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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由于处于宇宙特殊的运行轨迹，

孕育了大量的生命。从细菌到单细胞，

从单细胞到复杂生命体，这些生命构

成了地球上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贮存于有机物中的化学

能在其中层层传导，是各种生物通过一系

列吃与被吃的关系，把这种生物与那种生

物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生物之间以食物

营养关系彼此联系起来的序列，在生态学

上被称为食物链，又称生物链。



       这个生物链形成了大自然中“一物降一

物”的现象，维系着物种间天然的十分复杂

的平衡。人类、自然、食物链是一个整体，

紧密相连不能分割。        

       现在人类虽然在地球上是主宰者，处

在地球生物的最顶端，但在是生物链中

没有最高，因为生物链上系统平衡的。



      大自然孕育着万物，而万物又相互依存，

都在这个生物链即食物链上成长、生存、死亡

再生长，反复循环下去。

       现在地球几十亿人，是大自然中食物链的

一分子，是有生命的精灵，是动物中的霸主，

在大自然食物链中需要生命能量才能生存活。



       人类在地球上生活，同样需要生物能

量的供给，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吃上了猪肉，

在狩猎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产生了养猪。

       从目前来看，猪肉这个东西仍然是人

类获得食物（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天然

野生的不够我们就养殖，猪与人类经济和

文化都结下不解之缘。



       我们在这养殖的过程中

长期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

步改变着养殖的方法，这是

必须的、必然的。



几十年我们经历了养猪技术的进步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业落后，

人们很穷，猪肉当然是人们解搀和营

养的向往。虽然也养猪吃，但是猪基

本上就都散养，白天放到山上去吃野

草，即使圈养也是吃野草，猪长得慢，

长得瘦，数量少，不够吃。



改革开放后，农业进步了。

       从散养过度到规模养猪，多个行业

多个学科的专家都瞄准猪这个目标进行

研究，育种、繁殖、疫苗、兽药、设计、

规划、水帘、风机，地热，营养等等。

养猪业也得到飞跃的进步。





怎么才能把猪养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一是推进绿色发展；

　　二是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三是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

　　四是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

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

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五）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六）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如今“质量第一”和“质量强国”被同时写
进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充分体现出党对质量
工作的高度重视。
         而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改善质量
供给、提升质量水平无疑是其重要抓手。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
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
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坚定不移
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端正发展观念、转变发展
方式，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



一、认识猪、了解猪

• 世界上所有人工饲养的猪称为现代家猪，
都经历数千年驯化而来。





在驯养进化过程的变异

       1、体躯比例的变化

       2、体重的变化

       3、繁殖的变化

       4、性情的变化

       5、生活习性的变化

       6、毛色的变化

       7、消化系统的变化

       8、性发育的变化



1、繁殖率高，世代间隔短 
2、食性广，饲料转化效率高　 
3、生长期短，周转快 
4、嗅觉和听觉灵敏，视觉不发达

5、适应性强，分布广 　

猪的生物学特征



猪的行为学特点

1、采食行为         (拱土觅食、喜欢甜味、饮水量大等）

2、排泄行为       （不在窝边屎尿、采食一般不屎尿）

3、群居行为       （等级排列）

4、争斗行为       （防御、躲避、守势）

5、性行为           （发情、求爱、交配）

6、母性行为       （絮窝、哺育）

7、活动与睡眠   （明显的昼夜节律）

8、探究行为       （看、听、闻、尝、啃、拱）

9、异常行为       （咬尾等恶癖）

10、后效行为    （如条件反射、后天训练）



二、养猪新理念

1、以猪为本理念（宽以待人、善以待猪）

2、系统工程理念（多个学科、整体集成）

3、效益目标理念（社会、生态、经济）

4、动物福利理念（动物保护法“罪与罚”）

5、精细养猪理念（完整制度 、做透如微）   
6、保健养猪理念（心体和谐、产品安全）

7、实践第一理念（因猪制宜、实践探索）



养猪重在理念，理念决定行
为，行为决定结果

       让养猪走向简单、让猪走向健康、

让养猪走向自然、让养猪走向精细。 
处处为猪着想，让猪幸福舒适，才能

高产优质。



• 过去我们是喂猪，现在是养猪，既要

高效，又要健康。

• 重在于“养”--- 营养、养身、培养、

养育---养殖。

• 否则：一是喂了无效益、二是把猪场

办成猪医院，依靠药物喂猪是“科学

忽悠”。



养猪五要素：种、舍、料、病、管。

品 种

营 养 保 健

管 理 环 境

三、对养猪
几个方面的
体会



3.1、种

　　各国对猪的育种研究不断深入，育成品种也

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国种质资源尤为丰富。

    （1）、购猪地点。

　（2）、选购品种。

　（3）、仔猪外观。

    （4）*********



                      在选择品种时

       现代养猪业中广泛使用杂交技术，尤其是远缘杂交，

杂交配套系，充分利用了杂交优势，但是，有的杂交，

对保持动物的遗传稳定性是否起到了破坏作用？

      尤其是对动物的免疫系统的稳定性破坏?，是否降低

了猪机体的免疫容量？

      特别是杂交配套系，我国育成了很多，为什么昙花一

现，不能在生产中长期推广？

    SPF猪真的能够推广普及？



       认真思考，查查资料，我们现在PSY是增加
了还是衰减了？
       猪人工授精是一个非常好的繁殖手段，但在
进行培育新品种的育种工作中要不要广泛采用人
工授精？
       是否减少了猪只其免疫容量和母猪对后代的
继承免疫？
       背膘厚度选育，脂肪含量的降低恰恰与猪免
疫力下降直接相关。所以，瘦肉率的提高与免疫
力的下降息息相关。瘦肉率的增加，却导致种猪
繁殖性能下降、体质变弱，从而也增加了发病率
和死亡率？



3.2、舍

• 猪舍首先要设计合理，适应猪的生理要求
和行为需要。

• 第二是配以必须的设备设施。

• 第三是猪场要合理的生物安全环境。

• 第五是猪舍要解难保暖与通风关系

• 通风方法（空调）？空气过滤？

• 采用空气过滤是较新的养猪新技术，刚刚
在美国兴起。但采用空气过滤若干年后。
威胁继承免疫力？对养猪业的危害？



• 湿帘降温，增加了湿度，多重细菌感染？

• 保持猪舍内的通风和干燥良好的通风仍然
是解决夏季猪舍高温的最佳手段。

         采用限位栏，母猪褥疮和肩部溃疡的可能性同
时，也降低了仔猪对母猪的继承免疫。

         封闭饲养：封闭使猪群既得不到良好的空气，
也得不到充足的阳光。母猪患子宫内膜炎和乳房炎
机会增。
         种猪群的运动场的建设，而且室外运动场的意
义要远远大于室内运动场。





3.3、料
　　选料以满足猪的营养需要为目的。在养猪中，饲料成本占养猪总成本的70%以上。

　　⑴、要按猪的不同生理阶段用料，按照乳猪、小猪、大猪、公猪、母猪的不同生理阶

段选择用料。

　　⑵、对仔猪要"抓三食、过三关"。抓乳食，过好生长关；抓开食，过好补料关；抓旺

食，过好断乳关。切勿喂得过饱，防止精料过多，以免引起仔猪拉稀和诱发水肿病。

　　⑶、不要突然换料，要把原来的料和新料掺和喂，逐渐减少原来的料，并增加新料，

一般要经过5~7天完成换料过程。

　　⑷、猪饲料中粗纤维不能过多，适当搭配青绿饲料，防止饲料营养不足或营养不全。

    　⑸、科学调整日粮结构。

• 现在是人吃猪饲料，猪吃人饲料。

• 蛋白桑、构树、苋草养猪有开发价值。



豆粕采购的掺假问题：

• 第一是在豆粕里掺黄豆皮。

• 第二是在豆粕里面掺人其他豆类如蚕豆，或者掺人
脱壳的棉仁饼、葵花籽饼等。

• 第三是把玉米棒的芯粉碎加人里面，有的是加人玉
米的胚芽饼，等等。

• 第四发霉变质的豆饼粉碎之后，按一定的比例掺人
优质的豆饼里面。



       配合饲料研究设计要有严谨性、从猪的
生理出发，研制既适合猪生长，又适合猪生
理发育。

       目前研究方向的商业化功利性，现代饲
料中确实添加了许多不该添加的物质。

       过多的物质添加并没有得到象厂家宣传
的效果，众多的物质损伤了猪机体的免疫功
能，降低了猪群的免疫容量，甚至造成蓄积
中毒现象的出现。



颗粒料与粉料（生产管理方便，胃肠功能
受到抑制，影响亲代免疫功能对子代的传
递过程、消化功能受到干扰、较多猪的胃
溃疡和消化不良、粉状饲料--呼吸道病高发）
------

液体饲料值得关注（猪的生理本原）



       高铜高锌抗菌剂

       破坏了肠道内的菌群平衡，导致维生素缺乏症的出现。污

染了环境，也损伤了猪胃肠粘膜，胃溃疡、菌群失调症及其后

遗症？

       破坏了肠道内的正常菌群，尤其是破坏了猪肠道内产生维

生素的微生物？

        一方面抗生素抑制了肠道内的细菌，一方面又使用微生态

制剂试图将菌群恢复。

       酸化剂的使用：为了提高猪胃肠消化能力，很多人认为用

大量酸化剂。但要注意破坏了胃的自我产酸能力，降低了碱储

生命的弱碱性机体，适当添加碱性物质，增强胃的自我产酸能

力，增加碱储，提高机体的酸碱缓冲能力，促进肾脏的排泄功

能（如巴尔麦氏等）。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养猪的水平很高，可他们从来就不做乳猪教

槽料，据他们所说，给乳猪教槽只是劳民伤财，付出与收获不成

正比。乳猪就像婴儿，要靠妈妈的奶水来维持生命，如果妈妈的

奶水特别多，足够宝宝们吃，他们怎么可能本末倒置，不吮妈妈

甘甜的乳汁反而青睐人工合成的饲料呢？

        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母猪的

体况与奶水是否充足就决定了乳

仔猪的健康状况，也决定了一个

猪场的效益与未来的发展。



加药保健
       
       这个东西不知谁发明的也不知从何时

开始在各场大量使用，尤其是抗生素消灭

了一部分细菌的同时，也培养了大量的耐

药菌株不断出现大量依赖抗生素的猪场已

经成了现代养猪业中的“毒品”。



3.4、病

• 防病以保健为手段，千万不能以治病为办法

• 治病兽医             防疫兽医             保健兽医（以
猪为本的保健，不是加药保健）

• 　第一是千方百计提高猪体自身免疫力。

•      第二是疫苗的使用不是越多越保险。

•      第三是要警惕各种消耗性疾病，如寄生虫、
疥癣等病的防治。





随胎免疫、超前免疫或乳前免疫？

生物学反应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
那样跟物理化学反应那样简单，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这些方法有争议
值得深入研究。



    近几年，中国很多猪场最心痛就是猪病。

• 一方面是现在猪病实在太多，伤亡很大，养殖
户防不胜防。

• 另一方面寻找有关猪病的书籍资料都是介绍疫
苗、药物，很少有尊重自然了解生物猪与大自
然的和谐平衡以猪为本的研究。

• 国外打的疫苗次数很少，大多数猪场只打两三
次疫苗，而中国，就要求打几十次，量增加几
十倍，猪的免疫系统、精神状态都受到了严重
摧残。

• 口蹄疫、蓝耳病等真的能用现在的疫苗免疫？
疫苗打得多猪病却没有减少。中国的猪病越来
越复杂？



• 谁是最好的医生？

• 防病治病的根本都是为了激发动物自身天然的
治愈潜能，（人更明显，过度医疗）天然治愈
潜能一旦丧失，什么药也保不住命。最有效办
法就是提高免疫力，其次才是控制致病因素。

• 野猪生病之后，死亡率很低，而且野猪没人给
它打疫苗，它们很少生病，生病后也能依靠自
己尽快恢复健康，而兽医在给猪治病时的死亡
率却要高很多。



沙床养猪种养结合



3.5、管
• 精细管理才能高效，猪只有在适宜的温度、湿度、干

净、通风等条件下，采食优质饲料，才能充分发挥其

生产性能，提高饲料转化率。

• 仔猪要及早补料，同时注意"少食多餐"，防止腹泻。

• 饲喂育肥猪，.要干湿交替饲喂。喂后自由饮水。

• 定时定量，先粗后细，喂匀喂饱"。　　

• 夏天，防暑，冬季，保暖。同时注意通风换气，　

• 母猪分娩以后，初生仔猪要注意辅助吮乳，帮助其固

定乳头要帮助仔猪固定乳头

• 断尾、剪牙、去势一定要做吗？



早期断奶

         早于20日龄断奶，保育仔猪的日增重急剧
降低。断奶后生长受阻的程度大。由于断奶后微
生物区系改变，仔猪疾病发生率增加、接种疫苗
暂时出现生长受阻。

其生活能力和免疫能力被严重削弱，免疫容量较
低。



在管理中，常常遇到一些问题，如母猪不发情的问题。
 1、疾病因素；

 2、青年母猪品种、气候、饲养管理条件 ．

 3、母猪断奶时失重过多，母猪经历一个泌乳期，一般失重的比例约为 25 
% ，母猪断超过 60 公斤，则母猪断奶后发情配种要明显推迟。

 4、季节影响在炎热的季节（ 6 一 9 月），母猪会因天气过热不能吃进足
够的营养性饲料，仔猪断奶后 7 天，母猪发情率较

 5、母猪过肥，背膘在 18 一 22 毫米，达 75 公斤体重时要控料。
 6、饲料营养不足。夏季温度较高，母猪不发情也与饲料有关，特别是影
响发情配种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E 。
 7、内分泌异常母猪断奶后持久存在部分黄体化的卵泡囊肿，致使卵巢静
止，母猪断奶后期不再发情。
 8、运动不足母猪运动量小也会影响发情。建议在猪场中开辟泥土地面的
运动场地，供母猪进行活动、拱地。后备母猪不要喂太饱，也有利于发情。



管理中的误区
猪生病就大量用药。药物并不是彻底治疗猪病的“有效方剂”。

 有人说30 ％的猪是发病死的，余下的 70 % 是乱打针和乱用疫苗致死的

长期使用药物，无异等于慢性自杀，机体的抵抗力会越来越低。

几乎所有的药物都会使机体产生更多的过氧化物如“自由基”，加剧了对

机体组织与器官的损伤，进而导致免疫功能的损害。

一切药物，不管是在肠道吸收进人血液循环，还是只在肠道发挥作用，均

需要机体的耗能才能代谢，也就是说药物的代谢需要消耗机体营养。部分

药物经肝代谢时会加重肝脏负担和排泄时的肾脏负担我。

我最不主张加药保健
        真正意义上应该提高动物的免疫机能和能更好地维系动物肠道微生物

生态平衡内环境（如使有益菌如双歧杆菌、链球菌等占绝对优势）的基本

功能，并且对动物不产生负面作用。 。一切“药物”应是以治疗为主，

或合理用于紧急疫情状况下的应急预防，而与日常维护动物健康的“保健”

无关。



种猪与肉猪

         饲养肉猪是为了提供肉食品，饲养种猪是为了

培育新的生物个体，是为了提供新的种猪。种猪与

肉猪要采用截然不同的饲养管理方式(比如，饲养

管理、健康管理、环境管理等方面，具体的饲养区

别）

        总之现代养猪的一些措施往往起到的是一时的

作用，长久下去，却遗患无穷，我们必须重新审视

这些所谓的养猪新技术和新手段。（良好的环境、

全面的营养、最少的应激、精细的管理）

         只要我们用以猪为本的健康养殖技术手段我们

猪肉的品质口感都会得到改善。



四、关于动物福利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
2011版给出的定义是：“动物福利是指动物如何适
应其所处的环境，满足其基本的自然需求。科学证明，
如果动物健康、感觉舒适、营养充足、安全、能够自
由表达天性并且不受痛苦、恐惧和压力威胁，则满足
动物福利的要求。而高水平动物福利则更需要疾病免
疫和兽医治疗，适宜的居所、管理、营养、人道对待
和人道屠宰。动物福利尤指动物的生存状况；而动物
所受的对待则有其他术语加以描述，例如动物照料，
饲养管理和人道处置。” 遇了贸易的绿色壁垒。可
见动物福利经济价值亦巨大。



动物福利的五个基本要素
 

※生理福利，即无饥渴之忧虑；

※环境福利，也就是要让动物有适当的居所；

※卫生福利，主要是减少动物的伤病；

※行为福利，应保证动物表达天性的自由；

※心理福利，即减少动物恐惧和焦虑的心情，

情绪的渲泄。



• 讲和谐、关爱猪，猪的精神会好一些，病会少一些，甚至

生长更快一些，母猪下患更多一些。

• 我们知道对他人关爱，会得到他人的尊敬，给他人微笑，

会获得他人的微笑。

• 动物也是这样，给予关爱，动物也会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

报答你，养过狗的人都知道狗通人性，其实，猪也是一种

有灵性的动物，你可曾觉察到猪和人之间的那份感情？

• 养猪者慈善的品德是健康养猪的保证。



      掌握这些要素，集合型全新技术—动

物福利、保健、通风、温控、供料、给水、

粪尿处理、环境自动化等实现对动物疫病

的控制、实现动物保护及福利的要求、从

而实现动物养殖与人和自然的和谐以及可

持续发展。







五、我们在养猪中的部分试验探索



5.1、试验猪场的选择

         这几年时间，我们
在重庆选择几个作为无
抗生猪养殖研究的试验
猪场。按照我们制定的
技术方案，对猪场的生
物安全和生态环境进行
评估分析，这对防控疾
病袭击十分重要。



5.2、猪生活内部环境的控制
在原先的基础上对圈舍进行进一步的适当改造，改

造圈舍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环境的控制，包括对圈
舍温度、通风、湿度、卫生的控制，并增加饮水、消
毒等必要的设备。



    一是采用复合净水技术，实现净水、暖水、活水
的饮水供应，使每一滴水都成为纯净、自然、高能活
化的、完全符合畜体生理需求的活性水（小分子团）
。这些活性水进入畜体后，不断地激活细胞，并能更
多地携带对畜体有益的养分、矿物质和氧气，进入细
胞的每个角落，长期饮用可以增强猪只免疫力、提高
代谢功能。

    二是对母猪、哺乳、保育猪提供恒温饮用温水，
减少饮用冷水对母猪、哺乳、保育仔猪的应激，提高
仔猪生长速度和成活率。

5.3、饮用水净化与深度控制



猪场净化暖水系统

猪场水质的净化处理，猪只饮

用水必须符合饮用水卫生活

性水要求。

冬季暖水系统降低仔猪腹泻率。



5.4、免疫程序的调整
        根据试验场具体情况，结合养殖阶段，制定
合理的免疫程序，并定期对免疫效果进行监测。

打疫苗不是越多越好 

         疫苗是一种生物制剂，用
来使机体对某种疾病产生免疫
力。当体内的免疫力达到一定
程度后，就可以抵抗这种病原
微生物的侵袭、感染，起到预
防疾病的作用。疫苗是动物防
病、治病的重要手段之一，也
是保障人、动物健康的必要条
件。



5.5、无抗饲料的研发与使用

一是国内外部分
厂家成熟产品的
筛选实验，跟据
猪场猪群的需要
进行实验。

二是我们公司饲料
厂为平台，自行研
发无抗饲料，组织
饲料厂进行专用的
饲料保健配方配制
。新的饲料配方保
证在生猪的整个饲
养过程中，不再添
加任何抗生素。





5.6、有机微量元素

有机微量元素被吸收后，螯合的微量元素能直接运
输到特定的靶组织和酶系统中，因而可以提高动物体
内酶活性，提高蛋白、脂肪和维生素的利用率，增强
动物的免疫应答反应，发挥抗病和抗应激作用，减少
早期胚胎死亡率。

对环境的保护

5.7、中草药饲料添加剂
   中草药在饲料中使用，主要增强母猪免疫力、

促进肠道内有益菌的增加、提高饲料消化吸收利
用率、增重促长、抗病杀毒、除霉防菌、清热解
暑、抗热应激、提高瘦肉率

中医让你糊里糊涂的活着，西医让你明明白白死去，中医救人无功，西医杀人无罪。



5.8、 碱性离子复合物的使用
  通过特殊碱性离子复合物的使用，可调节母猪体质酸碱平衡

，清除自由基，激活猪只机体免疫细胞，增强特异性免疫和抗病
能力。还可调节猪肠道微生物和电解质平衡，增强新陈代谢，促
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利用，提高生长性能，减少粪便异味，改
善环境。

5.9、微生物制剂及酶制剂
在饲料中添加微生物制剂及酶制剂，不仅具有提高饲料利用率

，促进动物生长，防治疾病等作用，而且可部分或全部代替抗生
素，减少动物体内药物残留和产生耐药性等副作用。

  通过以上技术措施来改进无抗饲料，可综合调理猪群体
质，提高猪群免疫力，能部分或全程降低抗生素的使用，在
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还可提高饲料报酬，增加猪肉风味，
为华牧品牌猪肉的创建奠定基础。





发酵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