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2017年生猪产业技术体系

创新团队工作分享 

报告人：李兆华



人员组成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任务分工

1 张树敏 男 56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优质肉猪品种推广

2 姜海龙 男 47 吉林农业大学 教授 健康养殖技术推广

3 李兆华 男 44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繁殖技术推广

4 金  鑫 男 56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特色养殖技术推广

5 于永生 男 41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副研究员 优质肉猪品种推广

6 李  娜 女 37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副研究员 标准化技术推广

7 孙博兴 男 44 吉林大学农学部 教授 繁殖技术推广

8 董万福 男 56 吉林市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优质肉猪品种推广

9 贾立军 男 37 延边大学 副教授 放养技术推广

10 牛  伟 男 43 吉林市农业科学院 副教授 优质肉猪品种推广

11 车东升 男 36 吉林农业大学 副教授 营养调控技术推广

12 张  晶 女 43 吉林大学农学部 教授 营养调控技术推广

13 丁  德 男 37 红嘴猪场 经理 综合技术推广

14 温连文 男 46 稷丰总猪场 经理 综合技术推广

15 孙  华 男 51 公主岭畜牧站 站长 综合技术推广

16 张  全 男 55 白山市疫控中心 主任 综合技术推广



汇报提纲

• 主要示范推广内容

• 实际推广示范情况

• 开展的培训

• 取得的成绩



一、主要示范推广内容



Ø 优良种猪和优质杂交组合推广和示范

Ø 健康养殖技术推广

Ø 优质特色黑猪标准化技术集成与推广

Ø 优质特色肉猪繁育技术的推广

Ø 母猪日粮营养调控关键技术的推广

             

示范推广内容



二、实际示范推广情况



技术示范推广区域



建立优质特色肉猪养殖示范区

Ø建立示范基地10处
   四平红嘴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公主岭田宇牧业，

   公主岭飞马斯牧业有限公司        四平和农牧牧业小区、

   吉林省本方农业                  双辽清润生态农业、

   延边金村长牧业小区              吉林华正农牧业有限公司

   清森牧业小区进行示范；          延边和龙福洞森林猪养殖小区

Ø松辽黑猪还推广到黑龙江、辽宁、内蒙古、福建及河南等

地。

优良种猪及杂交组合推广示范



建立优质特色肉猪繁育体系
Ø建立了松辽黑猪繁育体系

    建立了以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原种猪场，公主岭国家科技园区飞马斯

牧业有限公司为核心场，使松辽黑猪核心群种猪达到1100头，血统保持

12个。

    建立了以吉林本方、公主岭田宇牧业、四平红嘴子、吉林远鸣牧业

为松辽黑猪的扩繁场。扩繁群母猪2000多头。

Ø建立了吉神黑猪繁育体系

   在抚松、长春、四平、公主岭建立了核心群和扩繁群，核心群母猪

2050头，扩繁群基础母猪5100头。

优良种猪及杂交组合推广示范



开展了优质黑猪生产性能测定

    对松辽黑猪与吉神黑猪进行持续选育，测定松辽黑猪、吉神黑猪、

新吉林黑猪和吉松配套系共计283头商品猪的生长性能。

品种 测定头数
（头）

测定初始重
（kg）

测定结束重
（kg）

日增重
（g）

料肉比

松辽黑猪 148 44.13±4.83 117.20±9.75 632.17±72.63 3.94±0.56
吉神黑猪 65 24.47±4.11 99.29±14.45 618.3±35.3 3.29±0.21

新吉林黑猪 50 35.71±6.48 111.51±11.55 623.28±63.50 3.15±0.38
吉松配套系 20 31.60±3.28 91.50±2.12 610.00±103.84 3.40±0.24

优良种猪及杂交组合推广示范



多种渠道推广示范优质特色肉猪

Ø拍摄宣传片，录制影像资料

   松辽黑猪获得了吉林省标准创新贡献一等奖，配合省畜牧局录制了松

辽黑猪品种标准的影像资料。

Ø通过网络进行宣传推广

   通过网络媒体广泛宣传松辽黑猪，通过黑龙江畜牧兽医平台，制作了

《探访吉林腹地、溯源松辽黑猪》宣传片。

优良种猪及杂交组合推广示范



多种渠道推广示范优质特色肉猪
Ø通过展会进行宣传推广

东北三省畜牧业博览会 2017年4月9-10日中国畜牧业博览会 2017年5月18-20日

沈阳畜牧业博览会 2017年11月01-02日 长春农博会 2017年8月11-20日

优良种猪及杂交组合推广示范



Ø通过品牌打造进行宣传推广

     打造野地香和民俗源2个优质特色猪肉品牌，加大对松辽黑猪的推广

示范。

优良种猪及杂交组合推广示范



开展玉米秸秆青贮黄贮研究

健康养殖技术推广



Ø中药微生物发酵饲料添加剂的推广与示范

     选用保育仔猪100头，发现在日粮中添加800g/t中药微生态制剂能够提高

保育仔猪的日增重。目前已经推广应用到450头保育商品猪。

Ø改善肉色饲料添加剂的推广示范

     通过添加维生素C及维生素E改善商品猪肉色，目前已经应用猪群规模达

到620头。

健康养殖技术推广



光粒子对育肥猪生长性能及胴体、肉质等性状
的影响研究

Ø 光粒子目前在台湾地区应

用较为广泛。

Ø 光粒子对于改善肉质，提

升抗病力方面效果显著。

Ø 目前已经推广应用育肥猪

420头。

健康养殖技术推广



优质特色黑猪饲养环境优化及推广示范

Ø 户外养猪模式中，

集成了放牧猪舍设

计、饲料及饮水供

给、粪污处理等配

套技术规程，目前

已经推广到白山及

延边地区5家猪场。

优质特色黑猪标准化技术集成与推广



松辽黑猪饲养技术规程和放牧饲养技术规程的推
广与应用

Ø 按照松辽黑猪饲养技术规程

和松辽黑猪放牧饲养技术规

程的标准化养殖技术；

Ø 在延边、白山等地开展了松

辽黑猪饲养技术规程和松辽

黑猪放牧饲养技术规程的推

广与应用。

优质特色黑猪标准化技术集成与推广



猪冷冻精液在生产上的应用与示范

Ø 在吉林红嘴种猪繁育有限公司刘家馆种猪养殖场应用冷冻保存的猪精

液对三个品种（大白、长白、杜洛克）母猪进行了人工授精，其中10

头受孕分娩，6头返情，配种分娩率62.5%。平均产仔数12.1头。冻精

配种的后代生长性能表现良好。

优质特色肉猪繁育技术的推广

猪人工授精稀释液的筛选

Ø 通过对稀释液成分和配方比例的筛

选与改进优化，筛选可提高精液保

存时间的稀释液配方；

Ø 目前正在申请发明专利1项。



深部输精技术的应用与示范

Ø 以吉林红嘴种猪繁育有限公司刘家

馆种猪养殖场为示范基地，培训技

术员15人；

Ø 对60头母猪进行深部输精，平均产

仔数12.2头；

Ø 下一步将继续扩大推广示范区域。

优质特色肉猪繁育技术的推广



母猪精氨基酸营养调控关键技术推广与示范

Ø 对母猪精氨酸应用模式进行了推

广示范，开发了在日粮中添加1%

精氨酸，再增加0.1%水平N-氨甲

酰谷氨酸添加剂；

Ø 在本年度重点项目区域内推广和

示范商品猪达到3000头。

母猪日粮营养调控关键技术的推广



区域性主要母猪全价饲料氨基酸水平监测

Ø 经对区域内大型企业的母猪全价饲料中的氨基酸组成进行了检测和

评估。

Ø 结果显示，各母猪（妊娠、泌乳）阶段全价饲料中主要必需氨基酸

能够满足营养需要，但是，一些条件性限制氨基酸和功能性氨基酸

水平相对较低，如精氨酸、谷氨酰胺等氨基酸水平普遍偏低。

Ø 基于现有常规母猪全价日粮氨基酸水平，开发功能性氨基酸添加剂

，以补充母猪妊娠和泌乳阶段氨基酸供给不足引起的生产性能低下

，降低仔猪宫内发育迟缓发生概率。

母猪日粮营养调控关键技术的推广



 三、开展的培训及企业调研情况



开展的企业调研

伊春调研



服务企业及培训情况

松原齐全调研



开展的企业调研

东丰现代化猪场调研



开展的企业调研

与吉林省远鸣牧业签订技术合作协议



吉林省生猪体系龙泉镇培训会

服务企业及培训情况



2017.8.23 吉林省梨树县新型农民培训会

服务企业及培训情况



2017.10 吉林省公主岭市基层畜牧人员培训会

服务企业及培训情况



2017.11.07  吉林省梨树县新型农民培训会

服务企业及培训情况



参加的学术交流



谢谢各位！
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