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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区域 2014年出栏量占比

重点发展区 河北、山东、河南、重庆、广西、
四川、海南 38.9%

潜力增长区 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
云南、贵州 17.3%

约束发展区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
福建、安徽、
江西、湖北、湖南、广东

38.9%

适度发展区域 山西、山西、甘肃、新疆、西藏、
青海、宁夏 4.8%

3

资料来源：《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

• 2016 年4 月农业部发布了《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将全国划分为重点发展区、潜
力增长区、约束发展区和适度发展区四大区域。

生猪养殖空间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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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空间初步分析－养殖地图



南方水网

文化的概念

区域
生猪主产县

个数
水域面积 生猪存栏量 生猪出栏量 主要任务

珠三角水网地区 16 2641 398 706 总量控制，适度规模养殖

长三角水网地区 29 10500 856 1632 稳定存栏，集中处理粪便

长江中游水网地区 49 21300 2569 4286 严控超载总量，推广农牧结合

淮河下游水网地区 29 9113 1311 2556 适度发展，推广节水工艺

丹江口库区 10 1506 428 516 加快产能转移，发挥龙头企业作用

• 2015 年11月农业部发布了《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农牧发
【2015】11号）》首次提出了养殖领域的南方水网地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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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水网生猪主产县

文化的概念区域 省份 县数 县（市、区）名称

珠三角
水网地区

广东 16 斗门区、开平市、顺德区、新会区、四会市*、三水区*、东莞市、中山市、高明区、蓬江区、台山
市、鹤山市*、恩平市、黄埔区、增城区*、从化区

长三角
水网地区

上海 3 崇明县、奉贤区、浦东新区

江苏 17 宜兴市、江阴市、武进区、常熟市、太仓市、海安县*、如皋市*、如东县*、启东市、通州区*、宝
应县、高邮市、丹阳市、泰兴市*、靖江市、兴化市、姜堰区*

浙江 9 德清县*、海盐县*、嘉善县*、平湖市*、萧山区*、桐乡市、南湖区*、秀洲区、南浔区

长江中游
水网地区

安徽 6 枞阳县、怀宁县、桐城市、望江县、宿松县、南陵县

江西 7 安义县、都昌县、进贤县*、南昌县*、新建区*、余干县、鄱阳县

湖北 19 黄梅县、浠水县*、武穴市*、天门市*、仙桃市*、鄂州市*、夷陵区*、宜都市*、枝江市*、潜江市
*、钟祥市*、松滋市*、公安县*、监利县*、江夏区*、嘉鱼、黄陂区*、江陵、石首

湖南 17 安乡县、汉寿县*、华容县*、津市市、澧县*、临湘市*、汨罗市*、南县*、宁乡县*、桃源县*、望
城区*、湘阴县*、沅江市、岳阳县*、长沙县*、赫山区*、鼎城区*

淮河下游
水网地区

江苏 24
丰县*、邳州市*、睢宁县*、铜山区*、新沂市*、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赣榆区*、淮安区*、
淮阴区*、涟水县*、东台市*、大丰区*、射阳县*、响水县、建湖县、盐都区*、滨海县*、阜宁县*、
沭阳县*、泗洪县*、宿豫区、泗阳县

山东 5 金乡县、郯城县、汶上县*、兖州区、鱼台县

丹江口库区
河南 4 西峡县、淅川县*、内乡县*、邓州市*

湖北 6 丹江口市、郧阳区、郧西县、竹山县、竹溪县、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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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省份 生猪
出栏量

猪肉
消费量

猪肉
自给率

可耕地
面积（千
公顷）

亩均承载
头数

人口
总数

人均
头数

京津冀地
区

北京 275 1085.5 25% 151 1.21 2171 0.13 
天津 375 778.5 48% 479 0.52 1557 0.24 

河北 3433 3760 91% 8716 0.26 7520 0.46 

长三角地
区

浙江 1169 2828.5 41% 2274 0.34 5657 0.21 
江苏 2847 4014.5 71% 7676 0.25 8029 0.35 
安徽 2874 3127.5 92% 8893 0.22 6255 0.46 
上海 171 1209 14% 294 0.39 2418 0.07 

珠三角地
区

广东 3532 5584.5 63% 4830 0.49 1116
9 0.32 

福建 1721 1955.5 88% 2327 0.49 3911 0.44 
海南 529 463 114% 823 0.43 926 0.57 

丹麦 3000 284 1056% 2672 0.75 568 5.28

生猪养殖空间－区域发展潜力对比（2017年）



障碍之一：暴雨洪涝等灾害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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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洪涝等灾害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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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之二：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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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之二：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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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登陆中国大陆台风排行榜

(Sally)

(Wanda)

(MAEGE)

(Nina)

(Per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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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之二：台风 



障碍之三：设施农业用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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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  份 总面积（万公顷）    农用地 耕地面积 农业用地面积 占比

上海市 79.45 51.66 31.5 4.84 6.10%

浙江省 1053.97 871.15 194.77 48.74 4.62%

江苏省 1067.42 677.53 480.12 132.6 18%

安徽省 1401.25 1105.31 597.17 94.49 6.74%

障碍之三：设施农业用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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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之四：环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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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之四：环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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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之一：正确选址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农业部令2010年第7号第五条规定：

- 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选址条件：

- 距离生活饮用水源地、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集贸市场500米以上；距离种

畜禽场1000米以上；距离动物诊疗场所200米以上；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之间距离不

少于500米；

- 距离动物隔离场所、无害化处理场所3000米以上；

- 距离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研等人口集中区域及公路、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500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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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之一：正确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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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之一：正确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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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调查发现各地近年来动物防疫合格证发放率较低。x阳县有养殖场2266

家（猪禽合计），共发放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52张，发放率为2.2%。x阳县有养

殖场1697家（猪禽牛羊合计），共发放防疫条件合格证189张，注销126张，目

前有效63张，发放率为3.7%。x港市有规模养殖场4352家，目前有效防疫条件合

格证176张，发放率为4%。目前持证率最高的是生猪屠宰企业，达95%以上。

      动物防疫法规定的五类场所：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和隔离所，

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



解决方案之二：增加防雨设计 

- 猪场零点标高，高于自然河流历史最高水位20CM。

- 猪舍内标高，高于零点40-60厘。

- 室外集污池设计，混凝土现浇+防水工艺。

- 污水存储池为地上式，防止雨水倒灌或地下室渗漏。

- 雨污分离，增加猪舍间场内排水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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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之三：增加防风设计 

- 工字梁标号加大一号，正常的工字梁为300*300，猪场采用400*400

或者大于正常设计一个标号。

- 檐口彩钢板屋面不能超出墙面太多，20CM，采用焊接工艺。

- 猪舍或仓库卷帘门宽度不能超过4米，围墙上只能用铁门或伸缩门。

- 不能采用防鸟网技术。

- 场区内最好不要种植高大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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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之四：适度发展楼房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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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模式创新一：美国AIRWORKS猪场建筑模式-1200头自繁自养
                               1栋母猪舍B2W+2栋保育育肥舍W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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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模式创新二：北欧农庄猪场建筑模式-6000头自繁自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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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房1
产房2

产房3

公猪舍
后备舍

配妊舍
1

配妊舍
3饲料车

间

配妊舍
2

保育舍1
保育舍2

保育舍3

保育舍4

宿舍

消毒通道



目前养殖楼房建设的几个可能性标准
• 单场年出栏规模：15-30万头（仔猪）/5万头（育肥）

• 单场楼房栋数：1-2母猪楼/2-6栋育肥楼

• 楼房层数：7-9层
• 单层母猪存栏数量：1000-1200头
• 单层育肥猪（保育）存栏数量：1200-1500头

1200头母猪 6000头母猪 12000头母猪

工厂化标准猪场 工业化标准猪场  智能化标准猪场

解决方案之三：适度发展楼房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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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小型楼房，单栋1200头母猪:集中除臭，集中通风，集中送料

解决方案之三：适度发展楼房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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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20世纪70年
代末期哈尔
滨杭州福建
等地

2015年以扬
翔为代表的
铁桶楼房

2020年以牧
原和中新开
维为代表

与生态伙伴一起
构建楼房养猪4.0
版本，全产业链
模式

简单的楼层叠
加

半自动化、半信息
化

     智能化、自动化      全网感知、万物互联

楼房养猪未来发展趋势（4.0）

解决方案之三：适度发展楼房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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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地方猪保种场 

- 2006年6月2日，列入农业部662号公告《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138个

畜禽品种之一。

- 为了应对非洲猪瘟，进行了大规模减栏，2019年存栏公猪18头，母猪200头减

为100头存栏1500头左右，其中产房仔猪394头，保育481头，育肥603头。

- 猪场位于江苏现代畜牧创新基地内，距泰州市22.5公里。最近的城北屠宰场相

距8.2公里，最近的猪场相距11.2公里。最近的居民区相距2公里（泰州市看守

所），最近的高速公路相距600米，最近的垃圾处理厂1.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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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地方猪保种场 

- 猪场建设完成于2008年，传统的干清粪，有21栋猪舍，1栋宿舍，1栋办公室，

1栋饲料加工厂和库房。

- 姜曲海猪来源于原姜堰市姜曲海种猪场，整体搬迁到学校，伪狂犬病阴性，蓝

耳阴性。

- 该猪有轻微气喘病，保育阶段死亡率较高，生长速度慢，产仔数不高，总仔约

12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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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地方猪保种场 

长度128米，宽度233米，占地面积29324平方米，50亩地

2021-9-29 32

防控一区

防控二区

防控三区



基地北侧500米为启杨高速，西侧和南侧为城市干道苏红路和农卞路，多条城市支路穿插其中，

交通配套，通达便捷。

基地周边道路分析
 BASE POSITION

启杨高速

农卞路

苏
红

路

·

基
地

案例一：地方猪保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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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现状
PERIPHERAl

 图例

生活区

种猪场（一期）

污水处理厂

 江苏丰达水禽育种场

水禽基因库

水禽性能测定中心

 基地位置

基地周边有：江苏丰达水禽育种场，生活区，种猪场，水禽基因库，污水处理厂，水禽性能测定

中心；

基
地

案例一：地方猪保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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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地方猪保种场 

l 园区实行封锁，减员分流。
l 2019年1月15日开始，园区实施封锁，园区员工实行轮流上班制（周一、周三、

周五上班），所有车辆一律停放在园区大门外。
l 划分防控区域，共分四个区域。

l 防控一区：姜曲海猪场大门内侧； 
l 防控二区：姜曲海猪场外围： 界河和道路
l 防控三区：水杉大道以东、办公楼前面大道以南、水禽基因库西侧南北路以西，

水禽性能测定中心； 
l 防控四区：园区其它区域 

l 增加生物安全设施
l 增加入场和入园区人员消毒机2套，增加入园区和出园区汽车消毒通道2套
l 增设了消毒池3个

l 改变卖猪路线
l 增加了4台电瓶车中转猪只
l 卖猪地点由猪场后门移至园区1公里外的园区东门

l 申请临时道路封锁令
l 对临近猪场的两条非主干道申请临时封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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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地方猪保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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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正大苏垦种猪场

正大苏垦猪业有限公司总场 正大苏垦猪业有限公司淮海种猪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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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正大苏垦种猪场

隔离舍



案例二：正大苏垦种猪场 

l 猪场选址最好处于“孤岛”位置。
l 适合“孤岛”的土地选址难度加大，尤其是南方水网地区，村镇之间

距离过近，基本农田等土地规划约束太大。
l 场内布局加强优化，做到分级严格管理，多加物理隔断或者屏障，内

部生产实行小单元化管理，以弥补选址、布局不当带来的缺憾。
l 生物安全管理的几个关键词。

l 闭环管理，减少交叉污染，压缩疫病传播蔓延的空间； 
l 做好“四区五流”规划与管理，四区：生产区、生活区、环保区、隔

离区；五流：人流、物流、猪流、车流，粪尿流，确保不交叉，按照
金字塔原理，从生物安全低风险区向高风险区流动，严禁逆向流动。

l 设定脏区、灰区（灰区：中间过渡地带，缓冲区域）、净区；严格分
区，三区之间使用实体围墙，实体连廊彻底隔开，单向流动，防止交
叉。 

l 定期排查，猪场附近3-5公里的道路、河流、饲料车和运猪车的流向，
无害化处理点的情况，场内环境样本的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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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增加防雨设计，提高猪场零点标高和猪舍内标高。

l增加防风设计，提高钢梁强度。

l适度发展楼房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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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打造江苏养猪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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