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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产业--农业农村经济中的支柱大产业（产值1.7万亿元，2020年）

我国生猪近十年出栏量(2010-2020) 我国近十年猪肉产量(2011-2020)

(万吨)

※ 我国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均占世界总量的50%左右

※ 畜禽肉类消费结构中, 猪肉占比＞60%(2017)&55%(2020), 人均30 kg, CPI占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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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产业--我国养猪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 生猪育种体系不够健全，优质种源依赖进口

Ø 种猪市场对外种瘦肉型猪具有较高依赖度(拿来主义)，良种本土化选育有待加强

Ø 本土猪种因效率低而被市场所忽略，甚至是灭顶之灾，本土良种化选育有待差异化

Ø 生猪育种产学研脱节：科研院所育成新品种难转化推广；企业公司化育种因周期长且见效慢而重视

        程度不够或投入不足，多做“表面育种”，育种实际中机制因素＞管理因素＞技术因素

Ø 育繁推体系不完善(GGP- │ -GP- │ -PS-│-CS)



生猪养殖产业--我国养猪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 饲料资源短缺与浪费问题突出

Ø 养猪生产中，饲料成本约占完全成本的

         ~60%

Ø 玉米、大豆等主要饲料原材料产能不足，

      “人猪争粮”，严重依赖进口

Ø 饲料浪费问题：显性浪费（饲喂、储存过程

        中的损失）；隐性浪费（饲料转化效率低）

我国近几年大豆产量与进口依存度



生猪养殖产业--我国养猪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 猪群健康问题突出，新病突发、老病新发/常发

Ø 疫病种类不断增多且复杂多变，ASF野毒/弱毒混合威胁、PRRS卷土重来、PR/CSF/PED多发…

Ø 细菌疾病亦不容忽视，链球菌、大肠杆菌、副猪嗜血杆菌…

Ø 多病原呈现混合感染…

非瘟

口蹄疫

伪狂犬蓝耳

猪瘟圆环



生猪养殖产业--我国养猪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 规模化水平低、生产管理水平跟不上，优质种猪遗传潜力无法最大化释放

Ø 年出栏500头商品猪的规模化比例约52%(2020); 行业集中度CR5(2019)不足10%(US-36%)

Ø 平均PSY约为20头，远低于欧美25~27头；平均FCR仅为2.8:1，低于国际平均水平2.6:1(2020)

（数据： 2021中国种猪行业报告）



生猪养殖产业--我国养猪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 养殖设施设备的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低

※ 粪污、污水、臭气等养殖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不足（＞30%的废弃物未得到有效处理）



生猪养殖产业--我国养猪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 土地、生态环境容量等资源环境约束，限制养猪业发展

※ “调猪”改为“调肉”的政策变化，全国生猪产业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

（数据： 2021中国种猪行业报告）



高质量发展--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并提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的经济体系”为新时代下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 2019年9月，国务院《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推动构建生产高效、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布局合理、产销协调的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 2020年12月，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生猪种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良种是保障生猪

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提升生猪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 2021年12月，农业农村部《“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规划》，推进畜牧兽医行

业高质量发展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要素剖析--影响生猪养殖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

※种  遗传效应

※料  饲料营养

※管  生产管理

※防  疫病控制

性能表现  =  遗传  +  环境

反应较慢而持久

反应较快而短暂

P      =   G   +    E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要素剖析--影响生猪养殖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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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要素剖析--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种  遗传效应

※料  饲料营养

※管  生产管理

※防  疫病控制

※生产高效

※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

※布局合理

※产销协调

※规模化

※标准化

※绿色化

※循环化

※数智化

※基地化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

※ 种，遗传改良是核心

※ 料，饲料营养是关键

※ 管，生产管理是基础

※ 防，疫病控制是保障



生猪育种
B-U/CT scan

GEBV
智能测定表型组

MAS
GS
GE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种猪遗传
改良

育种新技
术产业化

应用

新品系/
新品种

(配套系)

引进猪:良种本土化 地方猪:本土良种化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效率低周期长
育种两大难题

如何破解生猪育种难题？？？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生猪育种的基本环节与技术体系

性能测定

遗传评定

选种

选配

后代

不同性状测定方法

表型值、选择指数、ABLUP-EBV、 GBLUP-GEBV

主选性状&多性状选择

亲缘选配&品质选配

育种目标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分子数量

遗传学

表型或表

型值选择

育种值

选    择

遗传参数 标记辅助选

择&全基因

组选择

分子标记

选种的准确性&育种效率不断提高

孟德尔

遗传学

数    量
遗传学

数学&统计学 分子生物学

Ø 遗传学理论的发展

Ø 育种遗传评估技术与方法的发展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基因组设计育种

基因组编辑

基因组选择 基因

技术

基因组设计育种！！！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基因组设计育种！！！

饲料利用 重大疫病高效优质抗病

猪肉品质



2
4

数据来源：USDA、芝华数
据

※基因组选择技术

Ø 应用整个基因组的标记信息和各性状值，

估计每个标记或染色体片段的效应值，

效应值之和即基因组育种值GEBV

Ø 本质：全基因组范围内的标记辅助选择

遗传学
计算机
统计学
……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Ø 能对所有的遗传和变异效应做出准确的估计（传统育种只能检测部分遗传变异，

且容易高估其遗传效应）

Ø 实施早期选择，缩短世代间隔

Ø 提高遗传进展、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需要后裔测定的家畜

Ø 对于较难实施选择的性状具有重大影响（如低遗传力、难以测定的性状等）

Ø GS在提高种群的遗传进展前提下，还能降低群体的近交增量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基因组选择的优势



Ø 自2012年起国外的育种公司开始广泛使用

Ø 国内起步较晚，尚刚刚开始…

2
6

※基因组选择技术在生猪育种中已广泛应用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基因组选择技术带来的价值——选择准确性的提升

（数据： PIC&博瑞迪生物）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基因组选择技术带来的价值——综合指数的提升

（数据： PIC&博瑞迪生物）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基因组选择技术带来的价值——经济价值的提升

（数据： PIC&博瑞迪生物）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 我国正大力推进基因组选择技术在生猪育种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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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USDA、芝华数
据

RAD、GBS、GGRS、
GBTS、低深度重测序…

A   基于测序的方法 B   基于芯片的方法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基因组选择的核心技术——基因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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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基因组选择的核心技术——基因分型

破除高通量基因分型检测受制于国外芯片的限制



价格低于基因芯片
位点数多于基因芯片

自主知识产权
完全国产化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基因组选择的核心技术——基因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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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USDA、芝华数
据

建立基于机器学习的全基因组选择新方法

针对12种国际主流全基因组选育模型用于育种值估计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基因组选择的核心技术——遗传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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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USDA、芝华数
据

建立基于DSC的基因组选择云平台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基因组选择——云平台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基因组信息预测表型值
基于差异甲基化位点构建猪生长发育分子时钟

训练集 测试集

12.06天 

6.3天 

准确性评估

性别无差异

Yang et al. Nucleic Acid Res, 2021
利用DNA甲基化信息实现猪的日龄精准预测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基于多种组学数据的基因组预测

Hasin et al. Genome Biology (2017) 18:83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构建深度学习模型结合多种组学数据进行性状预测

模型架构示意图 模型实施示意图



基因选择技术的技术核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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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基因选择技术的技术核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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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基因编辑技术

ZFN
(Zinc-Finger Nuclease)
(锌指核酸酶) 

TALEN
（转录激活因子效应物
核酸酶）

CRISPR/Cas
（规律间隔成簇短
回文重复序列 ）

三代基因编辑技术方法



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CRISPR/Cas9发现者

CRISPR/Cas9是基于细菌和古细菌对抗入侵病
毒及外源DNA的适应性免疫防御系统演变而来
的一种基因编辑系统，该系统具有简易、精准
和高效的优点，已作为基因编辑与科学研究的
重要技术工具！

※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张锋：对CRISPR系统用于真核细胞(
包括人类细胞)的基因编辑工具开发
方面做出了最前沿的探索

Ø 动植物基因编辑

Ø 基因修饰及检测

Ø 生物医用基因编辑

Ø 遗传育种改良



※基因编辑技术——在猪种质创新中的应用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创新高效、精准基因组编辑技术体系



基因编辑猪的创制

2个葡聚糖酶基因

1个木聚糖酶基因

1个植酸酶基因等四个基因

【环保节粮型转基因猪】

华南农大吴珍芳教授团队

Zhang, et.al.,eLife,2018

【CD163/pAPN双基因编辑猪】

抵抗蓝耳病病毒
抵抗传染性胃肠炎病毒
抵抗猪德尔塔冠状病毒

Xu, et. al.,eLife,2020
中国农科院李奎教授团队

※基因编辑技术——在猪种质创新中的应用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基因编辑技术——在猪种质创新中的应用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基因编辑猪的创制

【抗PRRSV基因编辑猪】

Guo, et.al, Frontiers in Immunology ,2019

【生长快、瘦肉率高基因编辑猪】

中科院周琪院士团队

CD163受体基因编辑陆川猪和大白猪

中山大学陈瑶生教授团队

IGF2基因编辑巴马猪

Zheng, et.al.,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7 

Xiang, et.al., Cell Mol 
Life Sci.,2019

UCP1基因编辑巴马猪

中科院赵建国团队



华北型

江海型

华中型

华南型

西南型

高原型

“全黑”

“六白”

“两头乌”

“黑白花”

“熊猫猪”

“乌云盖雪”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地方猪种——我国具有丰富的地方猪遗传资源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遗传改良是核心

地方猪种 引进猪种

肉质是未来育种的重要方向，而肉品质突出的地方猪种将重登历史舞台！

※地方猪种——优质猪选育，满足差异化市场需求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饲料营养是关键

※饲料是养殖成本的决定性因素，应做到“开源节流”

Ø 开源    替代性饲料资源开发：粮食作物中的可替代成分(薯类、小麦、高粱等)
                                                           新型动物蛋白资源(昆虫粉、蜗牛粉、蚯蚓粉)

                  低蛋白配方技术开发：添加微生物酶制剂的纤维性新型能量饲料

      节流    提高饲料转化效率(育种)

                  减少饲料浪费(管理)



※优薯计划——马铃薯的绿色革命

1:10 1:10,000

在我国南方冬闲地计划种植2亿亩马铃薯、生

产4亿吨饲用马铃薯，养殖4亿头猪。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饲料营养是关键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生产管理是基础

※生产管理水平决定种猪遗传潜力和生产性能发挥的最大化

Ø 标准化批次高效生产

Ø 数智化生产&育种管理

Ø 绿色生态化环境控制

Ø 循环化养殖废弃物资源再利用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猪群健康是保障

※严密防控非洲猪瘟等重大烈性传染病

Ø 完善生物安全体系

      防非千万条，生物安全第一条…

      扬翔的“铁桶”模式

      新希望的“红橙黄绿”四级生物安全体系…

Ø 非洲猪瘟等流行性疫病的安全、可靠的疫苗开发

Ø 蓝耳、伪狂犬、口蹄疫、经典猪瘟、PED等流行性疫病的净化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猪群健康是保障

※ASF可视化检测技术的开发

Ø 现有检测技术复杂、成本高

Ø 依赖昂贵试剂、仪器，耗费成本、人力、时间

ELISA检测试、荧光定量PCR仪、酶标仪、琼脂糖凝胶电泳、核酸凝胶成像仪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猪群健康是保障

※ASF可视化检测技术的开发

Ø 普通PCR检测与qPCR对病毒的核酸检测

普通PCR检测

耗时130min! 仅能检测10000000个病毒基因

M

qPCR检测

耗时150min! 检测到3个病毒基因，假阳性率高



1. 建立“两步法”病毒核酸快速检测，可检测至3个病毒核酸片段

第二步：扩增产物校准，耗时25min第一步：病毒高灵敏性扩增，耗时20min 

M

极大的提高核酸检测效率，杜绝假阳性结果发生！

猪繁殖和呼吸障碍综合症、非洲猪瘟的荧光检

测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猪群健康是保障

※ASF可视化检测技术的开发



2. “一步法”单病毒(V1)核酸快速检测，满足临床样品检测需求

混检：多核酸背景下的病毒高特异性鉴定，耗时25min 

  NC      P      V2    P+V2    V1    P+V1

NC：阴性对照
    P: 健康猪基因组
V1 : 目的病毒
V2 : 其他病毒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猪群健康是保障

※ASF可视化检测技术的开发



3. “一步法”同时快速检测多种病毒（V1、V2）核酸

混检：高灵敏性同时检测两种不同病毒，耗时25min 

  NC-V1         V1        NC-V1       V2

NC：阴性对照
V1: 病毒1
V2: 病毒2 

猪繁殖和呼吸障碍综合症、非洲猪瘟的荧光检

测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猪群健康是保障

※ASF可视化检测技术的开发



 检测
目标 样本来源 灵敏度 专用设备

检测时间
（小时）

成本
（元/样） 知识产权

本方法 核酸 DNA、组织 fg 否 1 30-40 自主产权

qPCR检测 核酸 DNA pg 是 3 50-80 本国、国
外

ELISA检
测

蛋白 血清、蛋白 mg 是 24 50-100 本国、国
外

与目前流行性技术的比较优势

本项目研发的检测方法 病毒检测试剂盒！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猪群健康是保障

※ASF可视化检测技术的开发



可视化检测技术的优越性

Ø  高精准：可识别鉴定1个病毒基因

Ø 低成本：核心成分全部自产

Ø 高简便：现场检测，且无需高端专业设备和技术人员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猪群健康是保障

※ASF可视化检测技术的开发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策略—猪群健康是保障

※ASF可视化检测技术的开发



为深入解决生猪产业的
“卡脖子”问题，促进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农科院（深圳）农
业基因组研究所组建了

跨学科的“良猪计划
”团队，进行优势互补
，协同攻关！



中国农业科学院
佛山鲲鹏现代农业研究院



双轨并行、双向撬动打造两中心一谷一基地

两中心
绿色健康养殖研究中心

中药组学研究中心

一谷
佛山中药谷

一基地
种猪育种基地

Ø 开展生猪育种和种质创新；

Ø 开展生猪绿色健康养殖研究；

Ø 建设食品安全检测和基因溯源平台，为绿色健康食品产业提
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绿色健康养殖研究中心

良种猪、放心肉
中药组学研究中心

Ø 建立中药材基源的甄选和鉴别技术体系；

Ø 牵头建设神农百草园和中药材基因资源数据库；

Ø 助力道地中药材的新一代全流程检测与溯源体系建设。

道地药、精准方

基因挖掘                               品种创新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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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猪基因组设计育种创新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