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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价格大降，跌破成本线

过去的一年，所有跟养猪
相关的企业都经历了非常
痛苦心路历程。生猪价格
一路从15元每斤降到了5.5
元每斤，后来又涨到9元附
近。猪肉价格如同游走在
狂风暴雨海面上的一叶扁
舟，谁也不知道明天去向
何方。



现在适不适合养猪？

此时此刻就是建设猪场最好的时机

历史无数次证明，真正靠养猪挣大钱的人都是低价时敢于坚持甚至扩张的人。



养猪不是赌博，而是深耕！

很多人抱着投机的心理来养
猪，猪肉涨钱就赶紧补栏，
猪肉价格一降马上清场，忙
忙碌碌最终都是赔得很惨。
真正赢家是顺势而为，价格
低的时候就苦练内功，悄悄
蓄力，猪价上涨时便能一飞
冲天！



如果在猪肉价格的最低谷我们还能挣钱，我们还怕什么？

纵观近十年来的猪肉价格，
在最低谷的时候猪肉价格就
是5.5元每斤左右，但是持
续时间都不久，持续比较久
的价格低点是6元左右，如
果你能把猪肉成本控制在这
个水平，我们就能处于不败
之地。



我们的目标清晰可见

猪肉成本控制在6元以内！



猪肉成本的组成

还有一个简单的算法，就是料肉比

饲料总成本占到猪肉总成本的70%左右。

小猪成本+饲料总成本+水电+人工费+设备厂房折旧+兽药疫苗



猪肉成本的组成

目前中国平均料肉比按照3计算，每斤饲料价格1.8元共需要：

3*1.8/0.7=7.7元/斤    每斤猪肉的成本就是7.7元

2.3*1.8/0.8=5.2元/斤  每斤猪肉成本变成了5.2元

问题Ⅱ：饲料本省成本是否可以降低？



如何降低饲料成本？

• 提升饲料转化率，吸收率；
• 减少饲料浪费；
• 降低饲料本身成本。



液态料-完美降低饲料成本的利器！

1. 水拌料饲料转化率明显高于干料；
2. 适口性好，同时按餐供料，肥猪吃料

积极性高，食槽内不剩料；
3. 全程封闭送料，没有老鼠，鸟类偷吃

饲料；
4. 可加多种辅料，如地瓜叶，鲜玉米，

酒糟等等；



液态料更多的优点优势
液态饲喂-完美降低饲料成本的神器

1. 同时就餐，轻松发现落单猪
只；

2. 同时就餐，更符合动物生物
钟，有利于消化和吸收；

3. 全程无粉尘，同时避免饲养
员和猪只发生呼吸道疾病；

4. 全程静音，降低应激反应；
5. 控制料肉比2.1-2.3左右；



液态料-完美降低饲料成本的利器！
液态料已经成为猪业发达国家的主流选择

中国

干料 液态料

丹麦

干料 液态料

韩国

干料 液态料

法国

干料 液态料



液态料-完美降低饲料成本的利器！
液态料可以添加各种副食，降低饲料成本

从饲料原料端，降低饲料成本

0 1 0 30 2 0 4

啤酒花 湿玉米 土豆 面食



液态料更多的优点优势
和发酵料完美配合

1. 扩大饲料来源；
2. 改善饲料口感，节省精料；
3. 有利于猪的肠道消化，增重较快；
4. 增强抵抗力，减少疾病发生；
5. 改善肉质，让猪肉更好吃；

发酵料的五个优势

发酵料的问题

1. 含水量比较大，难以长距离运输；
2. 生产时间偏长；
3. 特殊定制比较多，难以大规模生产



液态料的社会价值

全中国14亿人，每年消耗7亿头育肥猪，每头出栏育肥猪安照
110公斤计算，如果使用液态料，安照平均每长一公斤猪肉降
低0.4公斤的饲料消耗来计算：

700000000*110*0.4=30800000000公斤=3080万吨

我们知道饲料的最主要成分就是玉米和大豆，其实这节省的
3000多万吨饲料，就是给国家节省了3000万吨粮食，可以想象
液态料也必然会是国家重点扶持的项目。





如何降低小猪的成本？
管理好母猪才是根本！

降低小猪成本的关键就是管
理好母猪

母猪平均每天安照吃4公斤计算，
365天总共1460公斤，还是安照
4.4元每公斤计算，共计6424元成
本。
6424/0.7=9177元
9177/20=458元
9177/26=353元
458-353=105元



如何降低运营成本并提高养猪效率
升降产床-仔猪压死率降低到1%以下

1. 平均每窝小猪减少0.6-1.2
头小猪被母猪压死；

2. 降低人工使用，基本可以做
到自然分娩；

3. 所有产品细节都是得八兄弟
自己研发，100%国产化，成
本大幅降低；

4. 半年收回成本。







如何降低运营成本之-智能饲喂
哺乳母猪精准饲喂系统-每天优

• 水料同下
• 少量多次
• 反馈式下料
• 饲喂曲线
• 数据保存
• 远程控制



如何降低运营成本之-智能饲喂
哺乳母猪精准饲喂系统-每天优

• 最大采食量可达8.5公斤；
• 最大采水量可达80升；
• 小猪断奶体重平均可增加一公斤；
• 平均每头母猪每天节省0.5公斤饲料；
• 智能给料，节省人工控制；
• 食槽不需要人工清理；
• 母猪哺乳后背标损失降到最低；
• 发情时间缩短和受孕成功率显著提高。



如何降低运营成本-智能饲喂
哺乳母猪保证自身体重与营养的重要性



如何降低运营成本-智能饲喂
妊娠母猪群养智能饲喂系统-赛儿肥

• 水料同下
• 少量多次
• 小群饲喂，组群灵活
• 反馈式下料
• 饲喂曲线
• 数据保存
• 远程控制
• 大栏饲喂
• 耳标识别，精准投料



如何降低运营成本-智能饲喂
妊娠母猪群养智能饲喂系统-赛儿肥

• 增加母猪运动空间
• 增强母猪体质
• 减少空怀时间
• 增加母猪怀孕成功率
• 增加母猪分娩成功率
• 减少分娩时间
• 精准饲喂，调节母猪身体
• 饲喂曲线，减少人工
• 减少母猪疾病发生

• 减少分娩时间• 减少分娩时间• 减少分娩时间



如何降低运营成本-智能饲喂
妊娠期维持母猪背标在一个合理范围的重要性



如何降低运营成本-智能饲喂
妊娠期维持母猪背标在一个合理范围的重要性



降低成本，控制疾病
PVC板是最好的选择

用PVC板代替金属围栏
和水泥墙；





养猪-如何节约建筑成本？
如何提高舍内面积利用率？-产床

产床和单体
栏全部采用
后进后出，
减少不必要
过道；



养猪-如何节约建筑成本？
如何提高舍内面积利用率？-产床

同样40套产床的
一个单员，后进
后出可以比后进
前出节省两个过
道。猪舍安照40
米宽计算，一个
单员可以节省80
平米。



养猪-如何节约建筑成本？
如何提高舍内面积利用率？-单体栏

同样设计成后进
后出，两排单体
栏仅需一个过道。



养猪-如何节约建筑成本？
如何提高舍内面积利用率？-单体栏

上翻单体栏，
增加过道面
积，同时可
以给猪活动
空间。



如何降低运营成本-节约用电
高压EC风机



如何降低运营成本-节约用电
EC风机方案优势



如何降低运营成本-节约用电
EC风机优势展示

传统的AC风机，考虑夏季冬季通风量
的不同，设计了很多不同规格的风机。
因为效率的差距，数量往往多于EC风
机。

EC风机则往往选择比较大的风机型号，
由于可以实现无级变速，全部一种型号
即可。而且不是通过关停来控制进风量，
而是统一降速，既能保证猪舍通风均衡，
又能大大降低用电量。



如何降低运营成本-节约用电
EC风机优势展示

EC空气性能
EC风机的闭环转速控制（2.7kw）

运行风机数量 转速 电源输入（kw）

100% 4 100% 10.80 

75% 4 75% 4.56 

50% 4 50% 1.35 

25% 4 25% 0.17 

AC空气性能
对A/C风机进行开/停控制（3kw）

运行风机数量 转速 电源输入（kw）

100% 4 100% 12

75% 3 100% 9

50% 2 100% 6

25% 1 100% 3

AC 开/停控制：为使空气性
能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温
度要求，目前的做法是开启
或关闭个别AC风机。

EC 调节操作：所有风机均保
持持续工作。最优性能是通
过所有风机的连续闭环转速
控制获得的。



如何降低运营成本-节约用电
EC风机优势展示



如何降低运营成本-节约用电
EC风机优势展示



如何降低运营成本-光伏发电
清洁能源在猪场的广泛应用前景

• 光能发电，减少
煤炭，石油使用；

• 降低电费，节省
成本；

• 给屋顶加上遮阳
棚，大大降低舍
内温度。



如何降低运营成本-节约能耗
热回收通风模式

1. 利用废气的热量给
冬季新风加热，有
效降低冬季取暖的
能量消耗；

2. 减少舍内冷应激和
冷凝水产生，在北
方寒冷的冬季特别
有效。



我们要建设一个100%盈利的猪场

• 降低建筑成本；
• 节省饲料；
• 提高饲料转化率；
• 降低料肉比；
• 严防非洲猪瘟；
• 节省人工；
• 节约用电；
• 管理好母猪，提高生产
效率。



提高养猪效率-杜绝传染性疾病
大管径料线-杜绝饲料车进场

1. 避免交叉传染；
2. 节省场内饲料

车，减少人工；
3. 全自动化设计



如何提高养猪效率-杜绝传染性疾病
除臭系统（不仅仅是为了环保）

去
除
细
菌
和
有
毒
气
体
，
消

除
异
味
，
杜
绝
病
毒
往
外
传

播
。

升降产床



养猪，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才
如何留住年轻人？如何留住人才？

1. 这是法国一个40年的
猪场，爷爷传给了孙
女；

2. 全场液态料；
3. 600头规模一共5个人

管理；
4. 除了老板，每个人都

双休周末；
5. 猪场PSY28；



养猪，也许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
可能养猪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人

1. 美国小伙19岁，猪三
代；

2. 一个人管理三个猪场，
每个猪场4000头存栏；

3. 保育育肥一体；
4. 设备安装调试，维护

都是自己；
5. 猪肉成本不到4元人

民币；



养猪，最需要改变的是观念
同样的钱，是建设一个好的猪场，还是养更多的猪？

1. 600头猪场，投资一千万人民币；              法国猪场
2. 年提供断奶仔猪16800头；
3. 团队5个人，其中两个人是临时工，忙的时候才来；
4. 除了老板夫妻，其余人都休大周末，每年有一个月长假；
5. 断奶仔猪成本300元左右；

1. 1000头猪场，投资一千万人民币；          中国猪场
2. 年提供断奶仔猪18000头；
3. 团队18个人，全职；
4. 没有假期，几乎每个人进猪场都要半年以上；
5. 断奶仔猪成本500元左右。

问题Ⅲ：同样的投资，我们选择哪个猪场？



先看一个我们的楼房养猪项目的视频？
四川齐全农牧集团大英县10000头种猪项目



感谢观看

身处黑暗，心中满是希望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