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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上海祥欣种猪业发展之路

中国种猪业40年发展回顾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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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猪行业40年发展

• 中国改革开发40年是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把姓社姓资争论放在一边，努力追赶西方

发达国家丰富的物资生活水平，发展的40年。

• 改革开发后40年，所引起及暴露出来的问题越发显著，目前明显放缓的改革开放步伐

，都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思考。

• 经过40年的发展，养猪这个行业已经由当初“资本主义的苗”，变成了资本主义自由

发展，资本姿意操纵的大树。

• 资本主义是中性词，但养猪行业人士也可以从本行业思考一下，养猪行业是应该这样

发展吗？就像当初我们站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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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养猪行业存在的问题

• 取得的成绩（略）

• 存在的问题
– 养猪者私利引导下出现的罔顾环境污染、员工福利、违禁药品及

药物滥用残留、私屠烂宰等。

– 行业产业链发展不成熟，导致的行业垄断利益至上。

– 政策法规、行业管理“摸着石头过河”，断点式，缺乏系统性延
续性和整体性规划。

– 贪婪的资本控制下的行业发展呈现出畸形的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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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猪行业40年的发展回顾

• 配给制经济模式下，地方行政管理下的种猪场。——自给自足
，种猪的管理处于空白。

• 母猪本地化，公猪良种化。——以生产效率为动力，引进国外
良种，育种协作组模式，种猪销售为坐堂模式。

• 养猪专业化、规模化发展带动了种猪全面良种化，种猪公司转
制经营，品牌意识增强。——专家背书、杂志广告狂轰乱炸、
美酒佳肴招待、机场拉横幅、会议论坛···。

• 最近10年，种猪行业逐步感到，由育种代替扩繁、育种目标由
本土化发展代替全面拿来，种猪行业发展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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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猪业发展的问题

• 种猪质量难以标准化、缺少统一、权威的可信管理机制。

• 健康问题标准不一、不透明，情况复杂，阻碍种猪市场良性发
展。

• 稀缺市场主导下的，行业整体效益比较高，育种不仅投入大，
而且难以体现“优质优价”的回报导致“扩繁代替育种”为种
猪场生产的主要方式。

• 缺乏具有现场实操的育种技术指导和现场技术力量。

• 市场需求正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变动的状态，而且不同地域市场
需求的多元化，导致缺乏自己的育种评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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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纲

• 我们正处于养猪产业变革的新起点上
– 思路决定出路、作为决定地位

• 祥欣的企业发展战略定位
– 专注种猪生产，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 打造祥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 实专精恒，用育种的工匠精神打造“祥欣种猪”的品质。

• 成绩汇报
– 为中国养猪行业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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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猪行业发展方向的思考——碰壁后的思考

– 南猪北养、关闭小猪场、产业链发展、超大规模

• 如何应对目前行情低谷——种猪方面给予的对策

– 选对种猪，什么样的猪才是好猪

• 如何制造出好的种猪

– 祥欣的种猪发展之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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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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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2000年引进国外瘦肉型猪种

2017年

2010年

2013年

被遴选为国家首批生猪核心育种场

祥欣东滩基地建场
国外引入865头高端定制种猪

成为首批国家级公猪站

祥欣育种历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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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位于浦东新区老港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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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的生物安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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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欣东滩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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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国教授指出有些
企业引入劣质种猪

国外引种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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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种就是引基因 基础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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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种的故事（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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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选猪现场（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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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41

31 76

8 15

TSI低于120的公猪和110的母猪，主要考虑了其超常
的MLI和SPI      共16个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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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I低于120的公猪和110的母猪，主要考虑了其
超常的SPI和TSI      共22个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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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

25 184

173

MLI低于120的公猪和110的母猪，主要考虑了其
超常的SPI和TSI          共35个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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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国外先进实用育种技术（美国N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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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R对会员单位的要求-审定

• 采血样由独立第三方机构进行DNA标记以及基因检测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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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R对会员单位的要求-交流

• 与NSR育种师保持沟通，每月到场监督、指导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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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B超测定培训班



 SUNSING              善以待猪                SUNSING              宽以待人30



 SUNSING              善以待猪                SUNSING              宽以待人

NSR对会员单位的要求-基础

育种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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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现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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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高标准育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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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生 30kg 100kg断奶 一胎后选择

核
心
育
种
群

体重
健康状况
遗传缺陷

体重
遗传缺陷
繁殖EBV

体重
生长发育状况

体重、BF、IMF
LMA 、 EBV
外貌评定

繁殖指数
产仔性能
泌乳性能

  核心育种群实施全群性能测定（全程测定与选留）

全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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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高标准育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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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房选留 - 数据采集

查看接
产记录
本

找出所需
的出表登
记表

称重、
数乳头、
打耳缺
 

填写出生
登记表、
母猪卡

将母猪
卡放回

NSR登
记注册

p 基本信息：父母、品种、性别、左/右乳头数

p 出生信息：出生日期、个体重、窝重、窝号等

p 寄养信息：寄养日期、寄出/寄入窝

p 断奶信息：个体断奶重、断奶头数/日龄/窝重

p 数据录入育种软件：Herdsman
p 数据库发送给美方，NSR登记注册

二、实施高标准育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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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二选

• 对预选的种猪根据健康状态，生长发育情况再次选留

• 不符合种用标准的猪阉割或移出选留群

• 全群进行30kg体重测定

二、实施高标准育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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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性能测定---育成结测选留

• 测定指标（每月测定种猪超过1000头）

– 按同期同群组测定
– 体重（85～130kg ）
– 活体背膘厚
– 活体眼肌面积、肌内脂肪含量

• 测定部位
l 测定活体第10～11肋骨间距背中线5cm

• 配有38套FIRE种猪生长性能自动测定站
     测定70～120kg体重阶段的公猪

–  年测定量达2000头

二、实施高标准育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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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欣育种现场B超测定 结测绘图数据整理

二、实施高标准育种流程

生长性能测定---育成结测选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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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在国内率先开展DD种猪肌内脂肪的测定选育，将使
终端商品肉猪肉质得到持续改善，目前已测定2100
头,均重115㎏、平均肌内脂肪含量为2.3%（IMF）。

l 在国内率先开展DD、YY种猪全基因组选择，将大大
提高选种的准确性和遗传进展！240元/头！目前核
心群公母及其后裔共1100头已完成基因芯片测序。

应用国际先进育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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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种猪补充原则：我们只选留综合育种指数高
于月度平均指数5个点以上（1/2标准差）的公母
猪。如Cull all Duroc sows and boars with TSI lower than 
5 Index points below active sow herd average.

• 每次按照NSR(美国种猪登记协会)要求进行数据
传输，使用STAGE育种软件进行国际联合遗传
评估。

• 现场按照育种指数和育种原则，同时结合体型外
貌评估，进行后备公母猪的选留。

• 每个品种选用各自的指数进行选留。

生长性能遗传评估-后备选留

二、实施高标准育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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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欣育种传统---严格的体型外貌评定

• 整体等级评分：
等级代码 等级

O 优

G 良

B 中p细节评分共21项：

代码 性状 代码 性状 代码 性状

G 长速 SN 指数 UQP 乳头质量差

R 肋骨 BL 平衡 UQVP 乳头质量非常差

W 宽度 D 肩部下陷 RLS 后肢结构

L 长度 FS 蹄大小 FLS 前肢结构太直/太紧绷

F 高度 B 骨骼 U6 乳头数少于6（长白和大白）

M 肌肉 V 阴户 U5 乳头数少于5（杜洛克）

LN 瘦肉 WP 卧系 UQBA 乳头质量低于平均水平

二、实施高标准育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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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核心育种群管理制度

核心群公猪更新率100%：

ü    最多使用一年时间

ü       或配满足够窝数后转销售

核心群母猪更新率90% ：

ü       超过4胎以上转为扩繁群

ü       4胎内低的繁殖性能者断奶后淘汰

二、实施高标准育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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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猪选配

• 选配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极其
复杂的过程

• 选配内容：
Ø 后备母猪选留入群后进行
Ø 当一栋产房内最小的仔猪约14日龄和母猪断奶前进行
Ø 根据公母猪指数和自身的体型特征进行匹配
Ø 在近亲系数以内为每头母猪挑选出三头候选公猪
• 公猪使用限制：每头公猪使用不超过最大配种数（本品种

在群繁殖母猪目标数的1/10）
• 每周的选配均衡使用种公猪，保持遗传多样性，这也有利

于在测定时STAGES进行测定分组。

二、实施高标准育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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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实施标准化、规范化的育种流程

ü 核心群公猪更新率达100%

ü 核心群母猪更新率达70%，4胎以上转为扩繁群

ü 核心群种猪必须经测定评估后再选留后备与销售

l 坚持的育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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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猪测定数量庞大：实行核心育种群全群测定，测定量达最大

化，选择强度高，遗传进展快！全年测定量超过1万头以上（国

家核心育种年均测定5158头）

年份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测定
头数 3542 3920 4273 6635 9923 10858 12800

二、实施高标准育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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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克在站生产公猪（100头）

排名
TOP

达100kg
日龄

日龄
EBV

背膘厚
（mm）

背膘
EBV

眼肌面积
（cm2）

父系
指数
TSI

10% 141.7 -7.1 12.3 0.4 42.8 156.2

20% 143.5 -6.2 11.6 0.2 43.3 152.6

30% 144.7 -6.4 11.5 0.1 42.5 157.2

50% 146.0 -6.4 11.4 0.41 43.1 157.0

100% 150.0 -5.2 11.1 -0.06 42.5 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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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TOP

平均分
娩胎次

窝均
总仔

窝均
活仔

出生
窝重

头重
21日龄
窝重

母系
指数
MLI

繁殖
指数
SPI

活仔
EBV

10% 2.5  15.8  13.9  19.2  1.4  66.7  145.1  145.8  1.0 

20% 3.0 15.2 13.5 18.9 1.4 67.4 142.9 142.7 0.9

30% 3.0 14.7 13.2 18.8 1.4 67.1 137.8 135.7 0.8

50% 3.0 13.9 12.6 18.1 1.4 67.4 130.0 126.7 0.6

100% 2.6 12.3 11.2 16.6 1.5 68.6 117.1 110.9 0.3

大白育种群母猪（1500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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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欣种猪在NSR的排名

美国NSR网址   http://nationalswine.com/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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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国NSR杜洛克性能排名中祥欣独揽前三名、前15名包揽了1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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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欣猪王：

– 2016年选育出1头：180日龄达157.7公斤！

    血统号G-DDUWFDM08028701
– 2017年选育出1头：152日龄达137.3公斤！

    血统号G-DDUCBSW08007504

种猪性能国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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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滩各品种不同体重阶段背膘厚

品种
校正100kg
背膘厚(㎜)

校正115kg
背膘厚(㎜)

实测135kg
背膘厚(㎜)

DD 11.08 12.68 
均136kg

14.88

LL 12.55 14.43 
均135kg

17.22

YY 12.73 14.72 
均136kg

18.40

DLY预期 11.86 13.63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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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祥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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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欣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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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种猪遗传进展---DD

我们的信念------坚持就会有收获

二、潜心育种、精雕细琢、铸造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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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种猪遗传进展---LL

我们的信念------坚持就会有收获

二、潜心育种、精雕细琢、铸造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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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种猪遗传进展---YY

我们的信念------坚持就会有收获

二、潜心育种、精雕细琢、铸造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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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遗传进展）

三、高端美系种猪遗传进展与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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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育种 开展多方面工作的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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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统计：

1、祥欣核心场与多个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建立了遗传联系，

其中杜洛克种猪15家，长白种猪22家，大白种猪26家。

2、2014～2016年，祥欣公猪和精液在其他核心场配种窝数

达到5744窝。

二、潜心育种、精雕细琢、铸造品牌

                             积极参与全国遗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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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精技术应用到育种中，可以实现精准选配，准确掌控选
育方向，大大加快了选育进展！精品种猪比例大大提升！

国家级种公猪站（上海祥欣种公猪站）---猪冻精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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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精配种受胎率产仔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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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Y(冻精) 5支10亿 4支8亿

配种 24 27

受孕 21(87.5) 20(74.07)

分娩 19 17

产仔 189 152

窝均 9.94 8.94

YY(鲜精) 常规 深部

配种 43 23

受孕 41(95.34%) 23(100%)

分娩 39 22

产仔 492 302

窝均 12.61 13.72

不同输精计量及输精模式的
分娩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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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欣精液质量分析仪一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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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组建上海种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搭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行业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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