL 2015

BRÜSSOW et al. 2007

BRÜSSOW et al. 1996

HOURS AFTER OVULATION INDUCTION诱导排卵后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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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Since ovulation period within a batch of sows can widely 
varying (32-48h after LH release or LH surge induction), 
the insemination should be selected in such way that a 
mature cohort of sperm will be present in the oviduct at 
ovulation.
因为一批母猪排卵时间不同（LH释放或者LH峰诱导后32-48h），所以输精应选择的方式是在
排卵时输卵管中存在大量的成熟精子。

 

26

Some introducing notes to understand sperm transport 
within the genital tract at ovulation in pigs
理解猪排卵时精子在生殖道运输的几个要点：

27

rapid passage through the uterus快速通过子宫

colonization of a sperm reservoir  in the oviduct输卵管精子汇集

slow release towards the site of fertilization (AIJ) after 
ovulation排卵后向受精点缓慢释放

UTERUS子宫
CAUDAL 

ISTHMUS峡部
AIJ

28

• rapid transport of oocytes (30-45 min after ovulation) to the 
site of fertilization (AIJ )卵子快速（排卵后30-45min）传输到受精位点

• release and transport of spermatozoa from the functional 
reservoir功能性汇集的精子释放和传输

• fertilization of oocytes each by one spermatozoa
       每个卵子和一个精子结合受精

29

7 1260 1813 2419 4843423736313025

HOURS

Life span of sperm精子寿命

Sperm capacitation精子获能时间

Oocyte life span卵子寿命

Ovulation period排卵期

(HUNTER 1974, BRÜSSOW et al. 1990, 2007, WABERSKI et al. 1994, SOEDE et al. 1994)
30

7 1260 1813 2419 4843423736313025

HOURS AFTER OVULATION INDUCTION诱导排卵后的时间

OVULATION PERIOD排卵阶段

OOCYTE LIFE SPAN卵母细胞寿命

SPERM LIFE SPAN精子寿命

24 h

78 – 80 h

24 – 26 h

38 –40 h

24 h

56 – 58 h 72 – 74 h

 >4 WEEKS LACT.

24 – 26 h

38 –40 h

 <  4 WEEKS LACT.

31 32

80 – 82 h 96 – 98 h

>4 WEEKS LACT.

24 – 26 h

38 –40 h

  <  4 WEEKS LACT.

102 – 104 h

24 – 26 h

38 –40 h

WEANING

eCG 

pm
am

TUESDAY
周二

pm
am

MONDAY
周一

pm
am

SUNDAY
周日

pm
am

SATURDAY
周六

pm
am

FRIDAY 
周五

pm
am

THURSDAY
周四

pm
am

WEDNESDAY
周三

＜4 WEEKS
 LACTATION
哺乳期＜4周

>4 WEEKS
 LACTATION
＞哺乳期4周

GnRH or hCG GnRH or hCG GnRH or hCG

1st AI 1st AI1st AI

2nd AI 2nd AI 2nd AI

24 h
24 h

24 h

56-58 h

24-26 h

38-40 h

24-26 h

38-40 h

24-26 h

38-40 h

72-74 h 78-80 h

eCG 

last Regumate 

WEANING eCG 

33 34

Usually, insemination occurs intravaginal with 2-3x109 sperm 
in 80 – 100ml extender (KIRKWOOD & KAUFFOLD 2015).
通常，阴道内输精 80-100ml混合精液，含有2-3×109个精子。

Transcervical deep intrauterine insemination can reduce the 
sperm concentration to 10x106 sperm when inseminated 
close to the utero-tubal junction (KRÜGER & RATH 2000, MARTINEZ 
et al. 2001, ROCA et al. 2003, BRÜSSOW et al. 2013).
子宫内深部输精，输精位点在子宫输卵管结合部。可降低浓度到10x106精子。

35

However, the timing of insemination relative to ovulation 
becomes more important as the number of sperm deposited 
is reduced (ROZEBOOM et  a l .  2004) or single f ixed-time 
insemination will be done (BRÜSSOW et al. 2013, DRIANCOURT 
2013).而且，相对于排卵输精时间比减少精子数量更重要，或者一次性定时输精将来

可以做到。

Therefore, timed ovulation induction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successful single fixed-time insemination.
因此，诱导定时排卵是一次性定时输精成功的最终目标。

36(MARTINEZ et al. 2001, BELSTRA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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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xed-t ime inseminat ion  in  a  batch  of  sows  requi res 
synchronized follicle maturation, timed onset of estrus and 
ovulation, and the presence of fertile sperm close to ovulation.
一个批次的母猪定时输精需要卵泡成熟同步化，定时发情和排卵，排卵时有精子存在。

37

There exists a profound knowledge regarding the physiology of 
reproduction in the pig and the impact of hormones and 
hormonal substances to regulate ovulation and fertilization 
processes.
关于猪的生殖生理、激素或者激素样物质对排卵和受精过程的影响等知识要有深刻的认识。

38

Biological active compounds (as eCG, hCG, GnRH) which 
stimulate and regulate the reproductive processes in the pig are 
available. Their proper application considers the physiological 
specifics of porcine reproduction and enables fixed-time 
insemination.生物活性物质（如eCG, hCG, GnRH ），刺激和调节猪的生殖过程，需要

使用。它们的适当使用顾及到猪生殖过程中的生理细节，能够定时输精。

Strict application of fixed-timed insemination procedures will 
ensure fert i l i ty,  rat ional ize reproduction and improve 
reproductive outcome.
严格按照定时输精程序执行，确保生殖，合理繁殖，提高繁殖效果。

39

Biotechnical synchronization of cycle in 
sows for management in piglet production

with group farrowing system 
德国母猪生产批次化技术

Prof. Dr. Martin Wähner
Anhalt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Bernburg (D)

Scientific meeting of Ningbo Sanche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April 2017

Structure

• Requirements to piglet production in present time
• 当前仔猪生产的需求

• Synchronization of estrus – group farrowing system
• 同期发情-批次分娩

• Sows经产母猪

• Gilts后备母猪

• What is to be considered?    需要考虑什么？

• Effects   效果

• Synchronization of parturition  同步分娩

2

Requirements on the pig industry / piglet 
production:猪场/仔猪生产的需求

• Timed organisation of main processes in piglet 
production   定时组织仔猪生产

• Ensuring continuous high reproductive and growth 
performance  确保连续的高效繁殖和生长性能

• Keep a high animal health level                                             
stable management „All in – all out“ 

•  “全进全出”确保动物健康水平高

• Ensuring the required qualities in the animals and in the 
products    确保动物及其产品的质量

3

Genetic遗传 Feeding and 
housing

饲养和圈舍

Health, Hygiene

健康卫生

Management of 
reproduction

繁殖管理

Main points for reproduction management in piglet 
production:

仔猪生产繁殖管理的要点

• Dates for zoo- und biotechnical treatments according to the reproduction-cycle 
of the sows!

• 根据经产母猪生殖周期采用生物技术方法

• Time intervals between individual treatments according to the respective 
duration of the biotechnology! 

• 生物技术方法处理的间隔

• Special kind of used hormone  preparations!应用到的激素制品

• Dosage of the preparations to be administered, taking into account parity and 
season! 给药剂量要考虑到胎次和季节的影响

• Compliance with physiologically based appointments and time intervals for the 
inseminations within the estrus! 发情时的输精间隔

• Date for the induction of parturition in sows with longer gestation!较长孕期母
猪诱导分娩数据 5

Organisation of piglet production with group farrowing system for 
sows and control of reproduction母猪批次分娩和繁殖调控

Pregnant sows

farrowing

Detection of gestation

AI-center

Rearing of piglets Rearing of gilts

For sale出售 For finishing

成品猪

For sale出售

Gilts come in 

stock

Quarantine

slaughter

Sows

piglets

3 week rhythm:3周批

      7 groups of sows7批母猪

      2 pens for farrowing2批分娩

 1 + 1 pen for AI and detection 

of pregenancy1+1输精孕检

          4 pens for pregnant sows

          4批怀孕

High animal health健康
= high reproduction 

performance高繁
Organization of work 

in farms工作安排

Synchronisation of estrus同步发情

• zootechnical methods: 畜牧学方法

          after suckling weaning of all sows in the same time           is the most important activity for cycle synchroniza-          tion in sows 所有经产母猪同期发情最重要的活动是同一时间断奶

          stimulation by environments环境刺激

• biotechnical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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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Dr. Dr. h.c. Fritz Hofmann:

 1935: Piglet production with Group Farrowing System

            in East Germany (Kurmark/Ostpreußen)

1935：东德批次化分娩产仔

ab 1958: Universität Jena 1958年全进全出，牧场应用人工授精

               Perfection of piglet production in groups:           

                                   „All in – all out“

               Application of AI in farms!

7

Simultaneous weaning of all sows in one group
批次母猪同时断奶

Barn 1 Barn 2 1

2

3

4

3

2

1

Fl
at

de
ck

Synchro-
nization 
of cycle

AI-center

Cycle stimulation and heat detection
发情刺激和查情
AI人工授精
Detection of pregnancy妊娠诊断

Pregnant sows

Pregnant sow
s

gilts

weaend piglets

Piglet production in 3-week rhythm 
with AI, integration of gilts and 
synchronization of estrus3周一批次
生产，人工授精、后备母猪导入和
同期发情

Pregnant sows

9

Barn  for 
farrowing 1 Barn  for 

farrowing 2 Barn  for 
farrowing 3 Barn  for 

farrowing 4 Barn  for 
farrowing 5

Synchro
-nization 
of heat 
in gilts

Simultaneous
-ly weanig of 

all sows in 
one group

Simultaneous
-ly weanig of 

all sows in 
one group

Simultaneous
-ly weanig of 

all sows in 
one group

Simultaneous
-ly weanig of 

all sows in 
one group

Simultaneous
-ly weanig of 

all sows in 
one group

AI-center, stimulation of heat, AI, pregnancy 
check

1

2

11

3

5

4

7

6

8

10

9

12

13

13 groups of pregnant sows

Remounts (gilts)

Flatdeck for 
weaend piglets

Pregnant sows

weaned piglets

Scheme for piglets production with group farrowing system in 7-day-rhythm
21 groups of sows, 5 barns for farrowing

1周批批次化时间表，母猪21批，5批产房

fin
is

he r

Effects of synchronization of estrus for 
management in herds of sows猪群管理同期发情效果: 

• Clear relief of the work, simple and more sure heat detection in gilts.
• 后备母猪发情检测轻松、简单、可靠

• Optimal utilization of existing space capacities in the waiting area and 
farrowing stables 充分利用产房

• Optimal exploitation of the genetic performance potential of the sows, i. 
Fertilization result and litter size 最佳发挥母猪遗传潜力，特别是繁殖结果和产仔数

• Continuous production and related effective use of the workforce连续生产和

相对有效利用厂房设施

• Protection of animal health保护动物健康
               - All-in- All-out procedure全进全出
               - temporally compressed births limited pathogens enrichment 

                       in the barn减少产房病原体富集
               - concentrated nursing care for sow and piglets with cross   

                      forstering  有利于母猪和仔猪见交叉集中护理

• Work with the same animal groups - specialization effects in the colleagues
• 同一猪群-便于采取专门化管理

10

Zootechnical  methods for 
stimulation of estrus刺激发情的畜牧学方法

Contact to boar, sows in heat                     change of environment

接触公猪                                                          环境改变

Nutrition    营养                                           other factores Faktoren 

                                                                     其他因子

Synchronisation of estrus
同步发情

• zootechnical methods: 畜牧学方法

          after suckling weaning of all sows in the same time 
          is the most important activity for cycle synchroniza-
          tion in sows 所有经产母猪同期发情最重要的活动是同一时间断奶

          stimulation by environments环境刺激

• biotechnical methods

Zootechnical methods for stimulation of sex development in 
gilts and heat in sows 后备母猪刺激性行为和母猪发情的畜牧学方法

Contact to other 
pigs接触其他猪

Environment
环境

Nutrition
营养

Other  factors
其他因子

Housing in groups 群养
Contact to other sows in heat
接触发情经产母猪
Contact to boars公猪诱情

Moving into an other batch 混群
Space to move about in  运动

Level of daily gain  日增重水平
Body weight (fat, muscle) 体重
Level of food intake  日粮水平
Flushing before AI 配前优饲

Temperature 温度
time of daily light 光照
Shower for sows 沐浴

Example for zootechnical stimulation of cycle in young gilts 
for preparing AI青年母猪刺激发情畜牧学方法

Day of life What to do:
160 Gilts come in new farm – isolation! (gilts come from other farm)进场及隔离

181 Moving in pen for integration (mixing, contact to boar) – acclimatization 
(weighing, measurement od sidefathickness混群、诱情、称重、体测

202 Moving in other pen (mixing, contact to boar) 混群、诱情

223 Mixing in groups, contact to boar (?)  批混群、诱情

239 Moving in single pen for synchronization of cycle  至定位栏、性同步化

244 Gilts come in heat (following of moving)  发情

249 Start of synchronization of estrus

266 End of synchronization of estrus

268 eCG

 271 Detection of heat and AI    查情配种

烯丙孕素18 days

HOY: Gilts have to come in new farm early enough“....good acclimatization new pathogens

Biotechnical methods in reproduction生殖生物技术方法

Basics基础 Content内容

Aim目的

Optimal zootechnical 
suppositions

-Housing, feeding圈养饲喂

-Animal health动物健康

-Production management产
品管理

Planed manipulation of 
physiological processes of 

reproduction

-Stimulation刺激

-Inhibitation抑制

Care of animal health 
and production 

performance

Puberty, estrus, birth

Increasing of 
reproduction 
performance

 boar, sow, place in 
stable, time.....

Timed control of 
reproduction

estrus, ovulation, birth

KÖNIG, 1973

Help with biotechnical methods
生物技术方法辅助

Stimulation
刺激

Inhibitation
抑制

Stimulation of estrus in weaned sows                   Synchronization of estrus in gilts
断奶母猪同期发情                                                 后备母猪同期发情
Synchronization of ovulation in gilts and sows   Partus Synchonization同步分娩
Fix time insemination定时输精

Basics of physiological reactions of biotechnical methods in  
Hypothalamus – Hypophysen – Gonaden – axis:

生物技术方法生理反应基础基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

Maxim for using of biotechnical control of 
reproduction in sows:

利用生物技术控制母猪繁殖准则

Exogeneous support for physiological, endocrinological 
processes helps to save the onset of reproduction activities 

in time.生理和激素的外源性因素影响生殖活动

Hormones at the right physiological time, 
so much as necessary, so little as possible!

17正确的生理阶段尽可能少量使用激素

Sows
经产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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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mulation of estrus in weaned sows
断奶母猪刺激发情

Keep onset of estrus in time and synchronization of 
estrus in sows after weaning断奶母猪的及时和同步发情

Uncertainty factors for onset of estrus in 
weaned sows:断奶母猪发情的不确定因素

- High environmental temperature高温

-Onset of estrus in primiparous sows can be not sure

-初产母猪不能确定的发情

-High loss of body weight in previous lactation

-哺乳期体重损失
Stimulation of cycle after weaning断奶后刺激

Suckling
哺乳

   1          2          3          4          5          6          7          8          9

  Th         Fri         Sa         Su          Mo           Tue        Wed     Th         Fri

day

weaning

eCG

Heat detection查情

Stimulation of cycle 24 h after weaning断奶24小时后开始刺激:                                                         
primiparous sows初产母猪: 1000 IU eCG                                                
pluriparous sows经产母猪:    800 IU eCG  

                                                   sows in heat (4 - 6).......> 90 %  发情率> 90 % 

                                 

24 hours

sows in heat

Gilts
后备母猪

Integration of gilts in farrowing system
后备母猪批次导入

Rhythm for management of herds猪群管理周期

7-days                                     > 7-days                  
                                                (most 21-days)

Integration of gilts can be 
realized without biotechnical 
help不用生物技术处理.后备母猪能够导入

Gilts in heat will be introduced 
in weaned group of sows in each 
week.每周发情后备母猪导入断奶母猪群

Problem: A constant number of 
gilts in heat is required each 
week!问题：要求每周发情的后备母猪数量

不变

Integration of gilts is hardly 
possible without biotechnical help!
不用生物技术处理.后备母猪不能导入

It is necessary to synchronize estrus 
of gilts with estrus of weaned sows!
后备母猪和经产母猪同期发情

Problem: Often different old gilts 
are purchased for remountation of 
herds!.. Purchasing in package!
问题：常常需购买不同日龄后备母猪

Diestrus    Pro-

estrus

estrus

„estrus after stress“

Metestrus

„Corpus luteum“

Progesterone
Medikation

Altrenogest

Moving in 
single box

Altrenogest 
treatment

day 0 day 5 day 10

estrogen LH

Hormonal situ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Altrenogest
烯丙孕素处理开始的激素水平 

Luteal Phase Pro-

estrus

Estrus

estrogen LH

Limited treatment with  Altrenogest

烯丙孕素有限处理 

Follicle growth

Progesterone

Spontaneous 
Luteolysis自然的黄体溶

解

eCGHormonal situation  
at the end of Altrenogest
烯丙孕素处理结束时激素水平

gilt 1
gilt 5

Syncronization of estrus in gilts and insemination after heat control
后备母猪同期发情和发情调控后配种

                                                                          1     2     3     4    5      6     7     8     9

           S      S     M    T      W   Th   F     S     S    M    T    W    Th    F      S      S      M    T     W     Th   

day

eCG

Heat detection

Stimulation of estrus 42 h after last medication of ALTRENOGEST®:                                         
800 IU eCG (Pregmagon ®)  烯丙孕素最后一次处理后42小时刺激发情                                                                             

                                                                gilts in heat (6-8).......> 90 % 发情率> 90 % 

42 hours

gilts in heat

18 days cycle block with Altrenogest

Last medication of Altrenogest®

Effect of Altrenogest treatment on pregnancy rate, number 
of fetuses, ovulation rate at 48th day after AI*

烯丙孕素处理对妊娠率，胎儿数和配种后48天排卵率的影响

Control Altrenogest
No. Gilts 124 103
No. Corpora lutea 14,6 ± 0,3 15,4 ± 0,3
Pregnancy rate (%) 77,4 89,3
No. Fetuses (total) 10,6 11,1 
Fetal survival rate 48d 64,9 64,9

* Martinat-Botte et al. (1995)

• Higher ovulation rate 多排卵
• Higher pregnancy rate高分娩率
• Higher litter size 多窝产仔

Advantages of Altrenogest
烯丙孕素处理优势 

Number of AI per week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ith Altrenogest                       
(n. Thing et al., 2014)

If gilts are synchronized by Altrenogest, the number of inseminated gilts  is more 
and more constand in goup of sows.

•   better capacity utilization in stables
•   fewer gilts for AI 
•   better planning security all over the year

Advantages

Reproduction performance in gilts depends on the 
synchronization

同期发情后备母猪的繁殖性能

Group n Born 
total/litter

Born 
alive/litter

Born 
dead/litter

I             Altrenogest 746 13,5 ± 2,3a 12,8 ± 3,1a 2,3 ± 1,6a,c

II     No Altrenogest 357 13,6 ± 3,4a 12,6 ± 3,1a 2,0 ± 2,4b,f

III          Altrenogest 3.177 14,6 ± 3,5b 13,3 ± 3,3b 2,3 ± 1,8b,d

I…08.2012 – 02.2013 ;      II…03.2013 – 07.2013 ;      III…08.2013

• More concentrated AI of gilts …..better integration in groups farrowing system
• 配种更集中
• Simpler and safer heat detection in gilts 查情简单可靠
• In few years in gilts a performance progress can be expected更好的表现
• The performance potential is exhausted.发挥潜能

sows gilts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Monday

Tuesday

 mo

 mo

mo

mo

mo

mo

mo

  af

af

af

af

af

af

af

Stimulation of ovulation with GnRH 
(Altrenogest)

lactation 4 weeks

End of cycle block

42hours

weaning

PMSG 
24 hours PMSG     

72 hours 78-80 hours

24 – 26 hours         AI 1

- 40 hours            AI 2
AI 1             24 – 26 
hoursAI 2             - 40 hours

1...in the morning at 7.00 a.m.                    2..........afternoon at 3.00 p.m.

Management of reproduction in sows with synchronisation of 
ovulation and timed insemination

同期排卵和定时输精的母猪繁殖管理

 mo1

af2
Tuesday

0

2

4

6

8

10

12

14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Tage nach Absetzen

LH
 i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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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

Sau 1
Sau 2
Sau 3
Sau 4
Brunst Sau 1
Brunst Sau 2
Brunst Sau 4

0

2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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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4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Tage nach Absetzen

LH
 in

 n
g/

m
l

Sau 9
Sau 10
Sau 11
Sau 12
Brunst Sau 9
Brunst Sau 10
Brunst Sau 11
Brunst Sau 12

1000 IE PMSG
500 IE hCG

max: 17,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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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8

10

12

14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Tage nach Absetzen

LH
 in

 n
g/

m
l

Sau 5
Sau 6
Sau 7
Sau 8
Brunst Sau 5
Brunst Sau 6
Brunst Sau 7
Brunst Sau 8

400 IE PMSG/
200 IE hCG

             LH - conzentration in weaned primiparous sows after different biotechnical 
stimulation of cycle (BARBE 1996)

不同诱导发情方法对初产母猪LH分泌的影响

Without 
stimulation

Cycle stimulation with 
1000 IU PMSG

Cycle stimulation witht 
400 IU PMSG/ 200 IU 
h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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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sonal variations in fertility in sows
季节变化对母猪繁殖力的影响

Alifv born piglets per 100  first inseminations

Pluriparous sows Primiparous sows

1st 
year

2nd 
year

3rd 
year

Consequences of high temperatures on 
fertility in sows高温对母猪繁殖能力的影响

• Delayed onset of puberty 初情期推迟

• Change in estrous behaviour发情行为改变

              - increased percentage of late onset estrus
              - more sows with ancyclic return返情母猪增多

              - more sows without estrous behaviour不发情母猪增多

              - longer weaning – estrus- interval断奶发情间隔延长

• Reduced pregnancy rate妊娠率降低

• reduced litter size产仔数减少

• (sometimes!) more miscarriages and stillbirth (mummies)
• 流产和死产增加

High variations in saisonal reproduction performances 
between farms !

Management against saisonal reduced 
reproduction performance
针对季节性繁殖水平下降的管理方法

• Analysis of standing behaviour and reproduction performance 
is the basis for calculation of variations

• 分析标准发情行为和繁殖表现是预测变化的基础

• Analysis of important influences like:
     分析重要的影响因子，例如：

           - body weight 体重

           - body condition体况

           - climatic situation in stable气候状况

           - Water and feed水质和饲料

•  

• Always measurments of temperature in stables
                     coling, ventilation, moisten
    监控气温度变化-----降温、通风、湿度

• Correct treatment of biotechnical methods for 
synchronization of estrus.

    正确的发情同步化的处理

• Intendification of heat detection with clear 
documentation                                               
modification of times for AI     

    发情鉴定和人工授精时间的修正

Saisonal variations in farrowing 
rate in different old sows  (TVL)
季节对经产母猪配种分娩率的
影响

Time for insemination  配种次数                    
1st year: 01.06. – 31.05.  第1年     

AFR = 77,4%

Time for insemination  

2nd year: 01.06.2004 – 31.05.

第2年

   AFR = 78,9%

va
ria

tio
n 

in
 %

va
ria

tio
n 

in
 %

n = 82.372 EB 

n = 81.566

Sows in heat (%): 800 IU PMSG: 89,80                                                     
without PMSG:  88,56

Pregnancy rate (%): 800 IU PMSG:89,53                                         
                                 without PMSG: 88,85

12,07 born 
alive /litter

12,15 born 
alive/litter

Number of piglets born per 100 
inseminations at 1st service 

according to the season and the age 
of the sow as a function of 

stimulation of cycle
不同季节使用PMSG

对产仔数/100次配种的影响  

litter winter spring summer autum
Contr. eCG Contr. eCG Contr. eCG Contr. eCG

2 1099 855 806 820 862 1072* 1013 1088
3–5 1081 1078 1040 946 1009 1131 1183 1118
> 5 958 936 960 788 850 997* 942 948

* p<0.05 分娩管理Management of birth

Group farrowing system with biotechnical control
分娩批次化控制技术

Weaning of groups of 
sows in system

Concentration of 
onsets of heat and 
AI-times

Waiting for all 
spontaneous  
farrowing until day 
114/115 of pregnancy
Induction of birth 
only in sows with 
longer pregnant time 
with PGF2α.

More 
concentration 
of times for 
farrowing

Weekends 
without 
farrowing

Thursday Fri. Sat. Sun. Mon. Tue. Wed. 115 days pregnancy Wed. Thursday Friday

Preparation for Synchronization of birth
同期分娩的药品

Prostaglandin F 2 前列腺素F 2                                                                           

synthetical Analoga with substance Cloprostenol
合成类似物氯前列醇

最佳剂量Optimum for dosage: 175 – 100 g/Tier

- Regression of Corpora lutea (C.l.) 黄体退化       

-Stimulation of contraction of myometrium                                          
(with Oxytocin)刺激子宫收缩

Points for calculation of pregnancy and parturition in sows
母猪妊娠和分娩的计算要点

Days of week for calculation of pregnancy
孕期计算周天数

AI1 AI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Monday Tuesday Tue We Thu Fr Sa So

Tuesday Wednesday We Thu Fr Sa So Mo

Wednesday Thursday Thu Fr Sa So Mo Tu

Thursday Friday Fr Sa So Mo Tue Mi

Friday Saturday Sa So Mo Tue We Thu

AI1… day 0 of pregnancy
AI2 …day 1 of pregnancy

Time for PGF 2 - Injektion: 注射时间

                    sows............. (113.) 114. day of pregnancy

                    gilts.....................114. day of pregnancy

113.-115. 
day of 
pregnancy

Onset of birth
…after combined treatment for 
induction of birth with PGF2α 
+ Depotoxytocin 结合诱导分娩

n=239

…after induction of birth 
with PGF2α 诱导分娩

n=407

no induction of birth不诱导

 n=308

……..AI ……..AI

Mo. Tue. We Thu. Fr. Sa. Su. Mo.

No farrowing

9 .00 
a.m.PGF2α

9 .00 a.m.

Depotoxytocin

High concentration of 
farrowings after 
treatment with PGF2 and  
Depot-Oxytocin两者处理诱
导分娩集中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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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lts                               2. litter                                  3. litter 

Day of pregnancy 
where induction of 
birth was done
妊娠期诱导分娩 AI1 = 0. day of pregnancy

AI2 = 1. day of pregnancy

Notes for synchronization of parturition!
同步分娩的要点

Time for PGF 2α – Injection is perfect when 40 to 50% of 
sows in group have begun with birth spontaneously
猪群自然分娩40-50%时注射PGF 2α

The success for synchronization is most important. After 
intramuscularly injection of Cloprostenol-preparation 
about 95% of births will be in next 36 hours.
同步分娩成功很重要。肌注氯前列醇95%的会在36小时内分娩

Importance of normal duration of 
birth for production:

分娩持续时间短的重要性

For sow:  对母猪而言  
Less stress，减少应激

Reduced  problems in puerperium

Positive influences:减少围产期疾病

                  less MMA减少围产期综合症

                  better following estrus

                   利于发情

For piglets:
less stress during birth减少仔猪应激

Reduced stillbirth, less animal losses, less piglets with low 
vitality减少死胎、弱仔

More uniform and health piglets in litter and in all litters in 
group of sows增加仔猪的均一性

Time for piglet delivery for uniform 
litters  产仔一致性
Ensuring similar weaning period for 
all sows within a group 母猪断奶一致

Ø What kinds of benefits with group farrowing system and 
biotehnical methods?批次化管理和生物技术方法有什么优点？

1.) Benefits for production:对生产的效

益

Ø Better quality in daily work更好的
工作效率

Ø Better management for hygiene 
and     health更好的卫生和健康管理

Ø Better management for AI更好的
人工授精管理

Ø Better management in farrowing 
time更好产仔时间管理

Ø Optimzed piglet rearing最佳的仔猪

寄养管理

Ø More animal protection更多动物保
护

Ø More Animal Welfare更多动物福利

2.) Benefits for economics:对经济的好处

Ø Low cost for manpower and work降低人

力和工作成本

Ø Low costs for health management减少健

康管理成本

Ø Cost savings for AI-management节省AI
管理成本

Ø Low costs for enegery减少能原支出

Ø Low er fixed costs减少固定成本支出

Ø Higher sale proceeds for each piglet更高

的每一仔猪销售收入

Ø Higher sale proceeds for group of 
piglets with uniform age , body weight 
and health status.一致的日龄、体重、健康状

况，也带来更高的批销售收入。

Take home message:

• Biotechnical synchronization of estrus in gilts and weaned 
sows is the basic for effective group farrowing system in 
piglet production.性周期同步化是母猪生产批次化管理的基础

• It helps to realize higher reproduction performances in sows 
with higher business profit.有助于认识到母猪生殖性能越高经济效益越高

• It helps to reduce saisonal degressive variations in 
reproduction performance in sows.母猪生产批次化管理能减少母猪生产的波动
（人为或季节性）

• Synchronization of parturition is the basis for optimized labor 
input and for perfect group farrowing system in piglet 
production.同步分娩是批次化生产可减少劳动力 需要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ttention!

德式母猪生产批次化管理
           

      
           浙江工业大学药学院：客 座 教  授
               畜禽良种产业战略联盟：理       事
               中国动物繁殖学分会：常 务 理  事
                      宁波市三生药业：高级工程师

                                               翁士乔
                                        2017年4月
                       

内容:

•1.目前中国猪场的问题

•2.母猪生产批次化管理

•3.批次化管理的设计要点 

•4.批次化导入

一、目前我国猪场的问题 

• 猪场疾病防控（少死）问题：
• 母猪生产批次化管理难，连续生产；
• 猪群妊娠时间、哺乳、保育 、育肥日龄差异
• 大，免疫合格率低；
• 消毒和空栏得不到保证；
• 猪场全程死亡率高（超20%？）。

繁殖力（多生）问题:

与欧洲国家相比：疾病防控、饲料污染、环

境控制、管理水平等我国都比较落后，使充

分发挥母猪繁殖能力成为挑战！达不到母猪

本身所具有遗传性能！

 母猪繁殖遗传性能： 
 从美系--加系--法系--丹系

 窝产仔从12.5~15.0头！

        我国核心种猪场的产仔信息（2016)

品种 统计总胎次 平均窝总仔

杜洛克 106362 9.52±2.64.

长白 214289 11.87±3.26

大白 527394 11.98±3.33

杜长大 -- (10.5~11.5)!?

后备母猪问题：
后备母猪达到体成熟和性成熟的时间和体重后，不能及时发情配
种，后备母猪利用率低,非生产天数高得惊人。 

60头没有观察到发情后备母猪屠宰试验结果（I.V Stancic,2012）

 检测项目     结果

平均屠宰日龄（d） 257.7(250-268)

性成熟（有血体、黄体、白体
及次级卵泡）母猪

66.7%(40/60)

无性周期（只有初级卵泡）母
猪

33.3%(20/60)

平均排卵数 10.7(6-14)(40头）

经产母猪问题：

经产母猪断奶后7天内发情率低，尤其夏季，头胎母猪，窝
产活仔数低。
头胎母猪：

a.9-21%的头胎母猪断奶10天内没有静立发情表现，但能排
卵（D.G.Levis,2016）；（直接影响母猪群胎龄结构）

b.10.3%头胎母猪断奶10天内既没静立发情表现，也不排卵。
（D.G.Levis,2016）
多胎母猪：
3-5%多胎母猪断奶10天内没有静立发情表现，但能排卵(我
的经验数据，2015)。

二、母猪生产批次化 
• 1. 概念
• 母猪生产批次化是利用生物技术，根据母猪群规模
按计划分群并组织批次生产,是一种母猪繁殖的高效
管理体系。
• 成功的标志：
• 年产胎数可控，理论值的95~100%;
• 母猪年更新率在30~40%;
• 仔猪平均日龄差<1.5天；

• 生产均衡，夏季配种母猪生产波动也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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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母猪生产批次化技术的类型 

• 2.1法国式(包括丹麦、台湾、加拿大、美国）

• 后备母猪采用烯丙孕素饲喂法：性周期同步化；

• 经产母猪采用统一断奶法：性周期同步化。
•  
•            能中国化？！
•   

必备条件： 
• 1. 保证后备和经产母猪各阶段营养，保证低霉菌毒素污
染的饲料；

• 2. 满足母猪生理需要的良好环境调控设施；

• 3. 各阶段后备和经产母猪精细化管理；

• 4. 严格控制配种后备母猪的质量

•     （220日龄无性周期淘汰）；

• 5. 高素质员工。

• 断奶7天内发情率要高，尤其是夏季要保证90%发情率和
88%的配种分娩率，包括返情母猪再配1次，断奶母猪群总
利用率需保证85%以上。 

缺点 

• 1. 后备母猪补充率高，40-55%。能接受吗？
•            ---疫病还是不稳定(中国实行时）
• 2. 精细化管理
•        ---高素质员工
•               ----从哪儿来？
• 3. 工作集中，但操作流程并未简单化
•           -----生产可控性？执行力？

2.2 德国式 
•2.2.1 母猪定时输精技术
•(1) 性周期同步化技术(烯丙孕素+同时断奶）
•(2) 卵泡发育同步化技术(PMSG)
•(3) 排卵同步化技术（GnRH）
•(4) 配种同步化技术（AI+缩宫素）
•2.2.2 母猪分娩同步化技术（PGF2α+卡贝缩宫素）

后备母猪的定时输精程序 经产母猪定时输精程序

•优点：适合中国国情！

•1.猪场管理不需要大变；

•2.流程简单化

•     ---执行力强！

•           ---员工素质要求不高！

•3.解决经产母猪断奶7天内发情率

•     ---批母猪相对固定、后备母猪补充率低                           

•             ---疫病更稳定！

•4. 计划性强

•      ---批次产胎目标可控！

•            ----员工周末可安排休息！ 

三、德式批次化管理的设计

•德式母猪生产批次化时有关繁殖效率的概念：
•A：后备母猪非生产天数：分娩后备母猪是超过公
司规定配种日龄的天数；未分娩的是公司规定配
种日龄到淘汰时的日龄差。 
•B：能繁母猪：配种后的后备母猪加经产母猪。
•C：群配种分娩率：直接进入定时输精程序母猪群
的一个情期的分娩率，相当于原概念的发情率×
配种分娩率。

•          效率优先！？
• 

三、德式批次化管理的设计

•德式批次中国化操作要点
•所有符合目测要求的后备母猪直接进入定时输精
程序；
•断奶母猪主动淘汰后也直接进入定时输精程序；
•返情后备和经产母猪观察到返情后，马上使用
GnRH200µg，使用后0、16~24、40~48h,配3次；
•空怀、流产、再返情母猪直接淘汰。
•实行批次化前：积累定时输精的技术数据，主要
是群配种分娩率，80%以上时可转批次化。 

1. 设计基本要素
1周批 1周批 2周批 3周批 4周批 5周批

繁殖周期（周） 20 21 20 21 20 20

哺乳期（天） 21 28 21 28 21 21

母猪群数 20 21 10 7 5 4

适用经产母猪
规模

≥1000 ≥1000 ≥2000 ≤1500 ≤1000 ≤800

2.产房及定位栏设计参数 

1周批 1周批 2周批 3周批 4周批 5周批

批分娩目标 N/20 N/21 N/10 N/7 N/5 N/4

批产床数 N/20 N/21 N/10 N/7 N/5 N/4

产床占用周数 5 6 6 6 4 5

产床单元数 5 6 3 2 1 1

后备母猪配种定位
栏数

5%N 5%N 4%N 4or8%N 4%N 6%N

妊娠定
位栏数

统一式 85%N 85%N 85%N 95%N 105%N 1097%

单元式 -- --- --- 125%N/7×7 125%N/5×5 125%N/4×4

3.不同批次后备补充、配种分娩计划表
---3周批（500头规模）
断奶
数

主动
淘汰
数

配种
数

配种
分娩
率

怀孕
数

返情
数（含
后备）

配种
分娩
率

怀
孕
数

后备
补充
数

配种
分娩
率

怀孕
数

分娩
目标

72 3 69 88 61 7 60 4 8 88 7 72
72 3 69 86 59 8 60 5 9 86 8 72
72 3 69 84 58 9 60 5 11 84 9 72
72 3 69 82 57 10 60 6 11 82 9 72
72 3 69 80 55 11 60 7 12 80 10 72

----4周批（500头规模）

断奶
数

主动
淘汰
数

配种
数

配种
分娩
率

怀孕
数

返情
数（含
后备）

配种
分娩
率

怀
孕
数

后备
补充
数

配种
分娩
率

怀孕
数

分娩
目标

100 3 97 88 86 8 60 5 10 88 9 100
100 3 97 86 84 9 60 5 13 86 11 100
100 3 97 84 82 10 60 6 14 84 12 100
100 3 97 82 80 11 60 7 16 82 13 100
100 3 97 80 79 12 60 7 18 80 14 100

----5周批（500头规模）

断奶
数

主动
淘汰
数

配种
数

配种
分娩
率

怀
孕
数

返情
数（含
后备）

配种
分娩
率

怀
孕
数

后备
补充
数

配种
分娩
率

怀孕
数

分娩
目标

125 4 121 88 107 9 60 5 15 88 13 125

125 4 121 86 105 10 60 6 16 86 14 125

125 4 121 84 103 11 60 7 18 84 15 125

125 4 121 82 101 12 60 7 19 82 16 125

125 4 121 80 100 13 60 8 20 80 17 125

4. 不同批次化和配种分娩率对母猪年产胎数的变化 
群配种分娩率 1周批

21
1周批
20

3周批 4周批 5周批

88 2.41 2.53 2.41 2.53 2.53

86 2.40 2.51 2.40 2.51 2.51

84 2.38 2.49 2.38 2.49 2.49

82 2.36 2.48 2.36 2.48 2.48

80 2.34 2.47 2.34 2.47 2.47



第十一届全国猪人工授精关键技术研讨会论文汇编专家报告 PPT

－ 101 －－ 100 －

5.不同繁殖周期和配种分娩率对母猪更新率的影响 
群配种分娩率 批经产主动淘汰

率%
21周、

1、3周批
20周

1、4、5周批

88 3 26.5 27.8
86 3 29.8 31.4

84 3 33.1 34.9

82 3 36.4 38.5

80 3 39.7 42.0

主动淘汰率对母猪更新率的影响=主动淘汰率×年产胎数

   40%母猪年更新率控制时，不同群配种分娩率对
主动淘汰率和对母猪群胎龄结构的影响 
群配
种分
娩率

综合
分娩
率

主动
淘汰
率

胎龄结构（%)

1 2 3 4 5 6 7 8 ≥9

84 89.0 5.6 16 13.9 12.4 11.1 10.0 8.9 8.0 7.1 12.6

86 90.7 7.4 16 14.2 12.9 11.9 10.8 9.8 9.0 8.2 7.2

88 92.4 10.1 16 14.5 13.5 12.5 11.7 10.8 10.1 9.4 1.5

结论：1.同样的年更新率，群配种分娩率高时，可增加主动淘汰率，
        使对母猪群胎龄结构的更合理；
           2. 群配种分娩率高时,可再降低年更新率，母猪群胎龄结构的也可合理;
      3.群配种分娩率、年更新率之间的平衡，使疫病稳定、母猪生产效率也
        得到平衡。

6.大规模猪场设计建议

1周批 3周批 4周批 5周批

每线母猪数 1000 1000 1000 1000
每线批分娩目标 50 142 200 250
每线年分娩目标 2470~2600 2330~2460 2600 2600

每线后备母猪定位栏 50  40 40 60
每线怀孕定位栏 1×850 7×178 5×250 4×300
每线产床数 5×50 2×142 200 250
生产线数 1×n 3×n 4×n 5×n
劳动组合 1线员工 3线员工 4线员工 5线员工

  7. 注意事项

•返情母猪的利用问题（关系到后备母猪更新率的问题）

•周和3周批次时没有问题，通过哺乳期调整进入相应母猪群；

•4周和5周批时，产房要相应设小单元，数量为产房总量的
10％，相应大单元为批分娩目标的95%；

•群配种分娩率达到88%以上时可考虑直接淘汰所有返情母猪,
母猪年更新率约为40%；

•细化产房管理，尤其减少人工助产和产房失重，连续使用
定时输精时可以达到更好的群配种分娩率。

四、批次导入方式

•后备母猪：
•        有计划引种和定时输精；
•经产母猪：
•     A. 周  批  次：统一断奶后定时输精；
•     B.3-5周批次：早断奶母猪用烯丙孕素3-18天、
•                   迟断奶母猪统一断奶
•                            +定时输精

1.后备母猪前期管理

  1.1  引种方式 
事关生物安全，和工作效率！
  1周批次时引种建议：
 （每批供2周使用，1次引种满足8周使用）
    50kg 110日龄：补充怀孕期12-25d母猪数；
    60kg 124日龄：补充怀孕期26-39d母猪数； 
    70kg 138日龄：补充怀孕期40-53d母猪数；

    80kg 152日龄：补充怀孕期54-67d母猪数。  
     
   

1.2  隔离、驯化、过渡期
    隔离1周
    驯化5-15周,
    过渡4.5周，期间免疫.

德国猪场总体趋势引种25-60kg的小母猪，可以有更长的隔离、驯化、
过渡期

           疾病防控更容易！

1.3  诱情管理
诱情开始时间140-168日龄；
公猪大于9月龄，但也不能太老；
每天接触时间，上下午各一
 次，每次10-15分。
与公猪接触模式

1.4 光照管理

开始时间140-168日龄；150Lex
16h.

            

1.5   控制生长速度和保证均匀度

日龄          体重          出现发情症状比例
182            101kg                   50%
203            113kg                    85%
224            126kg                    95%
240            135kg                    98%

自由采食！

1.6  进入繁殖群的控制
德国只有在215-225日龄前能观察到发情的母猪才能进入烯丙孕
素饲喂，约95%左右的健康母猪可达标；
国内在215-225日龄前能观察到发情的母猪平均水平估计少于
50%;
若260日龄前能配种的后备母猪少于60%的猪场，  建议后备母猪
在180日龄左右时，先使用1000单位PMSG，使更多的母猪建立
立性周期；
鉴于烯丙孕素对没有性周期的后备母猪也有较好的效果，在国内

现有情况下，健康母猪都可进入定时输精程序，有条件的淘
汰再差的5%。        

2.   产房母猪群管理
尽可能提前1周进入产房，减少应激；
 采取各种管理措施，使之有良好的体能应对分娩；
减少人工助产，规定员工助产比例不得超过10%；
正确合理使用缩宫素，分娩前5头产仔间隔大于45分，5头以后大
于30分钟，可以使用缩宫素，使用缩宫素后30分钟未产才能考虑
助产；
每次剂量不超过10单位，同1母猪间隔45分钟以上，可以再次使
用；
采取各种管理措施提高哺乳母猪的采食量。     

3、批次导入方式

•后备母猪：
•        有计划引种和定时输精；
•经产母猪：
•     A. 周  批  次：统一断奶后定时输精；
•     B.3-5周批次：早断奶母猪用烯丙孕素3-18天、
•                   迟断奶母猪统一断奶
•                            +定时输精

3. 1 批次导入计划（例：周批次）

周 计划断
奶数

主动淘
汰数

可利用
数

分娩率
返情
数

分娩率
后备补
充数

分娩率  分娩目标

1 80-90  50-70  80-92  

2

3

4

.

.

.

.
20

or21

 批次导入计划（例：3周批次）
周 计划断

奶数
主动淘
汰数

可利用
数

分娩率
返情
数

分娩率
后备补
充数

分娩率  分娩目标

1-3 80-90 50-70 80-92

4-6

7-9

10-12
13-15
16-18
19-21

  3.2 用烯丙孕素对经产母猪批次导入示意图
日
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哺
乳
期

27 26 25

A

24 23

批

22 21 20 19 18
断
奶

PM
S

烯
丙
孕
素

烯 丙 孕 素

G

P

哺
乳
期

28 27 26 25

B

24 23

批

22 21 20 19 18
断
奶

MS
G

喂

3.3 交叉批次导入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交叉
批1

上午 A2

下午 停喂
烯丙孕

素

或断
奶

PMSG GnRH A1

交叉
批2

上午 A2

下午 停喂
烯丙
孕素

或断
奶

PMSG GnRH A1

适用于1000头以上的母猪场,减少集中配种数，能保证执
次日龄差又不大。25头原则：连续配≤25头/配种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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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周批次化工作人员安排
•配种、兽医和产房饲养员工作统一安排；

•周批次每周工作安排是一致的！

注：空白处安排剪牙、阉割、免疫等工作。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批1 上午 A2

下午 断奶 PMSG GnRH A1

 另1
批

上午 PG
分娩    ！

K-OX
分娩！！

 

下午    

•3-5周批导入注意事项
•从连续生产到3-5周批转换时，第1批配种数
量要控制，防止出现产房周转困难，第2批
才能按配种目标组织生产。

附：激素使用的安全性
• 药物依赖性

• 药物依赖性定义：

• 是指药物长期与机体相互作用，使机体在生理机能、生化过程和/或形态学发
生特异性、代偿性和适应性改变的特性，停止用药可导致机体的不适和/或心理
上的渴求。

• 例：毒品、细菌的耐药性、氢化可的松类。

• 产生的条件： 

• 非有机体本身的化学品，长期与机体相互作用。

• 原理：

• 体内代谢过程发生变化，需建立新的代谢途径；

• 作用部位发生形态学发生。

•              所有有依赖性的药物

•       都可以在世界各国的药物管理部门获得！

• 1.烯丙孕素 欧洲药监局（EMEA）

• A.急性毒性:在大鼠和小鼠，腹膜内给药LD50(半数致死量）分别为
176和233 mg/kg bw；

• B.无生殖、致癌、致畸等长期毒性；

• C.母猪一生一次性使用，无所谓依赖性；

• D.组织中主要存在于肝、肾，脂肪、肌肉残留很少，清除半衰期为10
天，60%经尿排出。无激素效应的口服LOEL(每天允许摄入量）为每天
0.04 ug/kg bw，相当于2.4ug。

• E.休药期18天。

• 2.血促性素(PMSG，eCG)
•  
• A.直接作用于卵泡波卵泡，不对其他卵泡发挥作用，作用靶
点是一次性的；

• B.猪经过一次皮下给药剂量为临床应用剂量的25倍，
或者在三周5次皮下临床应用剂量，才可能因抗体对
PMSG产生耐药性；
• C.糖蛋白激素，口服生物利用度为0,EMEA认为无需
制订ADI。

• 3.生源(GnRH)：即促性素激素释放激素 
• A. GnRH是人工合成由10个氨基酸组成天然结构天
然结构的激素，没有依赖性；
• B. GnRH在猪体内半衰期2-10min，分子量约1100，
不会产生免疫应答；
• C.蛋白激素，口服生物利用度为0,EMEA认为无需
制订ADI。

 停用定输对下胎繁殖性能的影响（翁士乔，2014)
分组 头数 7天内发

情率
分娩
头数

配分
率

平均窝
产总仔

平均窝
产健仔

健仔数
/头断
奶

未用定输 245 84.9
208/245

172 82.7
(172/2

08)

10.8 9.6 6.74

第1次用定
输后停用

112 87.5
98/112

80 81.6 11.1 10.2 7.29

连续2次使
用定输

98 93.8
92/98

83 84.7 12.0 10.8 9.16

 连续5次程序对同一母猪产仔性能的影响（翁士乔，2016年）

组别 头数 平均胎次 窝平均
产总仔

窝平均
产健仔

窝平均
产死仔

备注

第1次 59 3.36 11.42 10.11 0.88 无OT

第2次 59 4.36 12.33 10.49 1.06 无OT

第3次 59 5.36 12.66 11.51 0.93 +OT

第4次 59 6.36 12.36 10.88 1.02 +OT

第5次 59 7.36 12.29 10.70 1.28 +OT

结论：连续使用定输时，同一母猪的窝产仔数性能能维持高水平。

Onset of estrus (standing reflex) in sows in 6 generations*
连续使用6次对后代断奶发情的影响

断奶后发情时间–-- 1=0,5 天

Generations* Fischer (2003) 

Frequenc of homocygotes (%)

基因出现纯合子的频率

Genefrequency in way of  heredity

基因出现在后代的频率

FISCHER u. WÄHNER, 2003

Summary and Conclusion
十代遗传研究的总结

l gene frequency基因频率:           < 0.050
l frequency of homozygotes纯合子频率: < 0.002
l number of concerned pigs at all带危害基因的数量：< 1
l number of affected sows带显性基因的数量:    < 0.5

l no negative effect on „the onset of heat after weaning 
of the piglets“ could be proved

l 不发情基因出现频率和正常基因出现变异的频率无显著差异；

l 对断奶母猪的发情没有影响。

二、母猪定时输精结果的评价 

1.正常断奶经产母猪的定时输精

•  

•  A：提高静立发情比例，与对照组的关系见下图。2胎母猪效果更
明显。    

 ％
100   -
95     -
90     -
85     -                                                    T: 定输发情率

80     -                                                    
75                                                          C:断奶7天发情率

  

 

•                                          B：提高受胎率，与对照组的关系见下图。  
 

   2胎猪效果更明显。
   ％
   90     -
   85     -
• 80     -
• 75     -                                                    T: 定输群受胎率

• 70     -                                                    C:断奶7天群受胎率

• 65  

 

•  C：                          提高窝产仔数，与对照组的关系见下图。  

•                                   2胎猪效果更明显。
  
 
   14     -
   13     -                                                        T: 定输窝产总仔数

• 12     -
• 11     -                                                         C:对照组窝产总仔数

• 10     -                                                       

 

定时输精对断奶母猪产仔数的影响
             (北京，2016)

组别 总数 分娩
数

窝产
仔总
数

窝产
活仔
数

窝产≤7头 窝产≥13头
总胎
数

比例 总胎数 比例

对照 60 43 9.81 9.33 2 4.65 2 4.65 

定输 60 48 10.38 9.67 7  14.58  11 22.91 

注：首次配种加OT，其他不加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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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断奶母猪来说，不符合上述结果的原因：

A. 母猪分组不合理；

•   a.来源于不同饲养员管理的产房；

•   b.断奶时间差异大；

•   c. 头胎猪比例不同；

•   d. 体况评分差异大；

•   e. 母猪引种时来源不同；

•   f. 诱情方式不同。                   

B. 药物注射不理想，出血过多；

C. 静立比例高，但受胎率低的，说明未按程序要求

     配种；

D. 窝产总仔数反而少；

  a.不同公猪精液本身对产仔数有影响;
  b. 首配过迟；

  c.或配种时公猪不诱情或未加OT。
      可从窝产仔数的离散度来分析:
      <8头比例从10-15%应减少到<6% ；
      ≥15头比例从5%应增加到20%左右 。
•                      

2. 后备母猪试验情况

• 后备母猪的定时输精（烯丙孕素+PMSG+GnRH)
• B：受胎率与对照组的240-260日龄的正常发情率相关，见下图。  
   
   ％
   90     -
   80     -
• 70     -
• 60     -                                                    T: 定输群受胎率

• 50     -                                                    C:对照群受胎率

• 40  

• 除了同断奶猪同样的问题外，正确的诱情方式也不可少。

• 对照组从160日龄开始到每天上下午各2次，到配种结束；

• 试验组从160日龄开始到每天上下午各2次，到开始喂烯丙孕素；从
使用PMSG第2天开始到每天上下午各2次，到配种结束。即分2个阶
段诱情。

3. 不发情断奶经产母猪的定时输精
 

•    

•受胎率主要与断奶时间的相关，见下图。  

       (PG+PMSG+GnRH)

   ％
   80     -
   70     -
• 60    -
• 50     -                                                   
• 40     -                                                     
• 30
•         7d               21d                     42d  

4. 空怀母猪的定时输精
 

•    
•  
• 受胎率主要与空怀时间的相关见下图。  
                (PG+PMSG+GnRH)
   ％
   80     -
   70     -
• 60     -
• 50     -                                                   
• 40     -                                                     
• 30
•         28d                                         50d  

5. 不发情后备母猪的定时输精
 

•     

•受胎率主要与日龄的相关见下图。  
   ％
   90     -
   75     -
• 60     -
• 45     -                                                                烯丙+PMSG+GnRH

• 30     -                                                     
•                                                                           PG+PMSG+GnRH        260d            

280d              300d           320

BIO-SECURITY PROTOCOL & TECHNIQUES 

DURING SEMEN PRODUCTION

IMV  China Presentation -2017

Dr Jack Behan 

IMV Technologies China

Objectives of this presentation - introduce

❱ concept of producing high integrity bio-secure semen

❱ pre-requisite Specific Pathogen Free AI Centre; bio-secure location (1,000 point score)

❱ pre-requisite pressure ventilated and clean filtered air

❱ measured, diagnostically tested drinking / washing water supply; water quality 
assessment, potage standard, free from contamination

❱ water in lab Type 1 18.2 meg ohm quality, continual bacterial scan / conductivity 
measurement plus storage under UV

❱ all inputs measured, recorded, monitored to ensure high integrity, audited and regulated 
consumables supply chain

❱ all vectors measured, recorded, monitored to ensure minimal bacterial, viral 
contamination

❱ pre-entry genomic selection of boars to ensure minimal dissemination inherited genetic 
defects through production chain

BIOSECURITY (OIE Definition)

A set of management and physical measures designed to reduce the risk of introduction, 
establishment and spread of animal diseases, infections or infestations to, from and within 
an animal population   

Biosecurity is
1) Plan (HACCP)
2) Traceability (Identify / Trace all semen dose including delivery)
3) Surveillance (Control Plan at all time)
4) Diagnostic (Quick and reliable)
5) Documentation (Boar and semen dose production)
6) Emergency response (contingence planning)
7)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Who can decide: competence and authority)

Cryogenic Technology to maximise  the bio-security of elite genetics

❱Cryogenic technology will enable gametes from elite sires / dams to be stored 
indefinitely

❱Fertility cryogenically stored semen acceptable for dissemination elite genetics

❱Bio-security enhanced, serum samples stored from donor and frozen with 
gamete

❱Gametes from Genetic Nucleus can be stored in complete isolation, optimal bio-
security

❱ Genomic testing of gametes and viral / bacteriological diagnostics in event of 
disease outbreak

Veterinary Bio-Banking

  谢谢！
版权所有，请勿公开再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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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Biobanking?

❱ Collection of biological materials and associated data

❱ Different types of Biobanks
❱ Human, microorganisms, animals, plants
❱ Biomedical research
❱ Medical archives
❱ Therapy

❱  Blood banks  |  Bone marrow  |  Cord blood  |  Stem cells  |  Organs
❱ Forensic
❱ Museum

❱ Different Biobank formats
❱ Population-based

❱ Random cohorts
❱ Twin-registries
❱ Population isolates

❱ Disease-oriented
❱ Disease-specific cohorts

❱ Tissue banks

Biobanking and genetic potential preservation

❱ Packaging and sample management solutions for preservation and storage of 

biological samples at variable low temperatures:

❱ Liquid nitrogen phase (-196°C)

❱ Liquid vapor phase nitrogen (~-132°C)

❱ Ultra-low temperature electrical freezers (-80°C)

❱ To preserve valuable biological samples and viable cells for future use, ensuring 

maximum sample viability by assuring the:

❱ QUALITY: preserving and maintaining a sample’s initial quality

❱ SAFETY: ensuring the safety of the stored product , the patient/donor, the user

❱ TRACEABILITY: enhancing traceability with tamperproof barcoding

❱ EFFICIENCY: maximizing storage space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iques to maximise boar  semen production

❱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harvested sperm cells per ejaculate; utilisation 
ultrasound to evaluate boar reproductive tract

❱ Semen qualitative assessment; improved microscopy technique, CASA 
technology, fluorescent staining

❱ Water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Type I, II

❱ Photometric sperm cell concentration

❱ Improved anti-biotic KTK, increased shelf-life of semen by using enriched 
preservation media

Reducing bacterial load, identifying viral problems, maximising efficacy of bio- 
logical media to reduce transfer of pathogens

❱ Automatic semen collection

❱ Rectal temperature; monitor for elevated core body temperature indicative of 
potential infection

❱ bacterial swab preputial fluid; analysis

❱ routine blood tests for specific pathogens through ELISA / PCR technology

❱ high efficacy anti-biotic in-media❱ Bacterial charge monitoring on semen doses 
as a part of the QC process

❱ Implementation of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Systems (HACCP) 
and Good Processing  Practices (GPP)

Contamination sources during processing of swine semen

Althouse and Lu 2005 

Principal bacteria involved in semen contamination

Enterobacteria
Staphylococcus
Streptococcus

Althouse and Lu 2005 

Boar semen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origin

Bacteria contamination sources

Mammalian origin (Althouse, 2008)

Preputial fluids
Urogenital system

Skin
Hair

Respiratory secretions
Feces

Poor hygiene conditions
Personnel contamination 

Environmental origin (Althouse and Lu, 2005; 
Althouse et al., 1998)

 Contaminated water
Feed

Bedding
Equipment

Air ventilation systems

Impact on semen quality

• Competition for nutrients 
• Sperm damage (by bacterial waste 

products or direct interaction)
Decrease in sperm motility and 

viability
Premature acrosome reaction 

Sperm agglutination
• Resistance development

(Dagmar Waberski et al./ Morrell JM/ Althouse et al., 2008/ Engblom et al., 2007)

Impact on reproduction results

• Genital infection 
• Loss of fertility 

Reduces conception rate and litter 
size at birth

• General disease in sows

(Dagmar Waberski et al./ Morrell JM/ Althouse et al., 2008/ Engblom et al., 2007)

Enterobacteriaceae family (Gram+): highest contamination (Althouse et al. 2005) 
 

•Escherichia coli 
•Pseudomonas
•Proteus spp

Boar semen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Althouse et al, 
2004

Boar semen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resistance

Due to impenetrable cell wall, Gram-negative 
bacteria are more resistant against antibiotics.

“Drug resistance has been observed among isolates from boar semen against antibiotics commonly used as 
preservative antimicrobials in commercial porcine semen extenders” (Althouse and Lu, 2005). 

Mechanisms of resistance development

• Reduction in the binding of the 
antibiotic by modification of the 

lipopolysaccharide
• Generation of outer membrane 

vesicles that minimize the effective 
amount of the antibiotic per cell

• Modifications in the number or type 
of porins required for penetration of 

antibiotics
• Expression of efflux pumps to 

eliminate antibiotics present in the 
cytoplasm

• Some bacteria can also produce 
antibiotic-inactivating enzymes

(Corona and al, 2013; Reguera et al, 1988, 1991; Martinez et al, 1989)

Gram + 

Gram -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of boar semen affects the litter size
Luis O. Maroto Martína, et al., 2010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1 - reduction 2.5 to 3.3 pigs/litter

42 boars
(39 boars 

contaminated)

9 sows per 
boar

Experimental design Results

If E coli > 3.5 103 CFU/ml,
Reduction in litter size : 
2.53 to 3.35 pigs/litter

The impact of bacteriospermia on boar sperm storage and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C.E. Kuster a,*, G.C. Althouse b, 2015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effect  2 - conception rates reduction

• Vulva discharge : 8 to 15%

• Conception rates reduction : 
by 6% to 12%

Experimental design Results

Number of boars : 160
Number of sows : 21 000

% sows

94 sows 46 sows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effect  3 – Performances reduction

Influence of semen contamination on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s
Madec and Vannier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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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TIBAG, a new solution against bacteria growth

•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 economical impact

• BactiBag : new solution against bacterial growth

• BactiBag : in vitro and in vivo results

Which solution to prevent bacteria in semen

How to decrease 
bacteria 

contamination in 
semen doses?

75% boar studs:
Challenge to control bacteria contamination  in semen doses

• Decrease bacteria in ejaculate during 
collection (Collectis, disposable products, 
hygienic process disinfection…)

Hygienic process

• Add a new antibiotic to the antibiotics 
combination (compatibility problem 
between antibiotics and risk of toxicity)

Additional antibiotics

• New agent, BactiGuard, contained in 
the plasticBactiBag

Automated semen collection 

Over 12 000 boars collected weekly
In more than 65 centers, 20 countries

18 millions doses produced per year
❱ Reduce over 10 times bacterial content of ejaculates (Lellbach et al, 2008)

❱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Aneasa et al, 2008)

Semen doses packing and smart plastics

❱ Plastic bags for boar semen packing results is a practical alternative compatible with 
inseminations programs world wide.

❱ Smart plastics allow for extra protection of semen doses during storage, delivering and 
insemination.

❱ Bacteriostatic effect of the packing bag improves semen quality at AI by stopping bacterial 
growth.

❱ This technology envisages the reduction or complete elimination of antibiotics in boar 
semen.

Monitoring of bacterial load in AI doses as part of the QC process

❱ Flow cytometry technology offers a precise estimation of the bacterial load of sperm doses.

❱ Discrimination of death and alive bacterial and yield of a total bacterial count.

❱ Fast preparation of samples for analysis (10-20 minutes) 

❱ Screening of single boars for bacterial load of ejaculates maximizes traceability and avoid 
contamination of semen pools during preparation of AI doses.

 Low concentration median concentration high concentration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points (HACCP) 

 

Goularte et al., 2015)

Pork Industry Biosecurity Code

Piggery Audit Checklist

2.0 FACILITY STANDARDS PARAGRAPH 
REF.

YES NO N/A CORRECTIVE ACTION

2.1 Does the production area have a 
perimeter fence and can access 
routes be closed off to prevent 

vehicle entry?

2.1
2.5

2.2 Is there a sketch, map or photo 2.4

Audit date: Audit done by: Property name/: PIC number:

1.0 DOCUMENTATION and TRAINING PARAGRAPH 
REF.

YES NO N/A CORRECTIVE ACTION

1.2 Have staff been given instruction 
in the relevant parts of the Code?

1.2

1.3 Is a record kept of all relevant 
training received by employees?

1.2

1.4 Is a pig mortality register being 
maintained?

4.4.1

1.5 Is an appropriate pig movement 
register being maintained?

4.4.2

Notes

clearly defining the production 
area and the property, including 

all access roads and gates?

2.3 Is there adequate signage to 
inform visitors of the Biosecure 

Area and what action they should 
take?

2.5

2.4 Is there an off-site parking area for 
visitors?

2.6

2.6 Is a separate pair of boots 
available and used for each pig 

shed enclosure?

2.7

2.8 Is the area around the sheds neat 
and tidy, e.g. mown grass?

2.10

2.9 Are hand sanitisers or washing 
facilities available and used at all 
entrances which allow personnel 

access to sheds?

3.6.2

2.10 Are other livestock excluded from 2.2

the production area or effectively 2.15

restricted to areas so that their
faeces cannot come in contact

with pig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e.g. water draining into

pig areas/sheds?
2.11 Are the sheds bird proof as far as 

practical?
2.9

2.12 2.15
2.13 Are feed and bedding stores as 2.17

bird and vermin proof as 2.18

practically possible?
2.14 Is the pig effluent disposed of 

according to recommended 
protocols?

2.19

Notes

3.0 PERSONNEL STANDARDS PARAGRAPH 
REF.

YES NO N/A CORRECTIVE ACTION

3.1 Is there a signed Personnel 
Biosecurity Declaration for each 

employee?

3.1.1

3.2 Is there a Visitors’ Log and are all 
production area visitors required 
to enter their details in the Log?

3.4.2

3.3 Are the conditions of entry to the 
production area prominently 

displayed near the Visitors’ Log?

3.4.1

Notes
4.0 WATER QUALITY, FEED & 

BEDDING
PARAGRAPH 

REF.
YES NO N/A CORRECTIVE ACTION

4.1 Does the pig drinking water meet 2.1.14

recommended livestock water 4.1.1
quality standards?

4.2 If water treatment is used, is the 4.1
treatment method effectively 4.1.2, 4.1.3

monitored?

4.3 Does all the feed and bedding 
provided for pigs come with 

vendor declarations of its 
suitability for purpose and 

freedom from contaminants?

4.1.7

4.4 Does the feed provided comply 
with swill feeding regulations?

4.1.8

Notes5.0 VERMIN CONTROL PROGRAM 
AND RODENT BAITING PROGRAM

PARAGRAPH 
REF.

YES NO N/A CORRECTIVE ACTION

5.1 Is there an appropriate pest and 
vermin control plan documented?

2.12

5.2 Is there a rodent baiting program 
in place in the production area?

2.13

5.3 Is there a plan showing the 
location of bait stations?

2.13.1

5.4 Are the baits regularly checked for 
activity and replaced; and is there 
a record of this process?

2.13
4.2

Notes
6.0 CLEANING AND GROUND 

MAINTENANCE
PARAGRAPH 

REF.
YES NO N/A CORRECTIVE ACTION

6.1 Has spilt feed been cleaned up 
around silos?

2.18
4.3

6.2 Is the feed system closed to 2.18

prevent contamination of feed by 
rodents and birds?

6.3 Is there adequate drainage of the 
production area and in particular 
the area around the sheds?

2.11
4.3.4

Notes

7.0 DEAD PIG DISPOSAL PARAGRAPH 
REF.

YES NO N/A CORRECTIVE ACTION

7.1 Is there an appropriate procedure 
in place for the disposal of dead 

pigs?

2.8

7.2 Is the procedure both 
environmentally sound and 

biosecure?

2.8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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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猪冷冻精液的研究意义

四、存在的问题与分析

二、精液品质检查

三、国内外猪精液冷冻技术
      发展概况

五、市场前景展望

 一、猪冷冻精液的研究意义

1. 充分挖掘优秀种公猪的遗传资源；
2. 利于国际、国内交流，使配种不受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
3. 加速品种改良，提高优良品种覆盖率；
4. 降低引种及饲养管理成本；
5. 降低传染病的危险，为生物安全提供保障；

6. 建立基因库，保护濒危品种。

   二、精液品质检查与评定

 （一）猪精液品质评定的内容及标准

 （二）普通显微镜检查

 （三）计算机辅助分析仪和流式细胞仪检查

（一）猪精液品质评定的内容及标准   采精频率：成年公猪每周采精2～3次

             青年公猪采精每周1～2次

  精液稀释后每头份剂量：为80～100mL

  总精子数：30×108个～35×108个

  精子活力：70%以上

  原精液细菌菌落数：≤4×103 /mL

  精子畸形率：≤18％

  
   乳白色，均匀一致 绿色、黄色

   浅红色、红褐色 

        略带腥味，无异味       恶臭等异常气味  

正常精液pH值
初: 7.0~7.8；浓密:弱酸性

pH值越低 
精子密度越大 

≥100 mL 电子天平称量法
按1g = 1 mL计 

异常

异常

（二）显微镜检查

按0.1~1.0的十级评分法进行评估计数法

活率要求    鲜精活率＞0.7可用

   冷冻精液活率＞0.4

活  力 轨迹速度
（ VCL）

平均路
径速度 

（VAP）

直线运
动速度

（VSL）

直线性
（LIN）活  率

CASA

Bree
d

Boars
 (n)

Ejaculates 
(n)

PMI
 (%)1

Motile
 (%)2

Linearly 
motile 

(%)

VSL
 (μm/s)3

VAP 
(μm/s)4

VCL
 (μm/s)5

LHD
 (μm/s)6

L 18 66 60±8.3 53±4.5 60±11.8 84±  11.2 96 ± 12.7 136 ± 17.1 3.1± 0.52

Y 20 66 60±8.4 52±6.0 66±12.7 85±  11.5 95± 12.5 131 ± 17.2 2.9 ± 0.63

H 9 23 60±5.4 49±4.6 69±12.9 84 ± 10.4 94 ± 10.5 123 ± 19.0 2.5± 0.71

Table ： 解冻后质膜完整率和活力参数（from Eriksson，2002）  

H，汉普夏;L, 长白猪;Y，约克夏. 
1精子质膜完整率；2 眼观评估；3直线运动速度；4平均路径速度；5轨迹速度；6精子侧摆幅度 

IVOSⅡ计算机辅助精子分析仪

Sperm vision interfac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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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式细胞仪

ØQ1: PI染色的死精子；
ØQ4: SYBR-14染色活精子；
ØQ2: SYBR-14/PI染色，正在死亡的精子；
ØQ3: 杂质颗粒，无颜色。

                                 SYBR-14和PI的联合染色

   显微镜进行检测

A：PI染色的死精子，为红色；
B：SYBR-14染色活精子，为绿色，膜功能完整；
C：SYBR-14／PI染色，正在死亡的精子为橙色。

   流式细胞仪检测

A A

B B

C C

精子顶体主要是应用PI 和FITC-PNA 联合标记，用荧光显微镜或流
式细胞仪进行检测。

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异硫氰酸荧光素（FITC）与花生凝集素（PNA）
结合使用效果好。

A)PI标记死精子的细胞核呈现红色荧光；
B)发生顶体反应或顶体膜破损的精子被

FITC-PNA 标记，呈现绿色顶体。

l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精子的活力和顶体状态l流式细胞仪检测精子的活力和顶体状态

Q1：PI 标记为未发生顶体反应死精子；
Q2：PI/FITC-PNA 标记的顶体反应死精子；
Q3：无颜色，未发生顶体反应活精子；
Q4：FITC-PNA标记发生顶体反应活精子。

 三、国内外猪精液冷冻技术发展概况

             

  全球猪冻精研究实验室

 猪鲜精配种使用率≥99.5%

 猪冻精配种使用率≤0.5%

 有30多家猪冻精实验室分布于：美国、英国、意

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瑞典、丹麦、比利

时、中国等。

  目前国内猪冷冻精液研究单位和研究者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李兆华研究院

 上海农科院 张德福研究员

 甘肃农业大学 张兆旺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 芮荣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李青旺教授 
 四川农业大学 马恒东教授 
 东北农业大学 刘娣教授

 广东温氏集团

 卡苏公司

 百钧达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等

ØQ1: PI染色的死精子；
ØQ4: SYBR-14染色活精子；
ØQ2: SYBR-14/PI染色，正在死亡的精子；
ØQ3: 杂质颗粒，无颜色。

                                 SYBR-14和PI的联合染色

   显微镜进行检测

A：PI染色的死精子，为红色；
B：SYBR-14染色活精子，为绿色，膜功能完整；
C：SYBR-14／PI染色，正在死亡的精子为橙色。

   流式细胞仪检测

A A

B B

C C

    1.渗透性抗冻保护剂

    甘油(Glycerol)、乙二醇（EG）、二甲基亚砜(DMSO)、丙二醇

（PROH）、二甲基甲酰胺（DMF）、乙酰胺（AA）等。

    2.非渗透性抗冻保护剂

    蔗糖、海藻糖、岩藻糖、聚蔗糖、葡聚糖、聚已二醇(PEG) 、聚乙

 烯吡咯烷酮(PVP) 、血清白蛋白、犊牛血清等。 
            

   渗透性和非渗透性冷冻保护剂种类 

  1.渗透性冷冻保护剂

     由于细胞外液渗透压较高，在精子脱水的同时，渗透性抗冻保护剂

 被置换到细胞内部，并与水分子结合，在平衡与降温过程中，可降低细

 胞内电解质浓度，从而保护细胞器免受高浓度电解质的损伤。同时避免

 细胞内水分子结晶导致的损伤。

   2.非渗透性冷冻保护剂

     其不能进入细胞内，能够提高细胞外渗透压，在冷冻过程中使细胞

 内的水分向细胞外渗出，达到脱水的目的，以减少细胞内有序冰晶的形

 成，从而保护细胞免受损伤。 

 抗冻保护剂保护原理

   1.颗粒：约0.1mL

   2.细管：0.25、0.5mL、1mL小型细管

           5mL大型细管

   3.5mL扁平塑料袋

     

    冷冻载体

     冷冻程序：

       1. 采用卵黄稀释液稀释，放入4℃冰柜平衡1～2h,使精

子最终密度达到12.5亿/mL，；

   2. 装入5mL冷冻管，低温（5℃）平衡2h。

5. 细管在液氮中冷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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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机软件设计降温程序 4. 细管置于冷冻架上降温，7min完成。

6. 在50℃水浴中解冻30s

 冷冻精液输精效果比较

 　　　目前，猪精液冷冻主要是颗粒法、5 mL细管法及5 mL扁平袋（Flat-
Pack）法，其中5 mL细管法及5 mL扁平袋（Flat-Pack）法保存效果要优
于颗粒法。

　　　采用子宫颈输精法，对自然发情母猪进行2次人工授精（50亿～60
亿/次），结果显示：

　方法　　　　　产仔率(%)　平均窝产仔数(头)　　    研究者
　5 mL扁平袋法　　　 72.2　　　　10.7　  　 　（Eriksson et al.,2002）
　5 mL细管法　　　　 62.6   　　   　9.0　  　　 （Hofmo et al.,2000）
　颗粒法　　　　　　 40.0 　　         6.4     　   　（Didion et al.,1996）

5 mL细管法(深部) 　 77.0                  9.0-10.5           (广东温氏集团,2014)
　　　

 　　　目前，猪精液冷冻主要是颗粒法、5 mL细管法及5 mL扁平袋（Flat-
Pack）法，其中5 mL细管法及5 mL扁平袋（Flat-Pack）法保存效果要优
于颗粒法。

　　　采用子宫颈输精法，对自然发情母猪进行2次人工授精（50亿～60
亿/次），结果显示：

　方法　　　　　产仔率(%)　平均窝产仔数(头)　　    研究者
　5 mL扁平袋法　　　 72.2　　　　10.7　  　 　（Eriksson et al.,2002）
　5 mL细管法　　　　 62.6   　　   　9.0　  　　 （Hofmo et al.,2000）
　颗粒法　　　　　　 40.0 　　         6.4     　   　（Didion et al.,1996）

5 mL细管法(深部) 　 77.0                  9.0-10.5           (广东温氏集团,2014)
　　　

广东温氏集团冻精及输精效果（2016）
表-1  精液冷冻效果

冻精剂型
（mL）

每剂冻精所含精子数
（亿）

解冻后平均活力
（%）

5 50 56

表-2  冻精输精方式

母猪品种 母猪
胎次

输精
/头

输精
方式

输精剂量
/亿/次

输精次数
/次

每次输精
间隔/h

解冻至
输精的
间隔
/min

YY/LL/DR
/RR 2-7 211 深部 25（1/2管） 2 8-15 10-60

表-3  冻精输精受胎及分娩

输精头数 配种受胎率/% 分娩率/% 窝均产仔/头

211 84.83 77.72 11.29

5. 细管在液氮中冷冻保存

  （二）百钧达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近年来在猪冷冻精液保存技术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

          采用0.5mL细管冷冻解冻后活力测定，使用单层精

子活动空间的专用精子计数板，在显微镜下检测，活力达

到80%以上。在38℃条件下可存活5～6h。近一年的冻

精输精结果统计，发情正常母猪的情期受胎率达88.5%，

平均窝产仔数11.2头。与鲜精输精效果无显著性差异。 

百钧达冷冻精液输精新进展（2017）
    单  位 冻精配种/

头
返情与空怀

/头
妊娠/头 妊娠率/

％
均窝产仔数

/头
均窝产活仔

数/头

北京养猪育
种中心

19 1 18 94.74

广东温氏新
兴种猪

50 4 46 92.00

威宁正大花
庙猪场

20 1 19 95.00 11.47 10.65

上饶市正邦
牛皮山猪场

65 4 61 93.39

对照组 62 1 61 98.39

襄阳正大武
马岗种猪场

20 2 18 90.00 12.12 10.59

（三）Peng Wang，2012
         精液用等体积的BTS稀释，3h降温到15℃，经800 g 离心10 

min，弃上清。

         在15℃用BTS稀释，1.5~2.5 h降温至5℃，再将精子终浓度

调整为1.0×109，甘油终浓度为3%。

         0.25mL细管分装、封闭，5℃平衡1h。再用冷冻仪以1℃ 
/min 降温至-5℃，置于液氮上方4cm处熏蒸15min，然后投进

液氮。

         解冻：在37℃水浴中45s。

         结果: 活率: 43.2 %

                 顶体完整率：52.75%

                 质膜完整率：48.13%

（四）San-Yuan Huang－台湾，2009 
         鲜精在25℃室温平衡1h，经稀释后15℃下平衡4h，然后

800g离心10min，弃上清。

              用含80%乳糖和20%蛋黄溶液，重新悬浮。将装精液的离心

管置于水中，2.5h降温至5℃。再次用含7%甘油的蛋黄-乳酸溶液

稀释至精子密度为1×109/mL，装入6mL细管中，将细管在液氮

上方3cm处熏蒸20min后，投入液氮保存。

             解冻：

             50℃水浴中45s，室温下用稀释液将精液1︰9稀释，然后在

37℃培养箱中培养10min。

             活力：56％

  （五）国外冻精研究进展
     1. 法国 IMV（卡苏）公司，2014

      鲜精：活力≥85%，畸形率≤15%；

    用0.5mL卡苏细管冻精，42℃水浴锅加热20s，

将解冻后精液加入34℃的稀释液中，计7支冻精/

深部输精，冻精输精最低标准为活力＞40%，使用

冻精输精，建议输精3次，结果如下：

 卡苏公司采用冻精深部输精的猪场实验数据

   实验批次    总精子数    受胎率%   生产指标

   5×0.5mL    3.8×109    100 (22)   11.4(0.7)

  10×0.25mL   3.8×109    90.9(22)   11.8(0.7)

   5×0.25mL   1.9×109    86.4(22)    11.1(0.8)



第十一届全国猪人工授精关键技术研讨会论文汇编专家报告 PPT

－ 117 －－ 116 －

   3. 泰国：P Chanapiwat，2015 
      精液用ModenaTM1：1稀释后装入50mL离心管中，15°C下

静置 120min，800g 离心10min。用乳糖-蛋黄液稀释至精子浓度
为1.5×109/mL，5°C下静置90min；再用上液将精子浓度稀释为
1×109/mL，用0.5mL细管分装。将细管置于液氮上方3cm处，
20min后投入液氮。

         解冻：50°C水浴12s，后用4倍体积ModenaTM液在37°C下稀
释，备用。   

     结果：                杜洛克             大白猪              长白猪
     活率：            50.0 ± 8.2%    49.0 ± 6.5%     48.0 ±10.4%
     活力：            40.0 ± 6.4%    42.2 ± 5.4%     36.7 ±7.9%
     顶体完整率：  52.2 ± 9.6%    60.3 ± 11.8%   51.6 ± 15.4%

  4. 瑞典：F.Saravia，2010 
          精液与乳糖-蛋黄液混合后在1.5h降到5℃，再与蛋黄、Equex 

STM和甘油（终浓度为3%）混合，精子的终浓度为1.0×109/mL。

          然后在5℃下分装到扁平塑料袋中，精子终浓度为0.5×109/mL。
然后放在程序冷冻仪中，以3℃/min速率从5℃降到-5℃，植冰后以
50℃/min的速率从−5℃降到−140℃，投入液氮。

          解冻：将扁平塑料袋置于35℃水浴中20s。

          结果：

          活力: 69%

          顶体完整率: 70.6%

          质膜完整率: 56.1%

   5. 瑞典- Eriksson，2002

         采用5mL平管冷冻猪精液，解冻后输精获得了较为理

想的效果。

         结果：

         活力：49%～53%

         质膜完整率：60%

         产仔率达：73%(308/421)

         平均窝产仔数：10.7头 

  6. B.A美国：. Didion，2013
           精液稀释后，放置于17℃生物培养箱中，然后以800g离心

20min，弃上清。
           添加冷冻稀释剂至精子浓度为2.0×109/mL，经2h降温到5℃

，加等体积的冷冻稀释剂，用0.5mL细管分装。置于程序冷冻仪中
从1℃/min降到-7℃，-7℃保存5min，再以29.6℃/min 降至-
130℃，在-130℃保存20min。然后投入液氮。

          输精：输精量至少2.0×109个/mL，宫颈内输精。
          结果：
          妊娠率：78.7%
          产仔率：81.1%
          窝产仔数：12.5

   7. 德国：K. Buranaamnuay，2011 
         精液稀释后于15°C下放置2h，于50mL离心管 800g 离心

10min，用乳糖-蛋黄液稀释至1.2×109/mL，经90min 降温至5°C
时，用乳糖-蛋黄液稀释至0.8×109/mL。

          采用0.25mL细管分装后，于程序冷冻仪以-3°C/min速率从5°C
降温至-7°C植冰，再以-50°C/min 速率从-7°C降温至-120°C，然后
以-10°C/min速率降温至-140°C，投入液氮。

          解冻：38°C 水浴30s，用38°C 的5倍体积的Androhep plus 
TM稀释，备用。

          结果：
          活率：32.4 ± 1.2%
          活力：19.1 ± 1.1%
          质膜/顶体完整率：54.9± 0.8%
          

   2. 韩国: Yong-Seung Lee，2015

         添加11%乳糖和20mL蛋黄稀释至80mL，使精子密
度达 5×108/mL，然后离心（400 ×g,10 min, 22°C）, 
3h降温至5°C。用含1.5% Orvus Es Paste和9% 甘油的
乳糖-蛋黄液2：1进行稀释。然后用0.5mL细管分装，
10min降温至-120°C。

         解冻：50°C 水浴10 s。
         结果：活率：76.9 ± 1.01%
                   IVF后卵裂率：80.2 ± 4.3%
                   囊胚发育率：28.3 ± 3.8%

   8. 西班牙：E. de Mercado，2008
         精液在50mL离心管中降温至17°C。用FE-1稀释至精子浓度为

1.5×109 /mL，90min降温至5°C，用FE-2将精子稀释至终浓度为
1×109 /mL。采用0.5mL细管分装后进行冷冻：从5~-5°C，
6°C/min；−5~−80°C，40°C/min；在-80°C静置30s，以70°C 
/min 降温至-150°C，然后投入液氮。

           解冻：在37°C循环水中20s，移入37°C  2倍体积的BTS液中
150min。

          结果：
          活率：50.2%
          顶体完整率：51.3%
          质膜完整率：49.5%

    9. 西班牙：Jorge D. Juarez，2011
           精液用FE液稀释至1.5×109/mL，以不同速率降温至

5℃。再用FE-Glycerol-Orvus（甘油终浓度9%）液稀
释至1.0×109/mL，用0.5mL细管分装。

          采用程序冷冻仪以6℃/min的速率降温至-5℃，然
后40℃/min的速率降温至-80℃，再以70℃/min速率
降温到-150℃，投入液氮保存。

           解冻：在37℃水浴中20s。

           结果：

           活力：66.7±2.3%

   四、存在的问题与分析
      1. 种公猪站发展不规范，种公猪良莠不齐，冷冻精液无标准可循；

        2. 猪的精子脂肪含量相对较高，冷冻前脱水较困难，冷冻后精子内

部产生结晶、膨胀而致损伤；         

        3. 冷冻液的配制和渗透性抗冻保护剂的选择单调，除了甘油外，乙

二醇和DMSO等化学毒性小、渗透性强、玻璃化形成较好抗冻剂有待开

发；

        4. 选择海藻糖、棉子糖、阿拉伯半乳聚糖、聚蔗糖、葡聚糖等大分

子非渗透性抗冻保护剂，提高胞外渗透压和抗损伤作用；

        5. 优质遗传资源的保存技术研发投入力度不够。

  五、市场前景展望

   1. 建立优秀“遗传资源银行”－“精子库”；

  2. 降低活体保种成本和风险；

  3. 解除鲜精输精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4. 加速优良品种覆盖率和品种改良效率；

  5. 占领市场先机，具有广阔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6. 得冻精者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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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卡苏 赵伟宾

IMV  China Presentation -2017

母猪发情鉴定和子宫内深部输精

技术的应用

母猪发情鉴定和子宫内深部输精技术的应用

• 分享主题：

       内容一发情鉴定

       内容二子宫内深部输精技术

发情鉴定

• 食欲减退
• 焦躁（来回走动）
• 阴户红肿
• 出现爬跨其它母猪行为
• 阴户分泌透明粘液
• 耳朵时而竖立
• 频频排尿
• 确定发情：

• 查情时母猪见到公猪静立不动，尾巴翘起

发情鉴定

1- 嗅闻气味

3- 母猪嗅闻公猪

2 - 公猪嗅闻母猪后臀

4- 声音 交流

6- 公猪对母猪继续追逐
，侧腹拱压前肢及腹部

8-爬跨交配

5- 公猪尝试爬跨，          
母猪不肯配合

7- 母猪出现静立反应

发情鉴定 发情鉴定

•查情应避开猪只采食时间
•应多用青年公猪去查情，
间隔5天交替更换查情公
猪
•查情时，猪群密集时应用
2头公猪刺激
•给发情母猪做好标记

发情鉴定

• 精子在宫内存活最长时间24小时，复配间隔时间不能超
过24小时

• 精子进入母体4小时后获能，才有受精能力
• 排卵持续时间：后备2-6小时；经产3-9小时
• 卵子排出后存活时间6-10小时，卵子排出前进行输精
• 卵子没有精子存活时间长，只能精子等卵子，不能让卵

子等精子

发情鉴定

• 什么时间配最合适？
• 断奶母猪：
•  奶后3天-间隔24小时
•  断奶后4天间隔12小时
•  断奶后5、6  天间隔8小时
•  断奶后7天及以上、返情、长期空怀或不发情=既定即配
• 后备母猪：既定即配
•  配种次数：2-3次

深部与常规及本交对比

本交  AI PCAI

精液量（毫升）/剂 200-500 80-100 40-60

有效精子数（亿）/
剂

400-800 28-30 15-18

精液输入位置 子宫颈 子宫颈 子宫体

输精所用时间 5-10 分钟 3-5 分钟 30-60 秒

• 有研究结果表明（Roca, 2006）, CAI技术输精后,  30%的精子

随精液回流至子宫颈,  5%-10%的精子困阻在子宫颈褶皱中死

亡,  60%的精子被子宫体炎性反应吞噬;

• 大约10万个精子能够进入输卵管授精部位（Johnson, 2000）;

• 子宫颈后人工授精(PCAI), 将精液直接输送至子宫体内, 更加接

近受精部位, 减少了精液倒流损失和精子在运动过程中的损失, 

从而减少输精的有效精子数和精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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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推荐后备母猪使用

• 母猪配种前45分钟内不能与
公猪接触

• 输精时母猪前面不能有公猪
刺激

目的：

• 主要是预防母猪接触公猪导
致子宫颈痉挛性收缩，子宫
颈处于紧闭状态，很难插进
去内细管

• 母猪子宫颈长度约13-18公分
• 过去子宫颈还有约5公分子宫体，

越过子宫体就是向两个子宫角分岔
位置

• 一般我们的深部输精管全部插入为
16公分，90%的母猪全部插
入,10%以内插入10公分不等，深
部输精至少内软管插入10cm

• 个别母猪不适用深部输精技术

推荐方法：纸巾擦试

×
u子宫颈损伤

u尿道损伤

Ø诱发炎症

u阴道损伤

Ø屡配不中

Ø母猪淘汰

•清理母猪外阴卫生

•交错撕开包装袋。输精管已有
润滑剂，不用再涂抹润滑剂

•将内细管缩进外管内，输精管
倾斜45度角插入到母猪体内，
插入进去后越过尿道口，然后
输精管呈水平方向向里左右旋
转推进，直到确定外管泡沫头
锁定在子宫颈里

• 左右旋转输精管  

• 测试夹紧力

• 轻轻回拉输精管     
测试阻力

• 细心，耐心，轻柔

• 禁止粗暴

•责任心
• 插入内细管时，输精管要
与外阴部位保持水平高度

• 一手扶着外管，一手捏着
内细管，捏着内细管的手
指距离外管不能超过2cm

• 每次插入最多2cm内细管，
以避免插入过长导致内细
管折弯

取出精液，确认品种、耳号，轻轻摇匀

精液体积
（ml）

挤压时间
（s）

80 40-60

40-60 30

•深部输精技术，内细管插
入深度，至少要超过外管
泡沫头10cm，也叫做适度
深部输精

•输精管与精液袋连接

•缓慢挤压精液袋，让精液
进入子宫体内，挤压精液
时间见左侧

•挤压完精液稍等3-5秒，看
精液是否有回袋或回瓶现
象，没有就先拔内细管

•当内细管完全缩在外管后，
此时外管旋转3圈，左右旋
转一起拔出输精管

•完成输精后做好配种记录

• 子宫内深部输精结束后, 将
公猪放置在配种区通道中30
分钟，刺激母猪兴奋。

• 尽可能地设置闸门以隔开通
道, 在每一区都放置公猪
（公母比例1:10) ,确保充分
接触, 促进精液吸收。

1.减少输精量    
• 深部输精每份精液有效精子数15亿（总精子数25亿），子

宫颈输精每份精液总精子数40亿，同样的精液量使用子宫
内深部输精比子宫颈输精，可以多生产将近一倍的精液份
数

意义 减少（节约）公猪饲养量。

• 2.提高劳动效率，降低授精员的劳动强
度。

• 输精一头时间：2分钟，与常规输精对比，最多缩短3-6
分钟；减少公猪诱情、沙袋负重、人工按摩等费时的刺
激工作，提高了配种人员的工作效率，这对于规模化猪
场而言意义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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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母猪繁殖成绩 提高受胎率和产健仔数（1-2头

/年）。
• 子宫深部输精技术对于因阴道炎、子宫颈口过于松弛的
母猪，有效提高提高受胎率，因为其精液可以不经过子
宫颈而直接到达子宫体。

4.加快选育进程
• 提高育种群中优秀公猪的使用率，使其身上的优秀
基因得到更广泛和快速的流传，从而加快选育进程。

But.. 但是…

•PCAI 提高了对猪场管理水平的要求

•PCAI 提高了对操作人员的技术要求

    

•PCAI 对产品的卫生程度要求更
高？

 

细管及钝圆头部
预润滑的泡沫头

卡 座

子宫内输精细管

1、**集团某农场PCAI应用效果

窝
均
产

活
仔
数

2014年7月-2015年7月

2、某客户农场PCAI应用效
果

客户提供-深部输精实验数据

子宫内深部输精技术总结

卡苏公众平台 卡苏企业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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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免疫
对公猪精液品质的影响

赵勤辉

意大利亚士可化工大药厂
微营养的领创者

公猪-猪场效益的火车头

目前现状

Ø目前现状
• 疾病防控形势总体较为严峻，疫苗免疫频率高。

• 近几年，疫苗在猪场动保成本中所占的比率越来越高。

• 疫苗的种类与毒株越来越多。

• 繁育水平的进步，对种公猪的精液质和量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 目前高抗生素高频免疫、全密闭的养殖模式，猪群非特异
性免疫力普遍较低。

某10000母猪场猪群免疫程序

该场成年公猪每年免疫22针疫苗！

疫苗的副作用

p抗原
• 尤其是毒力较强、易返强的抗原（如HP-PRRSV弱毒苗）

p佐剂
• 油乳剂（应激）
• 金属盐（铝佐剂，神经系统毒反应）
• 皂角苷
• 脂质体
• 其他，如蜂胶等
• 卵磷脂类

p杂蛋白
• （引起猪发热、应激死亡等）

p内毒素（类脂质A）
• （引起猪发热，内皮细胞损伤，屏障功能改变，肾功能减退等）

p在采精频率较高，或者营养供应不上、疫苗免疫又较为频繁的情况
下，公猪自身机体的营养分配朝着免疫营养方向倾斜，致使分配给
繁殖的部分会相应减少。

• 影响种公猪最重要的繁殖方面（生精）的性能。

Ø无精、畸形率增加、死精、弱精。

Ø精液密度降低，采精量下降。

Ø 精子存活时间短。

Ø （部分PRRSV苗可能引起上述现象，主要是因为疫苗毒力较强，
免疫后产生病毒血症，病毒通过血液循环侵入睾丸，损伤精子
细胞，主要表现为精子运动能力降低和顶体缺乏等。）

ü精神差，采食量低。

ü性欲差，不爬跨。

ü （个别油佐剂五号苗，油佐剂圆环苗等会引起以上现象，主要
是油佐剂以及疫苗中残留过多的杂蛋白、内毒素引起的损伤。）

上述现象在猪群健康度低下或者环境处于
非正常情况下免疫后表现尤其明显。

疫苗对公猪的副作用

• 注射疫苗会对种公猪造成一定应激，进而导致其在注射疫苗后一段时期内
的精液量和精液品质的下降，4品种中大白种公猪在注射疫苗前后的精液量
变化明显。

                                                                                                                  —— 《猪业科学》 -2008年9期 佟敬宾

品种
精液量（ml/头） 精子活力/%

注苗前 注苗后 注苗前 注苗后

大白 279.77±14.00 259.26±13.23 79.02±1.68 76.33±1.72

长白 237.39±17.04 228.77±14.79 79.80±2.46 78.67±2.98

皮特蓝 217.48±21.19 212.27±21.22 76.80±9.23 87.00±0.64

杜洛克 202.96±14.01 198.17±12.20 83.64±0.79 82.44±1.87

全群 242.58±9.02 230.89±7.95 80.21±1.22 79.44±1.26

• 疫苗注射对公猪精子活力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为确保生猪人工授精的正常开展，在
免疫注射后第1天至第5天内采取的精液是完全可以使用的，在第6天到第14天～25天
内按其用苗不同即在活力完全恢复正常前，不宜采精配种，否则影响受胎率。

                                                                                                   ——周廉让 《新农村》 2014（6）

• 精液畸形率方面，3个品种公猪在免疫后与免疫前相比差异均显著（P＜0.05）。
                                                                        王建明 《中兽医学杂志》 2015，（5）

• 蓝耳病疫苗，不管是经典株、高致病性，还是弱毒疫苗，
免疫后对种猪精液均有影响，建议最好还是不要免疫，
国外公猪是不免疫蓝耳病疫苗的。

                                                                        宁宜宝    2015

我们需要重视

养猪人的困惑

观点1：公猪疫苗打得越少越好。

    观点2：公猪疫苗打得越多越好。

公猪易受疾病侵袭，导致精
液品质差或者精液带毒。

应激大，影响公猪生产
性能，精液品质差。

养猪人的两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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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做的

• 一个中心：    生物安全。
• 两个基本点:   引种（合格证）与驯化（上岗培训）。
• 选择品牌过硬疫苗厂家，正规渠道采购。

• 工艺与质量较为可靠。

• 不要过分关注疫苗价格，要关注投入产出比。
• 在同等条件下，尽量选择应激性较小疫苗。

• 水佐剂应激小于油佐剂。

• PRRSV苗须谨慎。
• 在合适的环境条件下进行免疫。

• 气温合适，猪群较为健康，在采食状态下免疫为佳。

• 免疫前后做好配套性工作（如营养性保健等）。
• 尽量减少因免疫而带来的精子质量波动。

猪场生产工作的核心-配种

强壮的精子 健康的母猪 高产

  34-36天  9-14天

意大利亚士可化工大药厂 Ascor Chimici srl

精子的发生

1、直线运动精子

A/有效精子
(S>35um/秒)

B/弱精
(S<28um/秒)

2、摇摆精子

3、转圈运动精子

4、死精×
√

意大利亚士可化工大药厂 Ascor Chimici srl

精子的形态

排卵数

24

受精数

17
着床数

12~16
产仔数

10~14

质量差的精子

不能受精 受精卵差 不能着床 胚胎死亡

雅士勇与精子

线粒体

细胞能量工厂-线粒体

细胞
电子传
递链

CPT1

CPT2

ATP

三羧酸
循环

ADP

β-氧化

脂肪酸-CoA

左旋肉碱 CoA

脂肪酸-左旋肉碱

CoA

左旋肉碱

脂肪酸-
CoA

线
粒
体
外
膜

线
粒
体
内
膜

左旋肉碱携带脂肪酸进入线粒体产能过程

15ml/头 /天，连用45天；

特殊情况下（室温高于23℃）30ml/头/天。

  

意大利亚士可化工大药厂 Ascor Chimici srl

雅士勇公猪使用方法

公猪除了饲喂雅士勇，另外还在日粮中添加了阿梅诺，可以极显著提高采精量。这样雅士勇和阿梅
诺合用，解决了精液质和量的问题。

                                                                                                             ——包付银等 《今日养猪业》2016，（5）

雅士勇上海祥欣实验 雅士勇与母猪排卵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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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高繁品系母猪配前优饲的目的就是提供充足的能量，
促进卵泡的发育与成熟，促进发情。

• 研究发现，左旋肉碱能够有效促进卵子的体外成熟和胚
胎发育。

卵泡发育成熟与排卵

华南农业大学   张守全  2012

断奶后用3天，每天使用20ml。

断奶母猪使用雅士勇-促进发情排卵

• 目前规模化养殖公猪的疫苗免疫频率较高。

• 疫苗免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精子的质量。

• 使用功能性添加剂（如雅士勇）可以明显提高公猪精子
的活力、密度和降低精子畸形率。

• 雅士勇能够促进母猪卵泡发育和发情。

conclusion

赵勤辉
意大利亚士可化工大药厂
Email：qinhui_zhao@163.com

感谢您的聆听！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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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总样本数
病   毒

CSFV PRRSV PCV-2 PRV PPV JEV

山东省 727 2.48% 3.71% 4.54% 0.96% 1.24% /

四川省 74 3.9% 21.1% / 19.7% 3.9% 5.3%

广西省 328 16.76% 11.59% CSFV和PRRSV混合感染率4.27%

广西省 441 10.20% 2.04% 7.48% 0.45% 20.63% /

云南省 797 / / / / / 0.88%

海南省 375 8.53% 11.47% 1.33% 4.8% 2.4% /

上海市 355 1.41% 1.69% 1.69% 2.54% 21.1% /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上海

186 12.9% 9.68% CSFV和PRRSV混合感染率5.91%

公猪精液中能检出的病毒

国内公猪精液中普遍存在蓝耳、猪瘟、伪狂等病毒；

精液中多病原混合存在现象普遍；

蓝耳病、猪瘟、伪狂、细小等已证明可通过精液传播；

在考虑疫病防控和净化时，必须重视种公猪精液带毒和

疫病传播风险问题。

公猪精液中能检出的病毒

精液

精液采集、加工、
贮存、运输

公猪生殖、泌尿系统感染
（睾丸、附腺、包皮排毒）

血源性感染

污染的水、饲料、
空气、器具、人

粪便污染

包皮污染

内源性污染

外源性污染

病原污染公猪精液的方式（内源、外源） 精液污染病原体的危害

影响精子活性--由于营养物质减少、pH值降低、毒素产生

不成熟，生存能力、运动能力、繁殖能力下降，导致精子细胞

精子凝集、死亡。如E.coli、PRRSV

降低精子保存时间

导致母猪不育和繁殖障碍--由于公猪精子浆膜上有对卵子

透明带的接受器，可将病原传给卵子

母猪子宫内膜炎

怀孕早期发生子宫内感染，胚胎被吸收、返情；

怀孕中后期感染导致流产、产死胎/木乃伊胎

仔猪隐性带毒

疫病扩散……

引种及疫病检测

科学的饲养管理和良好的舍饲条件

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

病原监测、及时淘汰净化病猪

建立SPF的人工授精中心

精液采集、加工处理、检测、储存、运输过程的控制

正确的人工授精操作

供体公猪
精液采集、
加工和贮存

母猪

评估各环节疾病传播的风险

引种及疫病
监测

加入广谱抗菌素

加入靓精®

精液质量的控制——疾病传播的防控

1、能快速杀灭精液中大多数细菌及其他微生物；

2、能彻底杀灭PRRSV（经典株及变异株）、PRV、PPV、PCV-2；CFSV;

3、对精子、受精卵、胚胎发育安全且能显著延长精液保存时间；

4、能显著减少母猪产道疾病，降低母猪流产率、死胎率、仔猪畸形率，提高

母猪生产性能；           

可以看出，靓精®对五种病毒的完全杀灭浓度均远低于安全浓度1.0%。

靓精® ——病毒杀灭试验

  靓精®对五种猪病病毒在精液环境和非精液环境中的杀灭作用

靓精® ——对口蹄疫的杀灭效果研究

对口蹄疫OS/99病毒杀灭研究报告——观察结果如下表

在保护剂不影响细胞生长的最大终浓度0.625%情况下，对实验中200 TCID50/0.1ml口蹄疫病

毒OS/99毒液可产生杀灭效果。

采用实验中口蹄疫病毒OS/99毒液200 TCID50/0.1ml条件下，将保护剂稀释不同浓度，其中

保护剂对病毒杀灭效果最佳（终浓度）范围在0.625%～0.078%之间。

靓精® ——部分细菌杀灭试验数据

 靓精®对五株病原细菌的杀灭率和杀灭指数实验结果

注： 杀灭率=（每毫升原菌液活菌数-处理后残留活菌数）/每毫升原菌液活菌数

杀灭指数=处理前后活菌数数量级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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靓精® ——部分细菌杀灭试验数据

从表中可以看出:

2%靓精®对实验中所示全部病原菌在1分钟内能达到100%的杀灭率；

1%靓精®对实验中所示全部病原菌在10分钟内的杀灭率能到达到100%，

作用5分钟能对所有病原菌达到98%以上的杀灭率；

0.5%靓精®在10分钟内对两株大肠杆菌的杀灭率能达到100%，而对另外

四株病原菌的杀灭率在10分钟内不能完全杀灭。

靓精® ——对精子活力影响部分试验数据

表1  不同梯度浓度的靓精®对精子总体活力的影响

表2  不同梯度浓度的靓精®对精子前进式活力的影响

靓精® ——

表3  不同梯度浓度的靓精®对精子快速前进活力的影响

注：表1、表2、表3中靓精®的浓度为稀释精液后的终浓度；

三种精子活力均百分比表示，表中数据省略%；

精液与稀释液的稀释比例均为1：1稀释，即靓精初始浓度为终浓度的两倍；

对精子活力影响部分试验数据 靓精® ——

从表1、表2、表3中可以看出:

添加终浓度为0.5%和1%靓精®组的精子总体活力和前进式活力在同一时间

均高于对照组，而快速前进活力在前五天各项指标均比对照组低，从第六

天起，各项指标均比对照组高； 

添加终浓度为0.75%靓精®的精液精子的三项活力指标在试验的同一时间均

高于对照组及其他试验组； 

与对照组相比，添加终浓度为2%的靓精®会降低精子总体活力、精子前进

式活力及快速前进式活力，缩短精液保存时间。即终浓度低于1.0%为靓精

®安全使用浓度。

对精子活力影响部分试验数据

靓精®——对精子畸形率的影响

研究报告详见《上海畜牧兽医通讯》2015年02期，“靓精对稀释猪精液保存质量的影响”，曹建国等

靓精®——对猪卵母细胞及胚胎发育的影响

（研究报告详见：《黑龙江动物繁殖》2016年01期，“靓精对猪精子、卵母细胞和胚胎的影响”，陈丹
朔等）

靓精® ——试验数据总结

       ®

®

®

靓精® —中国农大验证报告

靓精临床试验报告之一

处理 配种母猪数 妊娠率 配种分娩率 总仔数 活仔数 健仔数

0.75 % 靓精 104 94.23% 92.31% 11.54 10.57 10.01

对照 108 94.44% 94..41% 11.38 10.40 10.12

添加靓精对母猪妊娠率、分娩率、产仔数的影响 

数据来源：中国农大2016年数据

靓精临床试验报告之二

n 添加靓精对母猪妊娠率、分娩率、产仔数的影响 

处理 配种母猪数 妊娠率 配种分娩率 总仔数 活仔数 健仔数

0.5 % 靓精 125 91.11% 90.50 10.32 10.00 9.74

对照 131 86.44% 86..27% 9.78 9.20 9.12

数据来源：本公司实验数据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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靓精临床试验报告之三

数据来源：HLWS 2017

靓精® ——产品介绍

  主要成分：

 特制高分子生物有机碘、特异抗菌肽、增效剂

及精子保护剂。

  实验室精液处理：

      将靓精®与精液稀释液按照1:1000-

2000的比例提前配制好，再用于稀释原精

。注意计算最佳使用终浓度为0.3-0.75%

之间。然后按照正常程序稀释、分装、保

存精液。

靓精®使用方法一：精液添加

关于使用浓度：预防控制：推荐0.3-0.5％左右；
              污染净化或感染压力大时推荐0.5－0.75％；
最简单的用法：10毫升靓精®加入2000毫升精液稀释液。

靓精®使用方法二：公猪采精过程

n 公猪：清洗公猪体表污物，尤其是下腹及侧腹，修剪
公猪包皮被毛，挤出包皮积液，用1%靓精®溶液(用纯
净水稀释即可）喷洒清洗腹部及包皮、阴茎，摸干。

n 采精员：采精前充分洗涤双手，用1% 靓精®溶液擦拭
后操作。

n 重复使用器械：对实验室重复使用器械如烧杯、玻璃
棒等做清洗、消毒（1%靓精®浸泡）、烘干。

靓精®使用方法三：母猪输精过程

 

n 1、待配母猪：先用清水将母猪尾根及外阴周围皮肤的粪
污擦洗干净，然后用1%靓精溶液擦洗一遍。

n 2、配种员：操作前双手用1%靓精®溶液浸泡或擦拭消毒。 

使用注意事项——

Ø 1、须先配好精液稀释液，加入靓精® ，然后用于稀释精液；

Ø 2、计算靓精®使用浓度在0.3%—0.75%之间；

Ø 3、让靓精®与精液作用30分钟再用于人工授精；

Ø 4、精液保存时间和选用精液稀释保存粉质量有直接关系；

Ø 5、其他要求按照相应的操作规范执行。

靓精®的价值

  1、促进引种及精液交换（联合育种）；

  2、AI的生物安全措施落实到细节；

  3、控制采精、输精过程污染；

  4、提高养猪企业生产成绩；

  5、促进商品精液推广，预防疾病散播；

        

2016年初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专利号：201410628740.X

靓精®的知识产权

靓精®研发团队及合作单位-鸣谢

n 四川大学（华西医科大学）

n 德国亚琛应用科技大学

n 四川华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n 四川省种猪性能测定中心

n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n 上海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n 北京市畜牧总站

n 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n 中牧股份兰州生药厂

。。。。。。

信或者不信

你信，或者不信我
事实就在这里
不增不减

你用，或者不用我
靓精就在这里
不悲不喜

拥我入怀
或者让我住进你心里
默然相爱
寂然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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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猪AI中心公猪精液品质的
因素研究

徐学文

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Email: xuewen_xu@mail.hzau.edu.cn 

02 AI中心在良种繁育中的作用

05 影响新鲜精液品质的因素

06 精液品质的遗传研究进展

提 要 / Contents

01 个人简介

03 精液品质的评价指标

04 猪精分级标准

个 人 简 历

2013/10-至今，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副教授

2011/1-2013/9，比利时列日大学，博士后，合作导师：

Michel Georges

2010/1-2010/12，广西扬翔集团，南方片区品改专员

2007/9-2009/12，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讲师

AI中心在良种繁育中的作用

减少种公猪饲养，提

高生产效率；

最优基因汇集与扩散；

育种值的跨群比较；

降低疾病传播风险。

（彭中镇 2007）

精液品质的评价指标

生产上：

颜色气味：云雾状、乳白色、有腥味

精液量：150~300mL

精子密度：1.5~3.0 ×108/mL

精子活率：>0.7

畸形率：双头、双尾、短小、断尾、断

头、顶体脱落、有原生质滴

精液品质的评价指标

颜色气味：为乳白色或浅、灰白色

呈绿色或黄绿色时则可能混有化脓性的物质
呈红色时则有新鲜血液
呈褐色或暗褐色时则有陈旧血液及组织细胞
呈淡黄色时则可能混有尿液等

气味：公猪精液特有的微腥味

恶臭味是炎症的一种表现
带尿味、氨味、恶臭味及其它怪味的精液不
能使用

精液品质的评价指标

射精量：猪精液过滤除去胶状物以后的精液量

电子天平称量精液，以1mL／g计算

后备公猪1次采精量150～200mL, 成年公猪

200~300mL, 变化范围：50~500mL

量太少：采精方法不当，频率过高或生殖器官的

机能衰退

量太多：副性腺分泌物多或混入水、尿等异物

发生频率较高的精子畸形 

折尾 远端细胞质滴

近端细胞质滴 尾巴卷曲

精液品质的评价指标

实验室：

颜色、气味、pH值、精液量、活率、密度等

精子质膜完整性

线粒体功能

获能和顶体

染色质完整性

透明带结合能力

猪精分级依据

主要依据：

种公猪系谱

种公猪体型测定

参考依据：

精液品质评分

健康状况：睾丸、肢蹄

对饲养员/种公猪：考核“猪精利用率”

影响新鲜精液品质的因素

品种

营养条件

公猪健康状况

采精人员熟练程度

饲养环境温度

影响新鲜精液品质的因素

高温期间精液量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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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新鲜精液品质的因素

高温期间精子活力显著下降

影响新鲜精液品质的因素

品种对精液品质的影响

品种
（头数）

精液量
（mL）

精子密度
（亿/mL）

精子活率
(%)

畸形率
(%)

Duroc
(n=180)

183±60.3a 2.6±1.4a 87.2±7.6 9.7±3.1

Yorkshire
(n=96)

181.9±30.8a 2.5±1.2a 86.5±9.9 10.8±2.7

Landrace
(n=210)

201.6±30.5ab 2.8±1.6b 87.5±6.8 9.8±2.1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AI站之间结果可能存在差异

猪精品质的遗传研究进展

主效基因

KPL2基因第一内含子反座子的插入导致剪接异

常，造成精子短尾无法运动（Sironen et al., 

2006）

猪精品质的遗传研究进展

候选基因

mitochondrial methionyl-tRNA formyltransferase 

(MTFMT), 影响线粒体蛋白质翻译从而调节精子

运动能力(Diniz, 2014)

HSP70.2: 影响炎热天气下精液品质(Huang, 2002)

PGK2:影响精液量(Chen, 2004)

ACTN1：影响育性，ACTG2：影响精液品质

猪精品质的遗传研究进展

候选基因

GNRHR：多态性与精子运动能力、精子畸形率显

著相关

INHBA: 多态性与精子密度显著相关

INHBB: 多态性与精子密度显著相关

ESR1、ESR2:多态性与精子运动能力显著相关

CD9：多态性与精子运动能力和精浆量显著相关

猪精品质的遗传研究进展

分子标记

糖酵解：磷酸丙糖异构酶(triosephosphate isomerase, 

TPI)浓度越高，精液品质越差（负相关）

附睾分泌的谷胱甘肽过氧化酶(epididymal secretory 

glutathione peroxidase, GPX5)，精浆中浓度越高，质膜

完整性越差，运动能力越差（负相关）

养猪行情分析

孙德林

中国种猪信息网 &《猪业科学》
北京市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

E_mail:delin518@x263.net
13701057839

QQ:1580724827,微信：Sun_delin

孙德林简历

• 1984：从事计算机在畜牧业上应用推广【1990年出版中国第1部

《电子计算机在畜牧业上的应用》著作，50万字】

• 1999：创建中国种猪信息网和中国奶业信息网【第一种猪行

业网站】

• 2006：编辑、出版、经营《猪业科学》杂志

• 2000：在全国开展猪人工授精技术推广工作【组建全国第一

家大型公猪站，创建“全国猪人工授精关键技术研讨会”品牌会议(2007-

2016，2017年举行第11届、安徽六安）】

• 2005：从事养猪行情研究 【组建全国第一家民营数据中心】

中国种猪信息网 《猪业科学》杂志

北京浩邦猪人工授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养猪行情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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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会议-AI会议

第十届全国猪人工授精关键技术研讨会，2016年4月海口。

品牌会议-草原论坛

2016年7月 首届养猪业草原论坛，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品牌会议-猪场之旅 品牌会议-北方养猪大会

1 总体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国民经济实现“十三五”良好开

局报告，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8364万吨，比上年下降1.1%。

其中，猪肉产量5299万吨，下降3.4%；牛肉产量717万吨，增

长2.4%；羊肉产量459万吨，增长4.2%；禽肉产量1888万吨，

增长3.4%。禽蛋产量3095万吨，增长3.2%。牛奶产量3602万

吨，下降4.1%。

    到2016年12月底生猪存栏36623万头，母猪存栏3657万头。

生猪出栏68502万头。

1 总体情况

• 猪价：2014年:13.28元/kg，2015年:15.22元/kg，2016年:18.49元/kg，

2016年与2015年环比上涨21.48%；

• 玉米：2014年:2480元/t，2015年:2320元/t，2016年:1950元/t，2016年

与2015年环比下降15.95%；

• 猪粮比：2014年:粮比5.35：1，2015年:6.73：1，2016年:9.57：1，

2016年与2015年环比上涨50.23%。

1 总体情况

    综合分析， 2015-2016年为什么会涨价？主要原

因是：产能减少（1）过去10年行情变化，导致部分

猪场退出；（2）环境治理，政府强制关掉猪场。原

料价格下降（1）玉米价格进行走低；（2）豆粕价

格稳定。

1.1 生猪存栏

图1-1 2014—2017年各月猪存栏量（单位：万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4年全年平均
存栏43783万头

2015年全年平均
存栏38874万头

2016年全年平均
存栏37280万头

1.1 生猪存栏

图1-2 2005—2016年生猪存栏量（单位：万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存栏<
4亿头

最低

1.2 繁殖母猪存栏

图1-3 2014—2017年各月繁殖母猪栏量（单位：万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4年平均母猪
存栏4600万头

2015年平均母猪
存栏3933万头

2016年平均母猪
存栏3732万头

1.2 繁殖母猪存栏 存栏<
4000万头

图1-4 2005—2016年月繁殖母猪栏量（单位：万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3 生猪出栏

图1-5  2005—2016年生猪出栏（单位：万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出栏<
6.5亿头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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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猪肉产量 猪肉<
5000万t

图1-6  2003-2016年中国猪肉产量变化（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年鉴整理）

最低

最高
1.4 猪肉产量

图1-7 2003-2016年中国猪肉人均消费量变化（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年鉴整理）

国家计生委：预计
2020年人口达到
14.2亿！

2 养猪行情分析

• 2.1 2006-2017年间全国生猪价格分析

图2-1 2006—2017年各月全国生猪价格走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种猪信息网）

2 养猪行情分析

• 可以看出，纵观11年生猪价格，2008年、2011年和2015年

下半年生猪价格比较好。尤其2008年和2011年表现更为理

想与突出。2015年下半年生猪价格上涨来自于产能的减少。

一方面来自于由于30个月市场低迷而减少的产能，一方面

来自于国家设立禁养区的结果。2016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大好形势。

• 2.1 2006-2017年间全国生猪价格分析

2 养猪行情分析

图2-2 2015—2017年各月全国生猪价格走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种猪信息网）

• 2.1 2006-2017年间全国生猪价格分析

可以看出，2015-2017年间价格很好，到时到11月份有价格重合趋势。

2 养猪行情分析

表2-1 2005-2016年全国间各月生猪价格参数统计

• 2.1 2006-2017年间全国生猪价格分析

    这12年每年1月价格波动不大，标准差在2.40，变
异系数为16.80%，从2月开始变异幅度也比较大，到了9
月开始趋于平稳，这说明我们也规律可循。

年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数 14.29 13.47 12.95 12.61 13.24 13.79 14.23 14.83 14.66 13.93 14.09 14.69

标准差 2.40 2.80 3.11 3.49 3.44 3.53 3.21 3.09 2.91 2.53 2.26 2.16

变异系数 16.80% 20.76% 24.05% 27.69% 25.95% 25.57% 22.57% 20.83% 19.86% 18.15% 16.08% 14.70%

2 养猪行情分析

• 2.2 2006-2017年间全国仔猪价格分析

图2-3 2006—2017年各月全国仔猪价格走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种猪信息网）

可以看出，2011年和2015年波动趋势很相近！2008年波动最大。仔猪
价格往往源于生猪价格的上涨而波动。当散户发现毛猪价格上涨后，
马上开始引进仔猪，开始饲养。

2 养猪行情分析

图2-4 2015—2017年各月全国仔猪价格走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种猪信息网）

• 2.2 2006-2017年间全国仔猪价格分析

可以看出，2016年仔猪价格真是冲天上涨，到2015年7月达到65.85元/kg。
到11月份趋于平稳。

2 养猪行情分析

表2-2 2005-2016年全国间各月仔猪价格参数统计

• 2.2 2006-2017年间全国仔猪价格分析

    2005-2016年间，这12年间仔猪价格标准差和变异系
数都很大，说明变化幅度特别大。仔猪是养猪行情波动的
风向标。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数 23.84 25.17 27.32 28.10 28.86 29.75 30.57 30.88 29.82 26.24 24.85 25.42 

标准差 7.53 9.48 12.00 13.40 13.82 14.10 11.87 10.38 9.74 7.26 6.74 7.07

变异系数

31.57
% 37.65% 43.94% 47.68% 47.90% 47.40% 38.82% 33.60% 32.66% 27.66% 27.11% 27.80%

2 养猪行情分析

• 2.3 2006-2017年间全国猪肉价格分析

图2-5 2006—2017年各月全国猪肉价格走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种猪信息网）

可以看出，除2008年外，其他年份波动趋势基本相同，2011和2015年表
现较为明显！

2 养猪行情分析

图2-6 2015—2017年各月全国猪肉价格走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种猪信息网）

• 2.3 2006-2017年间全国猪肉价格分析

可以看出，2016年平均猪肉价格高于2015年，但是到11月份去向一致。

2 养猪行情分析

表2-3 2005-2016年间全国各月猪肉价格参数统计

• 2.3 2006-2017年间全国猪肉价格分析

2005-2016年这12年间，每年从9月份开始价格都去向平稳，变异幅度较小。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数 21.25 20.76 19.99 19.61 20.13 20.55 21.44 22.38 22.41 21.65 21.52 22.09 

标准差 4.25 4.57 4.79 5.08 4.99 5.11 4.83 4.50 4.34 3.96 3.47 3.12

变异系数 20.00% 22.02% 23.97% 25.91% 24.81% 24.86% 22.52% 20.09% 19.36% 18.27% 16.11%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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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养猪行情分析

• 2.4 2006-2017年间全国玉米价格分析

图2-7 2006—2017年各月全国玉米价格走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种猪信息网）

我们非常感谢玉米的充足供应，2015年养猪效益好主要来自原料玉
米的低价。尤其是2015年下半年玉米价格走低、稳定。

2 养猪行情分析

图2-8 2015—2017年各月全国玉米价格走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种猪信息网）

• 2.4 2006-2017年间全国玉米价格分析

2016年玉米将继续去产能，达到减少播种面积4000万亩。

2 养猪行情分析

表2-4 2005-2016年间全国各月玉米价格参数统计

• 2.4 2006-2017年间全国玉米价格分析

2005-2016年间，这12年玉米价格变异幅度近似，这充分水平我国玉米自
给率比较高。

时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数 1.94 1.94 1.96 1.98 2.01 2.06 2.11 2.13 2.13 2.05 2.01 2.01 

标准差 0.37 0.37 0.37 0.38 0.37 0.36 0.37 0.38 0.38 0.36 0.32 0.30 

变异系数

19.04
%

19.10
% 19.08%

19.13
%

18.59
%

17.68
%

17.50
%

17.81
%

18.06
%

17.69
%

16.10
%

15.05
%

减少播种
面积1/10

2 养猪行情分析

• 2.5 2006-2017年间全国豆粕价格分析

图2-9 2006—2017年各月全国豆粕价格走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种猪信息网）

可以看出，豆粕价格趋于平稳、下降的态势。我们国家每年生产大豆大约1000万t,我们的需
求量大约8000万t，这样，我们80%大豆要从美国、加拿大、巴西和乌拉圭等多国家和地区进
口。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工作方针，估计
2016年和今后要提高大豆播种面积，也环节由于进口大豆带来价格不稳定性。

2 养猪行情分析

图2-10 2015—2017年各月全国豆粕价格走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种猪信息网）

• 2.5 2006-2017年间全国豆粕价格分析

2 养猪行情分析

表2-5 2005-2016年间全国各月豆粕价格参数统计

• 2.5 2006-2017年间全国豆粕价格分析

    2006-2016年间,豆粕变异幅度不大，区域平稳，这与我们国家进口大
豆渠道稳定有关。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数 3.34 3.32 3.29 3.26 3.26 3.32 3.42 3.44 3.52 3.51 3.51 3.47 

标准差 0.55 0.53 0.53 0.53 0.54 0.61 0.66 0.61 0.62 0.56 0.51 0.53

变异系数 16.53% 16.04% 16.14% 16.25% 16.43% 18.47% 19.25% 17.79% 17.70% 16.02% 14.61% 15.18%

2 养猪行情分析

• 2.6 2006-2017年间全国猪粮比分析

图2-11 2006—2017年各月全国猪粮比走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种猪信息网）

可以看出，2008年是一个效益波动最大的年份，但一直很好。
2011、2015年趋势相近，效益很好。比较效益指标是一个综合
因素促成的，更加取决于玉米价格和生猪存量。

2 养猪行情分析

图2-12 2015—2017年各月全国猪粮比走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种猪信息网）

• 2.6 2006-2017年间全国猪粮比分析

总体上看，2016年整体水平比较高，到11月份二者趋向一致。

2 养猪行情分析

表2-6 2005-2016年间全国各月猪粮比参数统计

• 2.6 2006-2017年间全国猪粮比分析

上半年波动较大，下半年趋于平稳。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数 7.08 6.78 6.64 6.56 6.98 6.91 6.88 6.81 6.94 6.94 6.92 7.24

标准差 1.36 1.51 1.70 1.84 1.83 1.65 1.14 1.13 1.19 1.11 1.13 1.16

变异系数 19.28% 22.22% 25.58% 28.08% 26.30% 23.95% 16.59% 16.57% 17.11% 16.04% 16.34% 16.05%

2 养猪行情分析

• 2.7 2006-2017年间全国CPI分析

图2-13  2006—2017年各月全国猪粮比走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种猪信息网）

3 进出口情况

图3-1 2010-2016年猪肉进出口情况（资料来源：海关信息网）

3 进出口情况

• 据海关统计，2016年全年，我国共进口猪肉162.03万吨，

与去年相比上涨了108.27%，翻了一番！由图3-1可知，

2016年进口猪肉数量急剧上涨，一改往年小幅上扬的走势。

与此同时，我国出口猪肉数量在进一步萎缩。2016年全年，

我国共出口猪肉4.85万吨，与去年相比下降了32.12%，也

是近年来出口量下滑较大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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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出口情况

2016年1—12月中国猪肉进出口量情况
（数据来源：海关信息网）

3 进出口情况

• 图3-2是2016年各月猪肉进出口量的汇总，由图可知，从2016年3月起，

我国的猪肉进口量逐月递增，其增长速度有所加快，单月进口量最高

的月份为6月的19.42万吨，单月进口量几乎为2015年全年进口量的

25%，更是将近达到2010年的全年进口量！ 

• 2016年我国猪肉产量为5299万吨，进口猪肉总量162.03万吨，约占猪

肉产能的3%，虽上涨幅度大增，但其占比仍旧有限。所以，我们应该

冷静对待进口猪肉数量的增加。

• 与之相对，2016年各月我国的猪肉出口量基本稳定，但较上一年度有

所下降。主要出口地区为中国香港，出口量占比80%以上，对中亚和

东盟地区国家的出口量下降明显。

3 进出口情况

2016年1—12月中国猪肉进出口价格
（数据来源：海关信息网）

3 进出口情况

• 由图3-4可以看出，2016年，中国猪肉的出口价格远高于进口价格，

全年进出口价格均较为稳定。猪肉的全年出口价格平均为5.21美元/

千克（合人民币约35元/千克），较上年上涨了12.79%；全年进口价

格平均为1.95美元/千克（合人民币约13元/千克），较上年上涨了

5.33%。

• 与2016年国内平均生猪价格18.46元相比，进口肉的价格优势非常明

显，加之国内生猪产能有所下降，产量与消费量之间的缺口伴随价格

优势，造成了今年进口猪肉数量的大幅上升。

3 进出口情况

• 从进口国家的角度来看，2016年我国的进口猪肉80%以上来自欧洲国

家。其中，自第一大进口国德国进口34.4万吨，占进口总量的21%；

自排名第二的西班牙进口26万吨，占进口总量的16%。2016年，多数

国家的进口量均较上年增长一倍以上，值得关注的是美洲国家，加拿

大和美国是传统的进口大国，进口数量持续上升，如自排名第三的美

国进口21万吨，占比为13%；而巴西和墨西哥作为新晋进口国家，其

进口量正飞速上升，如2016年自巴西进口量7.5万吨，与去年相比增

长了30倍以上。

3 进出口情况

• 2016年12月11日，首批21.9吨的德国猪肉通过中欧班列直运我国成都，

这是进口猪肉首次通过铁路运输方式直接进入我国消费市场。欧盟是

我国猪肉进口最大来源地，此前一直通过海运和少量空运进口，而通

过铁路运输大幅缩减了欧洲猪肉来华时间及费用，也许在未来将逐渐

加大比重。截至目前，我国已在四川成都、河南郑州、浙江义乌等多

地的中欧班列沿线设立进口肉类指定口岸，随着肉类进口渠道及口岸

数量的增加，进口猪肉的数量或将继续升高。

4 2016年中国养猪业发展特点

4.1 各类猪和母猪存栏持续走低

年份 存栏绝对增长 平均增长率 母猪存栏绝对增长 平均增长率

2012年 1025 -0.05% 117 0.24%

2013年 775 0.18%  -58 -0.21%

2014年 -1637 -0.73% -343 -1.18%

2015年 -1681 -0.77% -257 -1.00%

2016年 -63 -0.38% -52 -0.60%

表4-1 2012-2016年存栏量和母猪存栏量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计算整理）

4 2016年中国养猪业发展特点

4.2 生猪价格创历史新高
表4-2 2006-2016年生猪价格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计算整理）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猪粮比 8.52 12.26 15.03 11.48 11.74 17.03 15.04 14.81 13.28 15.22 18.49

增长速度 -16.91% 63.29% 22.54% -23.58% 2.19% 45.09% -11.69% -1.50% -10.35% 14.60% 21.52%

4 2016年中国养猪业发展特点

4.3 原料价格稳中再稳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计算整理）

表4-3 2006-2016年间玉米价格增长速度

表4-4 2006-2016年间豆粕价格增长速度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玉米价格 1.36 1.62 1.73 1.69 2.01 2.29 2.45 2.40 2.48 2.32 1.95

增长速度 21.44% 18.88% 7.05% -2.31% 18.48% 14.31% 6.78% -1.81% 3.16% -6.55% -16.07%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豆粕价格 2.33 2.87 3.95 3.48 3.33 3.32 3.77 4.23 3.86 3.00 3.13

增长速度 -5.64% 22.90% 37.78% -11.81% -4.38% -0.31% 13.58% 12.03% -8.73% -22.30% 33.49%

4 2016年中国养猪业发展特点

4.4 养猪效益明显增强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计算整理）

表4-4 2006-2016年猪粮比增长速度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数 7.08 6.78 6.64 6.56 6.98 6.91 6.88 6.81 6.94 6.94 6.92 7.24

标准差 1.36 1.51 1.70 1.84 1.83 1.65 1.14 1.13 1.19 1.11 1.13 1.16

变异系数 19.28% 22.22% 25.58% 28.08% 26.30% 23.95% 16.59% 16.57% 17.11% 16.04% 16.34% 16.05%

4 2016年中国养猪业发展特点

4.5 国外引种数量与结构发生变化

表4-5 2008-2016年国外引种情况分析

年份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合计 比例

加拿大 1255 0 1066 2210 2587 6513 2685 890 4463 17206 20.87%

美国 8546 175 0 4195 13760 6743 1100 91 0 34610 41.98%

丹麦 126 0 1619 926 0 2116 2443 919 965 9114 11.05%

英国 526 0 0 2114 885 0 800 0 0 4325 5.25%

法国 335 0 833 1773 3035 1000 860 2542 1300 11678 14.16%

荷兰 0 0 0 1050 0 0 0 0 0 1050 1.27%

合计 10788 175 3518 12268 20267 16372 7888 4442 6728 82446  

资料来源：中国种猪信息网

4 2016年中国养猪业发展特点

4.6 养猪企业普遍感到环保压力巨大

     2015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
出专项整治原料药制造等十大重点行业。提出城市建成区内现
有原料药制造、化工等污染较重的企业应有序搬迁改造或依法
关闭，全面推行排污许可等管理办法。新建、改建、扩建相关
行业建设项目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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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6年中国养猪业发展特点

4.7 养猪新技术和新工艺被普遍认同与采用

 

    2016年以大跨度、高密度、少水冲等养猪新工艺被普遍
采用。在前5年，这种美国传统养猪工艺还只停留在中国南方
新建猪场使用。由于养猪战略布局不断向北方转移，尤其以
温氏、中粮为代表的在北方建筑猪场的普遍采用，把这一新
工艺推广到南方。
    在遗传改良方面，以定时输精技术和低剂量输精技术在
大型养猪企业广泛采用，这种技术可以实现集中发情、批量
配种、减少精液用量，发挥顶级公猪的效率，缩短母猪非生
产天数。

4 2016年中国养猪业发展特点

4.8 母猪年生产率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由于遗传改良和母猪健康水平提高，每头母猪
提供商品猪头数明显增加，2013年14.28头/母猪，2014年为
15.98头/母猪，2015年为17.27头/母猪，2016年为18.36头/
母猪。

5 养猪行情持续坚挺

5.1 继续去产能

   
2017年1月
存栏较上
月减少
1025万头！
母猪存栏
减少15万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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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养殖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得到国家重视

• 2016年12月2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把养殖粪污处理

与资源化利用作为“十三五”时期160个重大项目之中，这将

建立一个高度技术集成、环保和生态统一的养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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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2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把养殖粪污处理

与资源化利用作为“十三五”时期160个重大项目之中，这将

建立一个高度技术集成、环保和生态统一的养猪产业。

5 养猪行情持续坚挺

• 5.3 继续拆迁猪场

• 广东：2017年底前，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含小

区，下同）和养殖专业户，珠三角区域提前一年（2016年底已经完

成）完成；

• 福建：全面完成小流域禁养区及可养区内存栏250头以下未提出改造

方案或改造后仍不能达标排放的生猪养殖户的的关闭拆除扫尾工作；

• 湖北：水环境质量不达标、畜禽养殖污染突出地区、国家南方水网

地区重点区域中涉及我省25个县市区的养殖场（小区），要在2017

年6月底前完成关闭搬迁；其他地方关闭搬迁截止时间为2017年底；

5 养猪行情持续坚挺

• 江西：今年4月底前，所有畜禽养殖县（市、区）必须完成禁养区划定和

“三区”地理标注图绘制工作，年底前全面完成禁养区内养殖场的搬迁

拆除整改工作；

• 湖南：年出栏500头以上的猪场都必须有配套的粪污处理设施，病死猪无

害化达到100%；

• 安徽：目前全省县（区、市）政府相继确定了本地区禁养区划定范围。

为确保2017年底前依法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

专业户；

• 江苏：今年6月底前，确保完成对畜禽养殖项目环评制度执行情况的排查；

今年年底前，确保依法对禁养区内的养殖场进行关停、搬迁或转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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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粮中添加奥普明 ZMC 对母猪繁殖性能的影响 

M.A. Mirando, D.N. Peters, C.E. Hostetler, et al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ullman, WA  
奥格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曹冬梅 译 

 

本试验旨在研究日粮添加复合氨基酸螯合 Zn、Mn、Cu 对母猪繁殖率的影响。选择 22 头母猪，

胎次分别在 1－5 胎，且上一胎次的产仔数低于 10 头。仔猪打乱哺乳，随机分配给母猪，这样使每

头母猪在泌乳期均哺育 8－10 头仔猪。试验在产后 5 天开始，所有母猪定量采食以大麦、玉米、豌

豆和大豆粕为主原料的基础日粮（消化能 3599 kcal/kg，粗蛋白 15.3%，总赖氨酸 0.73%），分两组

添加微量元素，方案如下：（1）第一组为对照组（C，n=10），120ppm Zn 来自 ZnO，60ppm Mn 来

自 MnSO4，24ppm Cu 来自 CuSO4。（2）第二组为试验组（P，n=12），添加元素的浓度同对照组，

但三种元素中均有 25％来自复合氨基酸(蛋白质)螯合微量元素。试验开始前，两组的平均胎次（2.3

±0.4）、平均产仔数（7.2±0.5）、产活仔数（6.5±0.5）均没有显著差异，哺育的分配仔猪数差异也

不显著（对照组 2.4±0.5，试验组 2.8±0.5）。在泌乳期，每头每天喂料 5.45kg；断奶至配种期，每

头每天喂料 2.73kg；配种后，前 30 天每头每天喂料 1.82kg。所有仔猪在 21 天断奶。断奶后 3 天内，

所有母猪跟阉割公猪每天接触两次。一旦母猪发情，则使发情母猪跟配种公猪混养 24 小时。妊娠

30 天后，将母猪屠宰，取出生殖器官，鉴定怀孕情况。结果发现，不同日粮处理对两组的断奶活仔

数和断奶窝重没有影响。对照组从断奶到发情的时间间隔比试验组短（C 组 4.4±0.1 天和 P 组 4.8

±0.1 天），但试验组从断奶至完成配种的总时间间隔比对照组短（C 组 6.5±0.3 天和 P 组 6.4±0.3

天）（P<0.07）。这说明试验组的发情持续期短。屠宰试验发现，对照组中 9 头参配母猪有 6 头怀孕，

试验组中 10 头参配母猪有 10 头怀孕。两组之间总黄体数差异不明显（C 组 15.5±1.0 和 P 组 16.3

±1.0）。对照组的活胚数少、死胚数多，分别是 8.8±1.7 和 3.1±0.6，试验组分别是 13.5±1.7 和 0.9

±1.7。两组之间的平均胎重、胎盘重、羊水重没有显著差异。试验结果表明，蛋白质螯合 Zn、Mn

和 Cu 可提高胚胎存活率。另外，发情持续时间的减少可以降低公猪用量以及减少人力资源的利用。 

关键词：锌、锰、铜、繁殖、猪 

 

1 引言 

母猪的配种成功率一般较稳定地维持在 90－95 之间，但配种成功之后的胚胎死亡率居高不下

（大约 35－40％）。最大的损失发生在怀孕 30 天内，此时的胚胎死亡率约占 30％。但是，发生死

亡的原因至今不甚清楚。 

维持妊娠需要黄体在整个孕期分泌孕酮。受孕后第 12 天，受精卵必须到达两个子宫角部，以

防止黄体溶解，确保维持妊娠所必需的孕酮的分泌。胚胎可以分泌雌激素，雌激素抑制卵泡产生

PGF2α，进而防止黄体溶解。猪胚胎在受精后第 11 天开始分泌雌激素，同时伴随快速的形态变化

和胚胎发育。要保持黄体不被溶解，就必须需要胚胎分泌的雌激素在第 11－15 天到达卵巢。然而，

如果雌激素分泌过早（如第 9－10 天），将使子宫环境发生变化，使得胚胎不能着床，发育受阻，

造成流产。胚胎早期死亡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形态的发育和雌激素的分泌不能同步。因此任何能够

调整雌激素分泌的方法都有可能提高胚胎存活率。同时，通过直接控制胚胎的早期生长发育也可以

影响其分泌雌激素的能力，通过改变发育过程，使胚胎及时适应子宫的内环境，进而提高胚胎的存

活率。 

卵子一旦受孕，受精卵的发育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母体免疫系统的影响。巨噬细胞、中性粒细

胞、T 淋巴细胞都可以在怀孕早期的猪、绵羊、大鼠、人等的子宫部位聚集。一般认为，免疫系统

产生的细胞因子和淋巴因子可以刺激胚胎和胎盘组织发育。猪的胚胎在第 11－12 天的剧烈形态改

变时期还可刺激干扰素的分泌，干扰素则对细胞生长和免疫系统的发育具有调控作用。 

任何直接或间接影响胚胎发育、雌激素分泌或免疫系统的因素都可以改变胚胎的存活率和胚胎

的生长发育，最终就可以影响到产仔数和仔猪初生重。必需微量元素（ETM）可以调节免疫，参与

一系列的激素代谢，如协助激素与受体的结合、固醇类受体与 DNA 的结合等。因此，微量元素缺

乏可能与胚胎的高死亡率有关。适量的微量元素还可以提高胚胎的生长发育速度，提高仔猪初生重

和健康状况。另外，缩减断奶至发情的间隔还可以减少母猪的存栏量。 

本试验的目的是研究蛋白螯合 Zn、Mn、Cu 部分替代母猪日粮中的无机 Zn、Mn、Cu 能否提高

胚胎存活率、改进胚胎生长发育，以及能否改善其它的繁殖表现，从而提高猪场的经济效益。 

2 材料与方法 

选择 22 头 1－5 胎的母猪，且以前的产仔数较低（<10 头）。仔猪混养，使每头母猪在泌乳期哺

育 8－10 头仔猪。 

将母猪随机分配到两组（表 1），饲喂基础日粮（消化能 3599 kcal/kg，粗蛋白 15.3%，总赖氨

酸 0.73%），微量元素添加方案如下：（1）第一组为对照组（C，n=10），120ppm Zn 来自 ZnO，60ppm 

Mn 来自 MnSO4，24ppm Cu 来自 CuSO4。（2）第二组为试验组（P，n=12），添加元素的浓度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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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但三种元素中均有 25％来自蛋白质螯合微量元素。 

表 1、试验日粮组成 

饲料成分 对照组 试验组 

大麦  ％ 39.8 39.8 

玉米  ％ 30.0 30.0 

豌豆  ％ 11.0 11.0 

大豆粕  ％ 11.0 11.0 

动物脂肪  ％ 4.0 4.0 

维生素预混料  ％ 0.75 0.75 

土霉素－50  ％ 0.05 0.05 

磷酸氢钙  ％ 1.40 1.40 

石粉  ％ 1.0 1.0 

NaCl  ％ 0.50 0.50 

MgSO4  ％ 0.15 0.15 

Fe、I、Se 预混料  ％ 0.25 0.25 

Zn（ppm，ZnO 形式） 120 90 

Zn（ppm，氨基酸 Zn 形式）  30 

Mn（ppm，MnO 形式） 60 45 

Mn（ppm，氨基酸 Mn 形式）  15 

Cu（ppm，CuSO4 形式） 24 18 

Cu（ppm，氨基酸 Cu 形式）  6 

日粮饲喂量如下：在泌乳期，每头每天喂料 5.45kg。断奶至配种期，每头每天喂料 2.73kg。 

配种后前 30 天每头每天喂料 1.82kg。 

所有仔猪在 21 天断奶，记录仔猪初生重和断奶仔猪重。断奶母猪跟阉割公猪每天接触两次，

并查看发情状况。共准备 3 头配种公猪，一旦母猪发情，则使发情母猪跟其中一头配种公猪混养 24

小时。妊娠 30 天后，将母猪屠宰，取出生殖器官，冰冻 30－60 分钟。记录黄体个数以确定排卵数。

剖开子宫，取出胚胎计数。 

用 SAS 的一般线性模型做最小平方分析或协变量分析（胎次为协变量）。 

 

结果 

试验开始前，试验组和对照组的平均胎次、总产仔数、产活仔数、活仔初生重、哺育仔猪数、

哺育猪窝重均差异不显著（P>0.52）（表 2）。不同日粮处理对两组的断奶活仔数和断奶窝重也没有

影响（P>0.77）（表 2）。 

表 2 饲喂不同形式微量元素对胎次和生产性能表现的影响 

性能指标 对照组 试验组 

母猪数 10 12 

平均胎次 2.3±0.38 2.3±0.35 

平均产仔数 7.2±0.57 7.2±0.52 

平均产活仔数 6.5±0.56 6.5±0.51 

平均窝活仔初生重（kg） 12.1±1.04 11.7±0.95 

平均分配哺育仔猪数 2.4±0.50 2.8±0.46 

平均分配哺育仔猪总重（kg） 4.1±0.96 4.9±0.88 

平均断奶活仔数 8.6±0.37 8.7±0.34 

平均断奶窝重（kg） 56.2±2.88 53.9±2.63 

注：差异不显著，P>0.52。 

对照组从断奶到发情的时间间隔比试验组短（P<0.07），但从断奶到最后配种的时间间隔二者

差异不大（P>0.92）（表 3）。屠宰试验发现，试验组的怀孕猪数比对照组高（表 3）。 

表 3、饲喂不同形式微量元素对断奶至发情的时间间隔、 

断奶至末次配种的间隔和母猪受胎率的影响 

性能指标 对照组 试验组 

母猪数 10 12 

断奶至发情的时间间隔 4.4±0.16 4.8±0.15a 

断奶至末次配种的时间间隔 6.4±0.28 6.4±0.27 

怀孕母猪头数 7 12* 

注：a 试验组大于对照组，P<0.07；*试验组大于对照组，P<0.05 

对比怀孕猪和未怀孕猪，两者之间黄体数没有区别（P>0.91）但试验组的胚胎数（P<0.14）和

活胚数（P<0.05）比对照组高。 

表 4  饲喂不同形式微量元素对黄体个数、妊娠 30 天的胚胎数的影响 

 对照组 试验组 

性能指标 所有母猪 怀孕母猪  

母猪个数 10a 7a 12a 

黄体个数 17.0±1.01 17.0±1.26 16.9±0.97 

胚胎个数 11.1±1.45 13.9±1.04 14.2±1.38 

活胚个数 9.0±1.23 11.3±0.95 13.2±1.18b 

死胚个数  2.6±0.50 1.1±0.4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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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对照组中 10 头猪中有 7 头受孕，试验组中 12 头猪中有 12 头受孕。 
b试验组数据比对照组的所有母猪都多（P<0.05），比对照组的怀孕母猪也要多（P<0.01）。 
c 比对照组少（P<0.05）。 

仅对比怀孕猪，日粮处理不影响黄体数和胚胎数（P>0.59），但试验组的活胎数多（P<0.10）、

死胎数少（P<0.05）（表 4）。 

两组之间的平均胎重、胎盘重、羊水重没有显著差异（P>0.63）（表 5）。 

表 5、饲喂不同形式微量元素对妊娠 30 天母猪的胚胎和胎盘指标的影响 

性能指标 对照组 试验组 

母猪个数 7 12 

活胎重（g） 1.4±0.08 1.4±0.06 

活胎胎盘重（g） 24.3±1.29 23.4±1.08 

活胎羊水量（ml） 215±14.6 222±12.3 

注：差异不显著，P>0.62。 

总结 

1. 日粮中添加蛋白螯合 Zn、Mn、Cu 不影响母猪哺乳期的生产性能。 

2. 饲喂蛋白螯合微量元素的母猪，发情持续期短。 

3. 饲喂蛋白螯合微量元素的母猪，受胎率高。 

4. 怀孕 30 天后的屠宰试验表明，饲喂蛋白螯合微量元素的母猪，子宫内活胎数多，死胎数少。 

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在母猪泌乳期和怀孕后 30 天内，日粮中补充蛋白质螯合 Zn、Mn 和 Cu 可提高

母猪的繁殖率和胚胎的存活率。还可减少母猪的发情持续时间，从而减少公猪用量、降低劳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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