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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产业体系启动与工作目标

本项目于2017年2月天津市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在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顺利启动

确定了生猪产业体系的总体发展方

向、目标，为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

新团队顺利运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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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办

Ø猪联合育种与遗传评估（首席）

Ø猪分子育种技术岗位

Ø猪病毒性疾病防控

Ø猪细菌性疾病防控

Ø仔猪营养

Ø猪用功能性饲料开发

Ø精细化养殖

Ø废弃物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

Ø养猪场信息化与电商平台建设

Ø生猪产业经济发展研究



u  试验站设置、分布和工作内容

设立了种猪联合育种体系的建
设、猪重大疫病防控技术、优
质猪营养与饲料配制技术、跟
踪评估精细化养殖与环境控制
技术、产业基础数据及服务平
台建设5个研究、推广方向，10
名岗位专家作为功能研究团队
的负责人，同时一对一联系11
个试验站。确定了岗位专家和
试验站的任务

天津市生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年经费预算510万元，岗位专家：40万元/人年，
试验站：10万元/站年。以三年为一个周期。



 Ⅰ 猪联合育种与分子育种方面

u在我市大型种猪场展开种猪性能测定及数据分析，共收集分析种猪

     测定数据3000头份，为联合育种奠定很好基础；

u建立了天津市种猪遗传评估平台并初步应用；

u建成了中心测定站并开展了工作，已为我市种猪场测定5000余头

  种猪性能信息；

在我市大型种猪场展开种猪性能测定及数据分析

u示范和推广母猪繁殖新技术 ——低剂量深部输精和批次化生产，

      新技术推广规模达35000头能繁母猪；

2017年工作进展



天津市种猪性能测定站
15套奥斯本自动测定设
备（畜牧研究所）



宁河原种猪场种猪性能测定站

装备70套睿保乐
测定设备



装备40套睿保乐测定设备

天津市惠康种猪育种
公司测定站



CD163基因编辑猪

• 2016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
究所、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和天津市宁河种
猪场合作，利用新型基因组编辑技术和体
细胞核移植技术于2016年12月成功获得了
CD163基因编辑猪。

• 猪仔出生后不能表达CD163蛋白，使其不
具有介导蓝耳病病毒入侵的能力, 病毒无法
在动物体内传播, 从而对猪蓝耳病病毒具有
抗性。





部分指导、培训工作照



 Ⅱ 病毒与细菌性疾病防控方面工作进展

u建立猪重要病毒性疾病监测与预警技术，并推广应用

 （1）猪德尔塔冠状病毒分子快速检测技术研究与应用

       分离鉴定猪德尔塔冠状病毒3株，其M基因和GenBank中已发表的

PDCoV M基因核苷酸序列同源性为94%-99%，建立了该病毒仔猪人工发

病模型。

 （2）猪圆环病毒2型基因分型及新型检测技术研究与应用

  分离鉴定PCV224株。应用PCV2 ORF2基因特异性引物进行PCR扩增，

克隆、测序后进行BLAST分析。



 Ⅱ 病毒与细菌性疾病防控方面工作进展

u猪主要病毒病疫病的快速诊断与净化技术集成与应用

1）猪伪狂犬病免疫防控及野毒净化技术集成与应用

   ① 完成了猪伪狂犬病毒（PRV）疫苗Bartha-K61株对分离株R13139株

的免疫保护试验。

2）猪主要病毒性腹泻诊断与检测技术集成与应用

     集成猪流行性腹泻病毒（PEDV）、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TGEV）、

轮状病毒（Rota Virus）和猪德尔塔冠状病毒（PDCoV）RT-PCR检测技

术，应用于临床腹泻病例和假定健康猪样品的调查



 Ⅱ 病毒与细菌性疾病防控方面工作进展

u猪重要细菌性疾病在我市各区县的流行情况调查报告；

u各示范站重要细菌性疾病病原菌的耐药性分析报告；

u制定天津市猪重要细菌性疾病防控体系实施方案1套；

u以天津市猪重要细菌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病原学诊断、免疫血清学诊断

及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检测技术为重点，依托天津农学院，建立猪重要细菌

性疾病检测与预警平台；

u制定猪重要细菌诊断防控技术规范；

u积极组织和参与养猪技术培训14次，培训人数达500多人次

u发表文章3篇，培养研究生4人



 Ⅱ 病毒与细菌性疾病防控部分工作照展示



 Ⅲ 仔猪营养与功能性饲料研发方面工作进展

uL-茶氨酸抗氧化技术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

开展了“L-茶氨酸修复氧化应激仔猪小肠黏膜屏障损伤的作用机理”研究。

通过构建仔猪氧化应激模型，探讨了日粮添加L-茶氨酸对氧化应激仔猪的

生产性能、血清抗氧化、体液免疫力、肠道损伤及相关炎症因子表达的影

响。结果显示，L-茶氨酸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效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复

氧化应激导致的肠道结构损伤。

u断奶仔猪饲料中抗生素替代技术研究，并推广应用

开展了 “断奶仔猪饲料中抗生素替代试验”，抗生素替代组的仔猪生产性能、

健康状态、血清抗氧化、血清免疫指标均优于抗生素组。目前正在进行实

验室工作，分析仔猪肠道粘膜形态、黏膜屏障和肠道宏基因组。



 Ⅲ 仔猪营养与功能性饲料研发方面工作进展

u优质风味猪肉生产关键技术研发

开展 “猪肉风味物质沉积机理研究及优质风味猪肉生产关键技术研发”研究

工作，研究育肥猪胴体品质、肉品质、不同部位脂肪（皮下、内脏、肌内）

的脂肪酸组成、氨基酸组成、挥发性风味物质以及过氧化指标的影响。目

前正在武清下伍旗进行饲养试验。

u积极组织和参与养猪技术培训25次，培训人数达1400多人次

u发表文章5篇，其中SCI文章2篇；培养研究生4人



u已在我市多家规模猪场推广“猪场母猪可视化管理技术”，便于生

产管理和饲养员的工作，能够更加有效的将管理模式和数据执行下去，

推广规模达21000头母猪；

u大力推广背膘测定与营养精细化调控技术，应用规模达3200余头；

 Ⅲ 母猪营养方面工作进展



 Ⅲ仔猪营养与功能性饲料研发工作照展示



 Ⅳ 精细化养殖与粪污处理方面工作进展

u引进了新型哺乳母猪智能化饲喂设备

        引进了新型哺乳母猪智能化饲喂设备“为乐食”，该设备以射频识别

技术与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可满足哺乳母猪24小时内随时采食或饮水，实

现母猪按生理需求“想吃就吃”，大大提高了哺乳母猪的福利水平。

u生猪养殖废弃物减量化控制技术试验示范工作

         通过新型圈舍结构设计和节水型饮水器的筛选来探索生猪养殖清洁

化生产、源头减排的途径





示范场名称

基础母猪数

(头)
智能化设备数量

（台）

年出栏规模

（万头）

天津市玉祥牧业有限公司 585 7 1.156

天津市农夫种猪场 692 8 1.34

天津市惠康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980 8 1.15

天津德润生猪养殖有限公司 280 4 0.5384

天津市广玲畜牧养殖公司 410 4 0.76

天津市农康养殖有限公司 890 4 1.3426

天津市生宝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602 4 0.9128
合计 4439 39 7.20

示范场规模和引进设备情况表





项目 产房人工饲喂 产房智能饲喂 差值

母猪数 232 132

总产活仔数 5304 5474 170

窝产活仔数 12.28 12.67 0.39

总断奶数 4534.5 4720 185.5

窝断奶数 10.5 10.93 0.43

断奶个体重 7.6 7.85 0.25

断奶窝重 79.4 85.76 6.36

断奶死亡率 14.47 13.68 -0.79

母猪年产窝数 2.3 2.15

每头母猪每窝饲料消耗 220.0 170.0 +50.0

每头母猪每年饲料消耗 473 391 +82.0

饲料单价（元/千克） 3.5 3.5

每头母猪每窝节省饲料效益 175

每头母猪每年节省饲料效益 287



指标项目 智能化群养 限位栏饲养 差异

统计窝数 （窝） 156 100

年产胎次 （次） 2.3 2.2 +0.1

分娩率 （%） 88.9 80.0 +8.9

窝产活仔数 （头） 10.8 9.4 +1.4

成活率 
哺乳期 （%） 96.0 95.0 +0.1

保育期 （%） 98.0 98.0 +0

每头母猪每窝育成仔猪数 10.16 8.75 +1.4

每头母猪年提供育成仔猪数 23.37 19.25 +4.12

每头母猪年增效 +412元

妊娠母猪智能化饲喂系统与传统定位栏饲养效果



Ⅴ粪污处理方面工作进展

u建立以“污水收集+集污暗沟+厌氧集污池+综合农用”为核心处理技术

的综合处理工艺

形成适合天津市地区中小规模猪场污水处理的技术模式，选择蓟州区、静

海区、西青区等典型养殖场开展技术示范和技术推广；

u建立以“预处理+厌氧消化+AO生物降解+菌藻塘生态净化+紫外消毒+

安全回用”为核心处理技术的组合处理工艺

    形成适合天津市地区大中型规模化猪场污水处理的技术模式。

u积极组织和参与养猪技术培训18次，培训人数860多人次

u发表文章2篇，申请专利2项



天津玉祥牧业核心示范点建设关键技术：

u高浓粪污沼气化处理与利用技术

u低浓度养殖废水深度处理与农业利用技术

u养殖废水和沼液微生物除臭技术

u多畜种粪污高效制备有机肥技术

u沼-稻-蟹循环利用技术



天津益利来核心示范点建设
关键技术：

u养殖粪污无害化预处理与能源化利用技
术

u 沼液深度处理与稳定贮存技术

u 沼液农田安全综合利用技术

u 沼液设施农业中的安全综合利用技术

u 粪污有机肥快速堆腐制剂技术



天津惠康种猪有限公司核心示范点建
设

       在天津市惠康种猪有限公司开展规模
化猪场养殖肥液优化调控削减氮磷污染技
术研发，研究确定养殖肥液在作物生育期
追施的灌溉量、灌溉频次、灌溉浓度和养
分配比参数，明确养殖肥液追施对土壤氮
磷淋溶特征及氮磷污染削减特征和效果，
研发养殖肥液利用的高效消毒与过滤系统，
以及配套的田间灌溉系统和管道等组件。
形成养殖肥液追施削减氮磷污染技术。



u已平台搭建

与北京农旗公司合作建立了体系管理服务平台。平台基本框架的搭建已经

完成，主要有生猪产业技术服务体系机构、人员考勤、工作日志、信息推

送、监管工作、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功能。

 Ⅴ 产业经济发展及信息化平台建设方面



 Ⅴ 产业经济发展及信息化平台建设工作照



积极参与国内外活动与交流



欢迎指导和交流，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