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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猪特性及产业开发基础



01 莱芜黑猪特性

我国优良的地方品种猪

山东境内最具有代表性的华北型猪种

现在的莱芜猪头骨

大汶口文化遗址和出土的猪头骨



国内外同行专家公认

不可多得的种质资源

我国最为宝贵的猪种种质材料

珍贵
种质

02 国家级重点保护地方猪品种资源



莱芜猪肉质特性03

肌内脂肪含量
细、嫩、鲜

11.6%

国内猪种的

2-3倍

国外猪种的

8 倍

亚麻酸
抗血脂、降胆固醇

1.3mg /g

比国外猪种高

32.6%

总胶原蛋白
强力蛋白、免疫功能蛋白

4.1mg /g

比国外猪种高

65.2%

肌苷酸
香、醇、味

1.4mg /g

比国外猪种高

10.8%



04 肉质对比

国外猪肉 莱芜黑猪肉



05 莱芜黑猪繁殖性能

公猪106 天达到性成熟，母猪112 天达

到性成熟。经产母猪平均产仔数15.1 头。



06 莱芜黑猪抗逆性能

v 莱芜黑猪抗逆性强、易饲养。纯
自然环境、简陋的饲养条件、圈
饲与放牧结合的饲养方式，驯化
出了莱芜猪顽强的抗逆性能。



产业开发基础07

几十年来，通过不间断的保种选育，已建立2个国家级保种场现有1000头基础

母猪保种核心群，完整保纯了莱芜猪种质资源。



产业开发基础08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莱芜猪为母本，引入国外猪种约克夏、长白、杜洛克、
汉普夏，皮特兰等为父本先后进行了6批次二元、4批次三元和4批次四元共计600多头
的杂交配合力测定。筛选出了“大莱”、“汉大莱”、 “杜长大莱”最优杂交组合。



产业开发基础09

利用莱芜猪创制了一批新种质。培育了1个专门化母本新品种——鲁莱黑猪和2个

优质猪配套系——鲁农I号猪配套系和欧得莱猪配套系。



产业开发基础10

研究形成了一整套技

术工艺和26项 技术规程，

先后三次修订莱芜猪营养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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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2016年，修订形成了
《莱芜猪营养标准》（第三版）。

繁殖用公、母猪每头每日养分需要量
营养需要研究11



仔猪、育肥猪每头每日养分需要量

营养需要研究12



c

每千克日粮养分含量

营养需要研究13



饲养管理02

批次化大占用面积自由运动式群养，定时定量定质水料发酵自动智能化饲喂。



1 1984年被收录中国猪品种志

2 1989年通过省级鉴定，莱芜猪的产仔数和肉质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3

4

2004年取得国家《原产地标记注册证书》

5

2006年被农业部列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品种

6

2008年莱芜猪原种场被列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
源保种场

7

2009年“莱芜黑猪”获得国家工商总局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

荣誉资质14

8

2012年获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2018年“莱芜猪”品牌价值评价46.33亿元

9 2018年莱芜猪获得“山东农产品知名品牌目录-
区域公用品牌”荣誉称号



发布的有关标准15

2004年
发布莱芜猪

山东省地方标准
（DB37/T512-2004）

01 2017年
发布鲁莱黑猪国家标准
（GB/T34753-2017）

02

2017年
发布鲁农Ⅰ号

猪配套系国家标准
（GB/T35567-2017）

03 2019年
发布首个我国猪肉产品
标准《雪花猪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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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与江西农业大学校长黄路生院士合作建立
“莱芜猪院士工作站”

2013年组织成立“山东省地方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1年牵头成立“地方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取得的产业平台16



莱芜黑猪产业开发情况



 2006年起利用莱芜黑猪探索生产高档特色品牌猪肉，组织成立了“产业开发中心”，

注册了 “莱芜黑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莱黑”、“三黑”、“金三黑”猪肉产品商

标。

商标注册01



 
         聘请中国人民大学张利庠教授团队对莱芜黑猪产业进行总体策划。

品牌策划02



02 品牌策划



              聘请济南光华博思特营销策划咨询公司对莱芜黑猪产业进行总体策划。

品牌策划02



02 品牌策划



      几年来，公司投资建设了标准的屠宰及肉食品加工中心和现代化养殖基地，结合莱芜黑猪的

资源特点和市场定位，研究开发出了臻品保健猪肉、极品特色猪肉和精品品牌猪肉。并研究出了

冷鲜肉、香肠、烤肉等3大系列20多种产品。 

产品研发 03



莱芜黑猪经典肉质
产品研发03



莱芜黑猪经典肉质
产品研发03



     

产品研发 03



 
         针对莱芜黑猪肉的特点，研究形成了一套屠宰、分割工艺方法。

屠宰加工04



目前，公司已建立多个专卖店，发展50多家加盟商及线上平台，特色产品销售到山东省及北
京、上海等省市。产业化成效显著。 

市场开拓05



品牌打造06

品牌宣传

和推广
十几年来不间断的通过会议、展览、纸媒、电视、杂志等进行品牌宣传和推广，

树立了形象，提高了知名度。



品牌打造06

线   上

推   广

建立莱芜黑猪官网和网上

销售商城，进行线上推广。



品牌打造06

品   牌

荣   誉

2018年“莱芜黑猪”入选山东省“知名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2019年，金三黑食品公司的“莱芜黑猪

肉”产品入选山东省“知名农产品企业

品牌”。



4

为挖掘莱芜黑猪的历史和文

化内涵，以“科技·文化·展示”

为主题，建立了莱芜猪科技文化

馆。

为开发莱芜黑猪的价值，宣

传其优良种质资源，制作拍摄了

3 部 莱 芜 黑 猪 专 题 片 ； 央 视

CCTV-7多个栏目拍摄播放了6部

莱芜黑猪科教片。

搜集、整理了莱芜黑猪保种、

科研、生产及历史资料，建立了

专业档案室。

品牌打造06



品牌打造06

品 牌 价 值

中国品牌促进会依据品牌评价有关国家标准，经专家评审、技术机构

测算、品牌评价工作委员会审定，地理标志产品“莱芜猪”的品牌强度

为880，品牌价值46.33亿元，“莱芜猪”品牌以第70名的成绩跻身

全国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品）前百名排行榜；



莱芜黑猪产业开发经验体会



1

 

种质资源的保纯与利用创制是产业开发的 基础

产业开发经验体会01



 

2 高效优良的体制机制是产业开发的 条件

产业开发经验体会02



 

3      科学研究与产品质量是产业开发的 保障

产业开发经验体会03



 

4     品牌创建与打造是产业开发的 手段

产业开发经验体会04



下 一 步 开 发 思 路



生猪产业是

市长菜篮子工程我国民生产业 国家重点推进
和扶持产业

地方猪产业开发前景08



国办发（2019）56号

《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

国务院（2021年1月4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地方猪产业开发前景08



以地方猪利用、以肉质

（安全、绿色、营养保健）

为目标的猪业产业更适合

中国国情和发展趋向

地方猪产业开发前景08



尽快把莱芜黑猪这一稀缺资源整合成产业集拳，形成合力、完善体系、突破瓶颈，打造我国猪肉顶

级产品，使之成为我国第一、国际有名的农产品品牌，济南市的一个靓丽名片。不仅符合国家战略要求，

也符合今后市场发展前景需求，既有长远的战略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显著的社会、生态、经济效益。

产业下一步开发思路08



产业下一步开发思路01

      齐鲁财金投资集团是以投资现代农业，新能源，新材料，

高端装备制造等现代产业体系的功能性投融资平台。已整合莱芜

黑猪现有的种质资源和开发基础创建了莱芜黑猪产业发展集团。

利用3-5年时间把莱芜黑猪打造成我国第一、国际有名的农产品

知名品牌，使之成为济南市的一个靓丽名片。



产业下一步开发思路02

利用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对莱芜黑猪种质特性进行深入研究和选育提高。创制一批高产、

优质专门化新种质。使莱芜黑猪肉产品成为我国高端肉产品的代名词，新种质猪肉产品成为我国

优质高产猪肉的标准引领。



目标02

完善两个一级保种场，存养莱芜猪、鲁莱

黑猪核心群2000头；建设40个繁育场，存养

莱芜猪、鲁莱黑猪繁育群30000头；发展60--

100个生产场。实现年繁育种猪10000头、

生产仔猪600000头、出栏高端优质商品肉猪

500000头的莱芜黑猪生产体系。



目标02

建立一个集试验、测定、研究、

示范、科技展示、产业交流、品赏鉴

赏、体验旅游于一体的综合平台，支

撑莱芜黑猪的产业发展。



目标02

高标准建设和完善屠宰冷藏、食品加工、冷链物流等生产设施，快速建成多元化的市场销售体系。

达到年屠宰50万头、加工猪肉食产品1万吨的规模。



目标02

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参与加强品牌建

设和宣传推介，把莱芜黑猪肉打造成济南市

的“中国第一、 世界有名”的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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