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省生猪产业基本情况及发展思路

周继平

青海省生猪产业科技创新平台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2019年6月9日



二、青海省生猪产业科技创新平台 

三、近年来取得的主要工作进展

一、青海省生猪养殖概况

目   录

四、青海生猪产业下一步发展思路



一、青海省生猪养殖概况
（一）青海省养猪主要区域分布

青海省生猪主要饲养地区



（二）青海省养猪规模

  1、全省生猪及能繁母猪存栏减少

     2013~2017年生猪存栏量基本保持在120万头左右，2018、2019年生猪

存栏量急剧下降。截止到5月底，全省生猪存栏量为34.36万头，较2017年

底减少63.41% ，能繁母猪数较2018年底分别减少5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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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青海省2012-2019年生猪存栏变化                                                           图 2青海省2012-2019年能繁母猪存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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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产区生猪存栏均大幅度下降。

        5月底统计数据与2018年底相比，我省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市、海南州生猪
存栏分别减少61.89%、60.76%、61.53%、13.85%；黄南州、海北州存栏基本未
发生变化（表1）。

                             表1    生猪存栏量各类统计数据比较（万头）

数字
来源
地区

2018年农牧
业统计手册

青海各县
提供数字

疾控中心非
洲猪瘟数据

本次调研
上报数据

实地考察
校正数据

西宁市 19.47 10.65 11.29 8.03 7.42
海东市 53.24 22.36 26.32 22.36 20.89
海西州 2.08 1.10 1.10 1.00 0.80
黄南州 0.11 0.11 0.12 0.11 0.11
海北州 0.57 0.68 0.61 0.68 0.58
海南州 5.27 4.37 6.44 4.68 4.56
合    计 80.74 39.27 45.88 36.86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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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养猪结构变化快
       规模化猪场减少3/4，规模化养殖户及散户拆除2/3以上。
       2017年下半年开始，因新的环保要求，大量规模养殖场拆除关闭，其
中不少省内养猪的大场、老场均有影响。目前规模化养殖场拆掉了75.43%，
规模化养殖户69.97，散户拆掉67.5%。随着环境保护要求的不断严格，受
各地禁养区的划定、新农村建设要求的限制、农业基本农田、林业用地、
草场用地的限制，东部地区各县几乎都拿不出建设万头以上的养猪场的地
方，严重制约总体产能抬升。

图 3青海省猪场整迁比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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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青海猪的主导品种
        青海省生猪品种结构主要由4部分构成，占有比例由高到低分别是洋三元、八眉及
杂交猪、藏香猪、长白野猪。青海当地品种主要为杂种洋三元肉猪，互助八眉猪及其二
元、三元杂交猪，藏香猪及其杂交后代，还有少量的长白山野猪群体，分别占74.60%，
15.56%，8.9%，0.4%。

图 4青海省生猪品种比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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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青海养猪行业整体水平低。 

      （1）装备水平低，产能提升困难。目前青海省自动化程度低，引进自动喂料系统的规模化

猪场仅有3家，智能化饲喂系统、自动采精系统等尚未真正投产使用。

     （2）养殖观念旧，种猪档次不高。

       a 种公猪品质一般；  b 尚未建立标准化种公猪站；  c 母猪多外来杂交猪或本地土杂猪，

血统不清

（3）专业含量低，工艺流程匮乏。

       专业技术人员匮乏，规模化猪场中有负责生产的技术场长的厂子仅占23.53%，其余多就

近雇佣50岁以上劳动力，专业知识及技能短缺，难以支撑猪场的扩建发展。 7县调研的猪场

中无一家猪场采用生猪的生产工艺，甚至对此一无所知，养猪理念落后内地最少十年。

    （4）管理办法土，信息建设滞后。

       除互助八眉猪原种育繁场引进GBS育种软件进行种猪管理外，规模化养猪场均未采用计

算机管理系统；我省尚未开展猪肉安全追溯系统的使用；

      对农信互联等大型养猪现代化信息平台介入率不高，先进技术的使用和管理理念与邻近

甘肃、陕西相比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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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粪污处理局限性大。

         青海省粪污处理传统方式占到57%

，有机肥、沼气、发酵床模式占43%。目

前青海省粪污处理主要有四种方式，统计

结果来看，堆肥发酵占50.00%，生产有

机肥占23.53%，沼气生产占11.76%，发

酵床利用占5.89%，其余直接还田。目前

粪污处理做的比较好的场子为湟中县福源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建有粪尿的三级沉淀

池，黑膜沼气池及氧化塘，利用“猪+果

树”模式，粪污做到充分无害化处理、利

用。

图 5青海省粪污处理方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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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猪肉缺口大。

       从历年青海省猪肉产量数据来看，青海省猪肉产量2012-2016年是平稳上升趋势，

从105367吨增长到130394吨，随着2017年环评工作、美丽乡村工作的推进，非洲猪

瘟的影响，2017、2018年猪肉产量急剧下降，降低到113504吨，与2016年相比猪肉

产量减少了13%，平均每天供应量为329吨。

图 6青海省2012-2018年猪肉产量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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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组织机构

二、生猪产业平台基本情况



        生猪产业平台管理办公室： 

         平台办公室人员：吴国芳、杨晨、韩启春  
首 席 专家：周继平

平台理念

• 秉承绿色环保理念，发展科技智慧养猪

功能研究室5个：集省内外8个科研、教学、推广单位32名专家。

试验示范基地5个：技术骨干46名。

产业主导县5个：县级首席专家5名，技术专家及骨干105名。

二、生猪产业平台基本情况

（二）组织建设



（三）制度建设

      根据《青海省农牧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指导意见》、《青海省农牧业

科技创新平台实施办法》、《青海省农牧业科技创新省级平台绩效考核办法

（试行）》等文件精神，结合青海省养猪生产实际，为顺利推进生猪平台工

作，制定了6个管理办法：

（1）青海省生猪产业省级技术转化研发平台管理办法；

（2）青海省生猪产业省级技术转化研发平台功能研究室管理办法；

（3）青海省生猪产业省级技术转化研发平台功能研究室主任管理办法；

（4）青海省生猪产业省级技术转化研发平台功能研究室研究员管理办法；

（5）青海省生猪产业省级技术转化研发平台经费使用管理制度；

（6）青海省生猪产业省级技术转化研发平台档案资料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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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猪产业平台的总体目标

       按照突出重点，全面推进的原则，

围绕生猪养殖产业链条，对我省现有

的青海八眉猪、瘦肉型猪和特色藏香

猪三个主要猪种的健康、高效和规范

养殖提供实用技术，形成覆盖我省主

要猪种和生猪生产技术28项，依靠我

省生猪产业省级产业技术转化研发、

县级技术推广和科技示范应用三级平

台，全面提升生猪产业技术转化、研

发和示范推广水平，为我省生猪现代

化生产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二、生猪产业平台基本情况



（五）平台研发技术的重点领域技术方向

养猪产业

八眉猪

瘦肉型猪

藏香猪

共性

15项技术

4项技术

2项技术

7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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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完成的调查研究：

        （1）青海省生猪价格波动及原因剖析

        （2）青海省猪肉生产现状调查分析报告

       （3）青海省种猪生产与利用技术现状调研；

       （4）青海省母猪生产性能低下问题调查会诊；

       （5）猪饲料生产利用现状调研；

       （6）青海省猪肉生产与加工技术现状调查分析；

       （7）猪病流行病学调查；

       （8）青海省仔猪生产路径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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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平台五年规划拟主推的技术

2014—2020年度技术研发、熟化及推广（方向）总表
方向 工作任务 重点实施县 承担部门

种猪培育技术

猪人工授精技术 乐都、互助、平安、大通、湟中
遗传育种功能室
种猪生产功能室

青海八眉种猪及其二元母猪培育 互助、湟中

瘦肉型种猪及其二元母猪培育 乐都、平安、大通、湟中

母猪饲养技术

青海八眉母猪及其二元母猪健康养
殖

互助、湟中

种猪生产功能室
营养与饲料功能室

瘦肉型母猪及其二元母猪高效养殖 乐都、平安、大通、湟中

藏香母猪规范养殖 刚察、乐都及其牧业县

仔猪培育技术
哺乳仔猪培育 乐都、互助、平安、大通、湟中、刚察

断奶仔猪培育 乐都、互助、平安、大通、湟中、刚察

商品猪育肥技术

青海八眉商品猪健康养殖 互助、湟中
生猪生产与产后处
理功能室
营养与饲料功能室

瘦肉型商品猪高效养殖 乐都、平安、大通、湟中

藏香猪规范养殖 刚察、乐都及其牧业县

猪病防控技术

普通病 乐都、互助、平安、大通、湟中、刚察

疾病防控功能室传染病 乐都、互助、平安、大通、湟中、刚察

寄生虫病 乐都、互助、平安、大通、湟中、刚察

产业经济
战略研究 全省

产业经济功能室
基础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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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8年度技术项目表

年度 重点技术 研究、熟化 示范推广 调查研究 合计
2013-2014 6 3 6 15
2014-2015 5 4 1 10
2015-2016 7 4 11
2016-2017 3 3 7 13
2017-2018 1 3 1 2 7
2018-2019 1 3 3 7

合计 5 27 22 9 63

2017年生猪产业平台在互助八眉猪
保种场深部输精技术理论培训

2018年生猪产业平台在互助八眉猪
保种场深部输精技术现场培训

2018年生猪产业平台在乐都容生有限
公猪进行公猪精液品质检测

2016年生猪产业平台进行八眉三元育
肥猪生产性能测定

2018年生猪产业平台进行固态发酵饲
料实验猪屠宰实验

2017年生猪产业平台在民和县进行
动物疫病防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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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生猪产业平台形成的技术规程和规范
1、  青海八眉猪选种选配技术规范；

2、  青海八眉猪二元能繁母猪节粮型饲 养规程；

3、  青海省生猪快速育肥技术规范；

4、  青海省猪人工授精技术操作规程；

5、  规模化养猪场免疫规程（试行）；

6、  青海省规模养猪场伪狂犬病控制规程；

7、  母猪难产的预防及助产规范；

8、  仔猪黄白痢防治技术规程；

9、  哺乳仔猪饲养管理技术规程；

10、断奶仔猪饲养管理技术规程；

11、种公猪饲养管理规程；

12、优良八眉二元母猪选育技术规范；

13、规模猪场产仔哺乳阶段饲养管理操作技术规程；

14、后备猪的饲养管理技术操作规程；

15、规模猪场种猪配种、怀孕阶段饲养管理操作技术规程。

二、生猪产业平台基本情况



（九）技术培训与科技宣传

       平台着力保障技术应用通畅，平台建立微信群3个，群员270多名，同时印刷平台专

家服务卡片在技术培训和科技下乡时发放养殖户进行电话技术服务近2000次，微信辐射

技术信息800余条。科技下乡10余次，技术会诊20余次，培训农牧民100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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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海八眉猪保护利用方面：

   1、八眉猪种质资源鉴定
        2015-2017年平台对青海八眉猪群体进行个体鉴定，深入青海八眉猪原种育繁场，八
眉猪保种场及湟中县种猪种鸡场，开展摸底调查，三场鉴定种猪分别为116头（♂11头，
♀105头），104（♂15头，♀89头），60头（♂8头，♀52头），共计280头八眉猪。根
据外貌特征，如头型、耳型、体躯、肢蹄等特征及体尺指标进行测定。结果发现，二八眉
猪占到整个八眉猪群体的66.43%，小伙猪占到22.14%，大八眉占3.93%，其余为陕西及
固原引进类型。
      通过GBS简化基因组检测，结果显示青海省现存三个八眉猪保种场与陕西定边八眉猪
保种场进行聚类分析，发现四个场猪能明显分为四个类群，表明每个保种场八眉猪群体有
自己的特点，如湟中县种猪种鸡场八眉猪头型与其他地区的存在差异，嘴筒短而粗，耳大。
同时群体与其他保种场类型比例不同，小伙猪占40%，比例高于其他两场。    

三、近年来取得的主要工作成效



    2、八眉猪肉质品质分析：

       通过对八眉猪肉质性能进行检测分析，发现青海八眉猪肌肉肉质优良，肌

肉pH为6.2-6.3分之间，细嫩多汁、口感好；系水力高达98.57%，猪肌肉大理石

花纹评分为3.8分，肌内脂肪含量达8.5 %；肌纤维细，肌肉剪切力为46.29N；

肉色红，肌肉蛋白质含量达21.18%；具有甜香的癸醛，八眉猪猪肉含量为

1.74%，为杜长大的5.02倍，具脂肪香气的十六醛含量为1.45%，杜长大中未检

测，其中1-辛醇具有强烈的油脂香味含量为0.79%，杜长大中未检测出；新鲜、

清淡的油脂香味的2-庚醇和油脂香气2-戊醇仅存在于八眉猪肌肉中，杜长大未检

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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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青海八眉猪生产“三化”繁育模式取得成效
    

 青海生猪产业平台针对近年来青海八眉猪保种利用现状，从青海八眉猪的核心
群建立、保护选育、二元母猪饲养管理、标准化养殖、适宜营养水平饲养、规模猪
场免疫规程、常见传染病净化及“三化”繁育体系建设方面进行技术研究和熟化，
形成了10项管理规范。青海省互助八眉猪原种育繁场、青海省互助八眉猪保种场、
湟中县多巴种猪种鸡场现有八眉纯种公猪45头，基础母猪 635头，利用引进的长白
或大白公猪进行杂交，生产二元母猪，年出栏二元母猪6000头左右，年出栏三元商
品猪24000头，通过项目支持安排到仔猪繁育基地（村），然后用杜洛克或长白公猪
进行杂交生产优良三元商品猪，进行标准化养殖出售商品肉猪。互助、湟中县有仔
猪繁育基地（村）12个，年存栏优良二元母猪1210头，年出栏近两万头商品肉猪。
“养殖场+繁育基地+养殖村（户）”的养殖模式共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300余人，同
时通过相关技术的应用和技术规程的指导，规模养殖户养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三、近年来取得的主要工作成效



    4、科技厅项目：《青海八眉黑系猪选育技术研究》

      《青海八眉黑系猪培育技术研究》是科技厅2015年下达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示范计划项目，项目

，经过项目组全体科技人员三年的共同努力，培育形成青海八眉黑系猪选育群，已建立核心群基础母猪

共239头，黑系公猪24头，经产母猪窝产仔数 10.13 头，60日龄体重10.80公斤。黑系猪进行育肥全肥育

期平均日增重576.32 克、 料肉比3.20：1，瘦肉率57.54%。累计出售黑系仔猪5825头，每头多产生效

益250元，增加效益145.63万元;育肥青海省八眉猪黑系猪1586头，通过深加工产生效益每头为840元，

增加效益133.22万元,两项其增加效益278.85万元。 成果评价取得国际先进水平。

       

三、近年来取得的主要工作成效



5、科技厅《青海八眉猪肌肉生长
发育miRNA和mRNA双表达谱及其
分子网络调控研究》项目
　该项目通过对不同时期八眉猪肌
肉样品进行测序，构建了3个不同
发育阶段肌肉组织的小RNA文库和
9个mRNA文库，并获得差异
miRNA、mRNA表达谱及差异基因。
对miRNA106进行功能验证，发现
miR-106a-5p在成肌分化过程中表
达下调，通过阻滞PI3K-AKT信号抑
制C2C12细胞分化，但IGF1可以恢
复miR-106a-5p引起的成肌分化抑
制作用。miR-106a-5p在成肌分化
过程中，特异性靶向E2F3和SP-1
基因的mRNA 3′UTR，抑制其蛋白
翻译。确定PIK3R1是miR-106a-5p
调控C2C12分化及分化后水平的靶
基因。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三、近年来取得的主要工作成效



    （二）建立青海省猪人工授精三级服务体系
       2014年以来，在青海省生猪产业平台的支持下，我省乐都、平安、湟中、互助县
（区）相继开展了猪人工授精技术，逐步形成以大型种猪场为种公猪站生产优良种公猪精
液，县级畜牧兽医站建立乡级供精站，然后由乡级人工授精技术员进行人工输精工作。几
年来生猪产业平台研究、熟化和推广相关技术5项，形成操作规程4项，通过技术培训、现
场观摩、实际操作等方式，为基层培训人工授精技术员80余名。五年来四县通过生猪平台
和其它配套项目共引进优良种公猪64头，建成种公猪站8个，乡级供精站15个, 人工输精
员28名，输精范围腹盖37个乡，400多个自然村，年配送优良精液25000头份，情期受胎
率达到85-90%。同时，平台在2017年引入深部输精技术，在5个对接县进行技术培训及
推广工作，通过该技术的利用可以减少精液使用量33%-67%，而受胎率、产仔数等均有
不同程度提高，这为后期减少公猪的饲喂数量，节约饲料成本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持。

三、近年来取得的主要工作成效



（三）青海省藏香猪特色养殖
       1、 平台充分利用青海藏香猪资源和藏香猪生产，制定藏香猪饲养管理综合技术规程，
通过研究和熟化使藏香猪的养殖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其产仔数从原来的4头左右提高到6头
以上，增长速度也有明显的提高，
       2、于2014年协助乐都区申报藏香猪国家地理标志获得批准，并在藏香猪销售和产品
开发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
      3、 乐都区在生猪产业平台的协助下,成立了藏香猪资源开发领导小组和专家,邀请国内
和省内有关专家对本区的藏香猪发展出谋划策,同时生猪产业平台组织相关专家对容生藏
香猪养殖基地的藏香猪生产群进行全面鉴定,形成标准化更高、生产性能更稳定的选育核
心群。对提高青海省藏香猪的饲养水平，增强青海藏香猪的市场竞争力，形成以藏香猪为
特色的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链，增强市场竞争力。为青海藏香猪今后的保护和利用奠
定一定的基础，使其进入国内外市场，增加经济效益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三、近年来取得的主要工作成效



 １、坚决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视察时讲话精神，按照“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

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总体思路，在保证生态环境总体要求下，围绕青海

三大主导品种，研发、熟化和推广相关技术，依托省级、县级和科技示范应用三级平台，全

面提升生猪生产管理水平，为我省生猪现代化生产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四、青海生猪产业下一步发展思路



2、编制《青海省生猪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建议由科技部门和产业部门结合，组织科
研、生产、销售、管理方面的人员通过深入调研，尽快启动《青海省生猪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编制。

四、青海生猪产业下一步发展思路



3、加强八眉猪品种资源保护。建议多种手动推进八眉猪保种，包括基因库保存

、组织胚胎保存、活体保存。活体保存建议引入市场机制，采取适合厂家联营方

式+适当补助方式，以用促保。 

四、青海生猪产业下一步发展思路



青海八眉猪

保护与选育

品种利用

三化繁育

八眉猪黑系培育

优良仔猪

商品八眉肉猪特色八眉猪肉产品

四、青海生猪产业下一步发展思路



    4、支持大、中规模
养殖场建设。通过政策
优惠、资金支持等，以
引进为主建设3家左右
规模5万头以上猪场。
突出智能化、清洁化、
工艺化几个关键点，用
几年建设50个以上在
3000-5000头中规模场。

四、青海生猪产业下一步发展思路



     5、加快养猪标准工艺研发应用。建议围绕工艺化这个关键问题

，重点参考学习外省经验，尽快组织团队和精锐力量，研发适合我

省的2000头、5000头、10000头等不等规模的标准工艺，并通过先

示范后推广方式向全省扩散。

四、青海生猪产业下一步发展思路



        6、加大与国家生猪产业体系的对接力度，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
积极与国家生猪产业的相关联系，为青海生猪产业平台及打造青海八眉猪品牌
出谋划策。同时加大与国家产业平台的合作，争取把国家生猪产业体系的相关
技术引进来，促进青海养猪产业的发展。    

四、青海生猪产业下一步发展思路



     7、 注重平台的技术产出。平台几年来研发、熟化了多项技术，同时撰

写了多项技术规程和规范，但都未进行申报成果和形成标准，因此在今后

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提高平台的产出力度。 

四、青海生猪产业下一步发展思路



8、针对近年来我省猪病防疫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强和提高规模养殖场对

动物疫病危害的认识，提高自觉开展动物防疫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开展主要动

物疫病净化工作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净化示范工作和净化技术的推广工作。

四、青海生猪产业下一步发展思路



请各位专家为青海生猪产

业发展提出宝贵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