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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生产和贸易

中国是WTO成员，大力推
进全球自由贸易，反对关税
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我国
正在参与13个自贸区、10
个自贸协定的谈判

进口的畜产品大量增加，今
后将成为常态

对中国的畜禽养殖者而言，
不管愿意与否，进口产品的
冲击无可避免

信息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美国生猪只卖2.5元/斤

      据宁波检验检疫局统计，截至2017年9月，2017年宁波口岸共进口猪肉
产品(猪肉、猪杂碎、加工猪肉)2390批，6.66万吨，货值12509.03万美元，
同比增长98.7%，117.6%，105.5%。产品主要来自于美国、加拿大、巴西、
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宁波检验检疫部门分析说，“洋猪肉”之所以大量进入中国，主要有以
下几个原因。
   　国内产品供应存在缺口。但是受土地、饲料原料、水资源以及环境污染
等因素制约，很难扩建养殖场，造成庞大的需求量缺口
　　国内外猪肉的价格相差悬殊。
　　贸易政策的放开。猪肉贸易方面的协议。据农业部估算，依目前国内的
产能来看，到2020年国内猪肉整体生产量仅为9000万吨，将会出现1000万
吨的缺口需要进口。
　　国人的饮食习惯也有利于猪副产品的进口。

信息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agri/2017-09-28/doc-ifymksyw4503133.shtml

现状与问题



热鲜肉是我国猪肉消费的主导品种，占猪肉消费总量90%以上，冷鲜肉、冻
肉和肉制品消费低于10%。

多数西方国家的猪肉消费方式，则是以肉制品消费为主，一般均超过60%以
上，冷鲜肉消费其次，热鲜肉消费量很少。

鲜肉

猪肉产品的营养、口感、风味、滋味、嫩度、多汁性等，要求有较高的肌内
脂肪含量

肉制品

更加注重猪肉产品的背膘厚度或者瘦肉率

消费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对猪肉的不同需求

国内外市场猪肉的消费方式对比



养猪业需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

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

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满足人们对不同层次（中高端）的猪肉的需求

养猪业调整结构刻不容缓

现状与问题



调整的方向

ü 营养、健康、美味的生鲜猪肉产品有着巨大的市场

ü 中高端猪肉的消费需求将越发突出 

ü 功能化是未来消费者的潜意识的主流需求



地方猪在肉质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对于地方猪

地方猪的春天到了？

现实：还在保种阶段

尽管地方猪有诸多的优良品质，但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效益。如何真正对地方品种进

行合理利用



《中国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42个地方猪品种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

护品种：八眉猪、大花白猪、马身猪、淮猪、

莱芜猪、内江猪、乌金猪(大河猪)、五指山

猪、二花脸猪、梅山猪、民猪、两广小花猪

(陆川猪)、里岔黑猪、金华猪、荣昌猪、香

猪、华中两头乌猪(沙子岭猪、通城猪、监利

猪)、清平猪、滇南小耳猪、槐猪、蓝塘猪、

藏猪、浦东白猪、撒坝猪、湘西黑猪、大蒲

莲猪、巴马香猪、玉江猪(玉山黑猪)、姜曲

海猪、粤东黑猪、汉江黑猪、安庆六白猪、

莆田黑猪、嵊县花猪、宁乡猪、米猪、皖南

黑猪、沙乌头猪、乐平猪、海南猪(屯昌猪)、
嘉兴黑猪、大围子猪。

我国地方畜禽遗传资源数量统计表



Tip：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标准，某一品种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即可判定为濒危：繁殖母畜在100至1000头（只）

之间或繁殖公畜在5至20头（只）之间；种群总数量虽然略高于1000头（只），但呈现出减少的趋势，且纯种母畜的

比例低于80%。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即可判定为濒临灭绝：繁殖母畜总数量低于100头（只）或繁殖公畜低于5头
（只）；种群数量低于1000头（只），且呈现减少趋势。

数据来自：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农办牧[2016]43号

我国地方畜禽遗传资源濒危品种列表（猪）

畜种 濒危 濒临灭绝 灭绝 小计

猪

淮猪（山猪、灶猪、皖北猪）、马身猪、大
蒲莲猪、河套大耳猪、汉江黑猪、两广小花
猪（墩头猪）、粤东黑猪、隆林猪、德保猪、
明光小耳猪、兰屿小耳猪、华中两头乌猪
（赣西两头乌猪）、湘西黑猪、仙居花猪、
官庄花猪、闽北花猪、莆田猪、嵊县花猪、
赣中南花猪、玉江猪、滨湖黑猪、确山黑猪、
安庆六白猪、湖川山地猪（罗盘山猪）

岔路黑猪、
碧湖猪、

兰溪花猪、
浦东白猪、
沙乌头猪

横泾猪、
虹桥猪、
潘郎猪、
雅阳猪、
北港猪、

福州黑猪、
平潭黑猪、

河西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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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标准

竞争
优势

规模
效应

科研
投入

• 产品营养标
准缺失，阻
碍行业发展

• 产品同质化
严重，竞争
层次低

• 养殖规模偏
小，市场有
待开发

• 产品和技术
创新投入不
足，品牌意
识不足

问题与对策



地方猪肉质开发-形成品牌

背景      
      地方猪=黑猪（肉）

      同质化的猪肉产品

品质的评价

        对不同品种、饲养方式特别是规模化快速养殖生产下猪肉生鲜
品质的形成、控制和评价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对不同品种或者杂交
组合，配合不同饲养方案，采用科学的方法，对猪肉品质进行了深
入研究，探索并提出提高生鲜猪肉品质可操作和实际应用的方法和
途径。

对策与建议

感官品质和营养特性—品牌形成依据



关于营养的实例

营养特性和感官品质

 肌内脂肪（Intramuscular Fat，IMF）
丰富是猪肉好吃的内在因素之一。

 因为猪肌内脂肪的含量对猪肉的口感、
风味、滋味、多汁性、嫩度、肉色、
系水力和熟肉率等有重要影响。

 如国外研究者认为IMF含量低于2.5%，
则肌肉口感变差（Wood, 1985；
Enser等，1991）;而国内地方猪种的
肌内脂肪含量多为3%-9%（陈润生等，
1986）。

 无容置疑，地方猪肉要比外国猪肉好
吃多了

 世界上养猪发达的国家早已把提高肌
内脂肪含量列为新世纪猪种选育的重
要性状，近年已有大量中国地方猪种
输出到欧美等国家被用来研究和利用。



标准体系的构建

营养素

蛋白、水分、脂肪、氨基酸、

微量元素、维生素

特征性营养功能成分

 肌内脂肪、呈味氨基酸、必需氨基酸、

亚 油 酸 、 亚 麻 酸 、 花 生 四 烯 酸

（ARA）、二十二碳六烯酸（DHA）、

风味物质（肌苷酸、腺苷、次黄嘌

呤）、磷脂、胆固醇、雄烯酮或粪臭

素……



挖掘地方猪的优势，生产营养、健康、美味的猪肉产品

开发功能性地方猪产品，满足需求

筛选特征性营
养指标

建立不同品种、
产地数据库

制定地方猪营
养功能评价标

准

对策与建议

产品分等分级，
形成品牌



评估指标 检测方法

水分 GBT 9695.15-2008 肉与肉制品水分含量测定

粗蛋白 GB 50095-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钙、镁、铁、
锌、锰、铜、

DB53T 288-2009 食品中铅、砷、铁、钙、锌、铝、钠、
镁、硼、锰、铜、钡、钛、锶、锡、镉、铬、钒含量的测
定

硒 GB 500993-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硒的测定

粗脂肪 GBT 9695.7-2008 肉与肉制品 总脂肪含量测定 

游离氨基酸 GBT 5009.124-2003食品中氨基酸的测定

脂肪酸 GBT 22110-2008 食品中反式脂肪酸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胆固醇 GBT 9695.24-2008 肉与肉制品 胆固醇含量测定

维生素A GBT 9695.26-2008 肉与肉制品 维生素A含量测定

维生素B1 GBT 9695.27-2008 肉与肉制品 维生素B1含量测定

维生素B2 GBT 9695.28-2008 肉与肉制品 维生素B2含量测定

维生素PP GBT 9695.25-2008 肉与肉制品 维生素PP含量测定

维生素E GBT 9695.30-2008 肉与肉制品 维生素E含量测定

羟脯氨酸 羟脯氨酸-质谱法SOP
磷脂 磷脂的测定方法SOP

肌苷酸等 肌苷酸的测定方法SOP



农产品营养功能与品质评价

农业部风险评估重大专项-畜禽产品特质性营养品质评价与关键控制点评估 
[GJFP201701504]
农业部风险评估重大专项-动物源性农产品特征性营养组分差异性评估
[GJFP201601504]



本研究团队开展地方猪研究工作

联合江西省玉山黑猪原种场

研究红薯藤不同饲喂时间对玉山黑猪X巴克夏二元猪
的影响

         生产性能

           胴体品质和肉质

           环境污染（粪便）



对地方品种进行合理利用

ü满足人们对营养、健康、
美味猪肉的需要

ü服务于畜禽养殖业供给
侧结构改革

ü地方猪产业的发展



，

保护和开发地方猪品种，
开发个性化的市场需求，
实现健康、绿色、有机、
环保饲养模式是未来的
方向

谢谢，敬请批评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