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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搞猪场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其它都是次要
的。怎样才能赚到钱，提升猪场的经营效益，这
是我们每个猪场老板和经营管理者必需首先要考
虑的问题。

• 赚钱的关键是首先有好的生产成绩，过硬的产品
质量，低成本；其次是营销。

• 要做好这些，必需通过“人”的管理来实现。

• 人是企业发展的唯一资源。

大北农的事业是我们大家的事业



              

一、转变观念，关爱人、善待猪

二、提成绩、降成本、增效益

三、生产管理的几个关键点

四、通过猪场常见的细节问题，看管理上的漏洞



一、转变观念，关爱人、善待猪



1、关爱你的员工

员工的需求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

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归属需求

尊重的需求

自我实现需求

高层需求

基本需求



1）、首先是员工的基本需求：

• 良好的工作环境、安全保障；

• 生活，吃、住；

• 稳定的收入，按时发放。

2）、其次是高层需求



大北农用人原则

  选人重于培训、培训重于奖罚、能力重于学历、
绩效重于资历、品德重于能力、实干重于空谈。

大北农人才管理

  文化凝聚人、事业感召人、工作培养人、培训提
升人、机制激励人、制度规范人、绩效评估人。



2、善待猪（动物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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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享有生活舒适的自由：提供合适的生存环境，

使猪免受不适 。

2、享受不受饥渴的自由：提供新鲜饮水和合格饲

料，使它们免受饥渴 。
3、享有表达天性的自由：提供足够的空间、适当
的环境富集设施，让猪自由地表达正常行为。
4、享有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由：及时诊治
患病动物，使它们免受疼痛和病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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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场的老板和场长必须了解和掌握本猪场的生产
成绩，将本猪场的生产成绩和本行业的标准进行
对比，确定自身所处的位置，找出不足，总结经
验，制定下一步生产计划、目标和措施

大北农的事业是我们大家的事业



生产指标 合格 良好 优秀 

母猪配种分娩率 80% 85% 90%

母猪窝均产活仔数 10.5 12. 13.

基础母猪年均产仔窝数 2.1 2.2 2.3

哺乳仔猪成活率  92% 95% 96%

窝均28日龄断奶仔猪头数 9.66 11.4 12.5

保育猪70日龄成活率 95% 96% 98%

6-25kg料比 1.7 1.6 1.5

70日龄体重 25 28 30

育肥猪成活率 96% 97% 99%

育肥猪上市日龄 180 160 150

25-100kg料比 3.0 2.8 2.6

每头母猪产上市肉猪头数 18.5 24.1 28.5

综合饲料肉比 3.2 3.0 2.9



影响养猪生产成本的因素

一、饲料成本　　二、仔猪成本

三、药品疫苗　　四、工资福利

五、水电煤油　　六、低值易耗

七、车辆费用　　八、工程折旧

九、管理费用　　十、财务费用

十一、销售费　　十二、其他



大北农集团某种猪场成本核算表格

  百分比例                                    16.7%                        8%                        21.6%                        18.2%            35.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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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是现代化养猪生产管理的第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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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场选址的原则：
•     风水学上说“前有照、后有靠”，这个原理就很适合猪场的选址。

它是说，选择的地址前面要有水面，后面要有靠山。我们国家位于北
半球，所谓前面就是向阳面即南面，后面即是北面。北面有靠山，冬
天背风，有利防寒，南面有水夏天凉爽，有利于防暑。

•     “前有照、后有靠”这句话里还包含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前面
低后面高，这样的地势也是我们建设牧场的理想选择，自然的坡地，
有利于场区的排水。

•     风水学上还说“左青龙、右白虎”，青龙者水也，白虎者路也。
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是近河流，有出路，要有主路通过场区附近（切忌
太近），我们可以方便地把场区出口与之相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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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选址时还要注意几项风水学上的“犯冲”，不能与路、
河流以及自然山脉犯冲，场外主干道路不能直对场区（尤
其是大门、窗户），风水上说它象利剑直刺咽喉（即门）
或眼睛（即窗），从科学的角度说，主干道路直对场区即
意味与场区太近，每日车水马龙门前过，必然给自己出入
场区带来不安全隐患；河流直对场区，在发生洪水时必然
会殃及牧场安全；与山脉“犯冲”，会给牧场带来怎样的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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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场的大门：

• 大门的重要性好比是一个人的口，所谓祸从口出，病从口
入。而风水上的门就正好主宰这院落命运，但风水的门究
竟是指哪里呢？以现代的建筑形式而言，门就是指气口。
无论是大门的门向，还是门口外面的地势与景观、门里和
门外的方位与情势，抑或因特殊地理要素所形成的特别格
局和穴场，均对大门风水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规
划设计时必须知道如何消砂纳水，从而发挥猪场的最大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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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猪的质量和健康是关健



2013-16年中国进口种猪的国家和数量

引进国家 丹麦 法国 英国 加拿大 美国 合计

13年进口数量 2211 1627 7197 12177 23212

14年进口数量 2443 780 800 3336 1100 8459

15年进口数量 940 2562 951 90 4524

16年进口数量 965 1300 4463 0 6728





加系种猪繁殖成绩统计（玉田科技园）

品种 分娩窝数 均总产仔 均产活仔 均产健仔 均死胎 均木乃伊

皮特兰 62 13.77 11.82 10.95 1.41 0.55 

大白 926 18.57 15.52 13.44 1.94 1.11 

杜洛克 98 14.29 12.03 11.08 1.18 1.08 

长白 560 16.77 14.46 13.13 1.66 0.64 

合计 1646 17.05 14.39 12.77 1.71 0.95 

2017-11-27



3、营养平衡的高档饲料是最好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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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品质的好与坏：取决于饲料的配方合理不合
理，还取决于饲料原料的选择和生产加工工艺。

• 饲料的利用效果：取决于饲喂模式、饲喂方案和
饲喂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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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母猪饲养管理的细节

1、母猪配种后1—5天：控制喂料1.8公斤。

2、母猪配种后5—25天:减小应激,不移动。

3、母猪怀孕85天-114天:给予母猪充分的营养，初生仔猪
2/3的体重在这一阶段形成。

大北农的事业是我们大家的事业







 大北农母猪饲喂建议程序

饲喂阶段 饲喂量，kg/天 调整依据 饲料种类

配种后前5天 2kg（后备母猪低于经产母猪） 怀孕料

6-90天 根据体况，头胎和经产瘦母猪调
整体况，后备高于经产

最佳背膘目标 怀孕料

91-上产房前 3kg左右（后备低于经产，高产
♀高于低产♀）

最佳背膘目标，避免乳腺
细胞被脂肪浸润

怀孕料

上产床后-分娩前
3天

3kg左右（后备低于经产） 最佳背膘目标 哺乳料

分娩前2天 2公斤左右 准备分娩 哺乳料

产后1-3天 逐渐加料2-3kg，适度限料 缓慢恢复食欲 哺乳料

产后4天-断奶 自由采食，至少4餐以上 尽快提高采食量 哺乳料

断奶-配种 自由采食 优饲催情 哺乳料

冬季根据气温适当增加0.2-0.3kg/头天







母猪断奶后的营养策略

• 促进哺乳母猪断奶后早发情、多排卵，应以高营养水平优
饲，并恢复母猪膘情和为配种受胎后胚胎发育贮备营养。

• 对其断奶后1周内的饲喂应做到：l)不换料：继续喂泌乳
料，至配种后再改喂妊娠料；2）避免锐减喂料量，断奶
当天喂料2-3kg，以后日喂料3-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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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是猪营养中最重要的成分

         



    1）、水源与水质；

     2）、水的温度；

     3）、给水方式；

     4）、饮水器的数量和位置；

     5）、水压；

     6）、饮水器的维修；

     7）、给水线清理与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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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物安全是现代化养猪业的保障

大北农的事业是我们大家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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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给我们的启发

• 养猪管理中：

• 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

• 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



Disease control
Triangle

疾病控制金三角

 疫苗免疫 药物保健

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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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病原菌进入养殖场

5,周边环境场
地消毒4,引进种畜，带

畜空气喷雾消毒

3，车辆进场消毒

1，人员
进场消毒

8,舍内设备、垫料消毒

2，大门口
消毒池消毒

7,饲料
消毒

6,饮水系
统消毒



• 消毒的程序和细节

• 防疫程序的合理性

• 保健方案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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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过猪场常见的细节问题，                   
看生产管理上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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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节决定成败

• 养猪无巧，就是看谁把细节做得更细，更到位。



1、设备设计细节（产床）



妊娠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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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



浅坑液泡粪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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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电机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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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见细节问题检查

冷

潮湿+氨气



病弱

霉菌毒素



饲料浪费

                                          

采食不均  



受伤



饮水问题

                                    

苍蝇+蚊子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