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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采购无人过磅 ERP与检测设备关联

NIR、QPCR、霉菌毒素
原子吸收、液相

垛码、仓码定位
移动端下订单

成品检测数据进入ERP

原料扫码入库

成品扫码入库物流车辆无人过磅凭二维码开票单装车成品扫码出库发货

实时核算成本/费用

数据分析、预算、警示

客户手机扫码查询溯源信息

中控ERP系统下生产指令

原料扫码出库、扫码投料短信自动提醒客户
中央厨房

智能ERP可溯源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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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包、变质、清理系统、包材...

人工、水电、设备维修、采购成本...

不安全

不稳定

损耗大

成本高

重资产

没有溯源生产监控、产成品质量不稳定。

消毒、检测措施不到位，防范非瘟病毒？

土地厂房、设备、原料...

非专业工厂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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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中央厨房管理模式

提升效率 有效降低综合成本

提高资金周转率。

存货周转快，库存降低，减少库存占压资金，4.5～12次。

智能化资源调配，优化生产计划方案，提升生产效率。

原料新鲜，产成品适口性好，质量更优。

生产成本更低

原料周转更快

产品质量更优

生产效率更高

资金利用更高

批量生产，减少设备清理次数，降低损耗和待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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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配方
系统

1 6六大系统
中央厨房

饲料行业中央厨房模式深度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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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消化利用 的营养浓度决定教槽料
的价值及乳猪断奶14天内的增重

         日粮组成
              （%）
  
   适用客户

膨化
大豆豆粕

大豆浓缩蛋
白 HP300

功能
性小
肽蛋
白

鱼粉 乳制品 促生长 Zn 酸化
剂 酶制剂 饲料

形态
断奶
日龄

原料
成本

5000头以上 小于等于  5 6--10 5--10 20--30 添加 1600PPM 添加 添加 液态或粉 小于15天 9200-9500

500头以上 小于等于10 5--6 6--8 15--20 添加 1600PPM 添加 添加 液态或粉 18-21天 8400-8800

养猪专业户 小于等于15 3--4 3--7 10--15 添加 1600PPM 添加 添加 粉+粒 21-25天 7600-7800

养猪专业户 小于等于20 1--3 3--7 10--15 添加 1600PPM 添加 添加 粉+粒 25-28天 6600-7000

散户 小于等于25 0--1 3--5 8--15 添加 1600PPM 添加 添加 短颗粒料 28-35天 5600-6200

原材料消化、吸收率决定乳猪生长产生的价值
配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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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管理系统
采购系统

7



提高中国养殖业生产力    成为世界行业的脊梁

          为合作商创造市场价值    为养殖场创造饲养价值

品控系统

豆粕检测尿酶 鱼粉泡热开水
DNA检测鱼粉真假品控前移  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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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机下方残留 冷却机上方残留飼料 制粒机调质机

混合机清理发霉 混合机未清理

合作企业生产系统
未改善前状况

生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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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备 清 理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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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智能化

库存管理

仓储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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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源2114T营销落地方案之黄金双环营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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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

ü 高温应激对公猪繁殖性能之危害

ü 评估单独营养分对公猪精液质量
之影响

ü 综合多种营养添加对缓解热应激
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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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只为何对热敏感?

生理构造因素
ü不太能流汗
ü肺脏相对较小而

致散热效果不彰
ü皮下脂肪较厚减

低散热能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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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乳母猪  18-22℃
怀孕母猪  20-23℃
生长猪    19-31℃ 
公猪(推论) 20-25℃

热应激之提高1℃
降低饲料采食量10-30%

公猪适温区高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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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应激对母猪受孕率及胚胎存活率之影响

季节 春 夏 秋 冬

精子浓度(×108) 5.05a 3.96b 4.35a 4.57a

颈部原生质滴(%) 12.8b 15.4a 12.8b 12.3b

(郭等，1997) (Wettemann et al., 1979)

季节对杜洛克公猪精液品质变化

夏天高温应激对公猪繁殖性状之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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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应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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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季 vs. 热季之产精高峰月龄和使用寿命

21

(Huang et al. , 2010)

凉季 热季 差异

产精高峰(月龄)

射精量 45.8 36 −10

正常精子数 53.8 30 −24

使用寿命(月) 81.0 62.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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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在不同阶段协助繁殖进行

ü精子生成

ü活动力

ü获能

ü穿过卵膜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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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营养成分 每日营养需要量
饲料量  2.5 公斤
代谢能 3,300 (kcal/kg) 7,838 (kcal/天)

必需氨基酸   
赖氨酸 0.60 (%) 14.25 (克/天)

含硫氨基酸 0.31 (%) 7.44 (克/天)
苏氨酸 0.28 (%) 6.70 (克/天)
色氨酸 0.23 (%) 5.42 (克/天)
矿物质   

钙 0.75 (%) 17.81  (克/天)
有效磷 0.33 (%) 7.84  (克/天)

锌 50 (mg/kg) 118.8 (毫克/天)
维他命   
Vit A 4,000 (IU/kg) 9,500 (IU/天)
Vit D 200 (IU/kg) 475 (IU/天)
Vit E 44 (IU/kg) 104.5 (IU/天)

亚麻油酸 0.1 (%) 2.38 (克/天)

成熟公猪之最低饲料和每日营养需要量

(NRC,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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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公猪体形对比

图1   正常肥瘦体型 图2   太瘦体型 图3   太肥体型
饲喂量2.5 公斤 饲喂量2.7 公斤 饲喂量2.2 公斤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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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毒素限量标准

国标 正源

呕吐毒素 5000 ppb 1000 ppb

黄曲毒素 30 ppb 10 ppb

玉米赤酶烯酮毒素 500 ppb 150 ppb

23 （注：教保料公猪料母猪料使用原料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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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总热生成量

总能(GE)燃烧热

粪能 消化能DE

尿能 甲烷能 代谢能(ME)

净能热增值

用之于生产
(能积蓄或平衡)

用之于维持

热季调制饲料时
应降低蛋白质量

蛋白质过多导致热增值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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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蛋白质补充必需胺基酸之作用

28
(任等, 2015)

25

处理组别 高蛋白 低蛋白补充胺基酸

HP LP1 LP2 LP3

粗蛋白 17 13 13 13

赖氨酸
=0.84% 100 100 100 0.84(100%)

苏氨酸/ 50 50 76 0.64(76%)

色氨酸/ 20 20 38 0.32(38%)

精氨酸/ 104 71 71 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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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蛋白 低蛋白补充胺基酸组合

HP LP1 LP2 LP3 最佳
改善量

精子活力
(%)

0-12周 61.54 72.29 73.05 69.15 7.6

13-18周 64.03 72.63 71.42 79.63 15.6

降低蛋白质补充必需胺基酸之作用

试验采用24只大白公猪，均温23.3℃ (任等, 201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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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ky et al. , 2016)试验采用20只杜洛克公猪，试验温度20-32℃

基础日粮 强化抗氧化剂
Se, 0.5 ppm; Vit E, 70 

mg/kg; Vit C, 350 mg/kg
改进量

精子活力(%)
试验前 74.8 73.9 -0.9

试验后12周 68.2 70.6 +2.4
精子畸形率(%)

试验前 8.9 7.6 -1.3
试验后12周 13 7.7 -5.3

饲料添加抗氧化营养之作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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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猪精子含有高量DHA，而于饲料添加鱼油与抗氧化剂(避免精子受到
氧化伤害)，可以提高精子质量

基础日粮 基础日粮+鱼油+维生素E 改进量

精子活力(%)

   试验前 90.9 88.2 -2.7

   试验后12周 87.4 95.6 +8.2

(Liu et al., 2016)试验采用40只杜洛克公猪，试验温度18-22℃

饲料添加 Ω-3 脂肪酸

28



提高中国养殖业生产力    成为世界行业的脊梁

          为合作商创造市场价值    为养殖场创造饲养价值

L-肉碱对精液性状的影响

射精量(mL) 活动力(%) 精子浓度
(108mL) 精子数(108mL) 畸形率(%)

对照组 122 52.5a 4.6 2.2 22a

L-肉碱
(50 mg/kg) 137 86.7b 5.6 4.2 15b

改进量 +12% +65% +22% +91% −32%

(池田等，2008)环境温度: 27-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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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81

82

83

84

1-45 46-90

活
力

(%
)

a ab

ab b

试验时间 精液量(mL) 精子畸形率(%) 射精反应时间 ( S ) 射精持续时间( S )

1-55 262.7 5.4 123.9 449.7
56-100 296.8* 5.1* 104.9* 480.4*

(朱等，2015)

添加N-氨甲酰谷胺酸(NCG) 对精液质量之影响

(李等，2016)0

45

90

1-45 46-90射
精

反
应

时
间

(S
)

0 2 4 6 0 2 4 6
0 2 4 6

a a
ab

b

添加牛磺酸 (g/kg)对公猪精液质量之影响

时间(天) 时间(天)

0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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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

31



提高中国养殖业生产力    成为世界行业的脊梁

          为合作商创造市场价值    为养殖场创造饲养价值32



提高中国养殖业生产力    成为世界行业的脊梁

          为合作商创造市场价值    为养殖场创造饲养价值

现场试验

╳ 48
商业饲料

10%公猪猛饲料

鱼油 抗氧化
剂

氨基酸
复合式
维生素
矿物质

地点:
台湾农科院试验猪场、宜○牧场

特殊
营养

33

试验饲料 添加量

玉米 650 kg

豆粕 210 kg

麩皮 40 kg

10%公猪猛 10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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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液与精子质量评估系统

34

精液
品质

●精液量、精子浓度及活动力

●头巾完整性、成熟率、形态正常率

●存活率

精子
活动力

●计算机辅助精子分析系统 (C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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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位相差显微镜

价格:8.3万 RMB 
产地 美国MICROSCOPE

计算机辅助精子分析

价格:12万 RMB 
产地 西班牙MICROPTIC

实时识别活动精子，并应用精子动力学
的分析，每回至少分析200个精虫

利用荧光染色技术，办别精子膜完
整性

使用检验器材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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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 公猪猛 数值差异

精子形态正常率 (%)  

试验前 68.87 68.99  

试验后12周 44.73 67.56 +22.83%

活动力 (%)    

试验前 69.08 70.56  

试验后12周 55.42 77.50 +22.08%

胜

常规镜检结果

试验于台湾夏季均温36 ℃，湿度高达80-90%，使用”公猪猛”能减缓质
量下降，甚至提高至良好等级。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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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 公猪猛 改进量

总活动力（motility)(%)

  试验前 66.43 61.07  

  试验后12周 63.12 79.97 +16.77%

前进运动精子之比率（progressive motility）(%) 

  试验前 45.54 39.03  

  试验后12周 36.81 58.28 +21.47%

胜

CASA检测:利用仪器进行精子
活力客观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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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估生产效益

评估指标 数值
有效精子数 +10%

每头公猪每月生产AI数(瓶) +8

母猪受孕率 +10%
每胎产仔头数 +0.65

38



提高中国养殖业生产力    成为世界行业的脊梁

          为合作商创造市场价值    为养殖场创造饲养价值

预估生产效益(公猪方面)

•假设1万头母猪，年均2.2胎，90%分娩率及
受胎率，每头公猪平均每次产10剂，一般需
60头公猪，此产品每次增加1剂，降为54头，
能减少6头左右公猪的饲养，每头公猪5万元，
额外费用2万X2.5年=可以省下10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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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年多产0.65头用1万头母猪来计算，年均2.2胎，
90%分娩率及93%受胎率，及90%断奶存活率，
保育猪1000元的利润来看，能增加1077万的利润

•以肥育猪2000元的利润，育成率85%

 来看，能增加1831万的利润

公猪影响到母猪的生产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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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夏天期间母猪受胎率与产仔数不理想，

部分原因为公猪精液质量不良所致。

●供应特殊营养可以缓解热应激对公猪精

子活动特性之危害。

●使用精准营养所调制之饲料可以改善整

场繁殖成绩，并且增加公猪的销售与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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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猪场定制专员：

党广淞总监：
185 3990 0976

1、猪、鸡、鸭、鱼的预混料生产定制；
2、使用对方预混料核心料+我们原料生产猪全价料；
3、猪教槽、保育料依照伯乐计划政策奖励；

42

陈村年总经理：
153 0370 5555



提高中国养殖业生产力    成为世界行业的脊梁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