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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瘟疫情下母猪终端轮回杂交技术的应用

1.终端轮回杂交技术应用的必要性

2.何为杂种优势？如何利用？

3.终端杂交与轮回杂交

4.终端轮回杂交技术的应用

5.杂种后备母猪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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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瘟病毒
• 猪“高度”传染性病毒病

• 非洲猪瘟病毒科，不同于经典猪瘟

• DNA囊膜病毒，是“重装甲坦克”

• 病毒结构有五层，像一个俄罗斯套娃

• 分子量大，行动慢，但抗性强，不易灭活

• 双股线状DNA，160-190KB，编码约235种蛋白，非常复杂

• 100年了，还没有研究透，没有疫苗，只能靠生物安全防控



非瘟防控的生物安全技术措施

1. 加强学习：思想上高度重视，加强学习，不犯致命错误

2. 管好人：严防死守，人员绝对隔开，每人一栋猪舍，食堂送饭

3.管好猪：自繁自养，不随意引种猪
4. 管好料：不喂泔水，用颗粒料，防原料污染

5. 管好水：防水源污染

6. 管好车：拉猪车、拉料车、拉粪车、私家车等

7. 管好物：猪舍用具、疫苗兽药、快递包裹、手机等

8. 管控生物媒介：控蚊蝇，灭四害，防野狗、野猫、飞鸟等

9. 定期检测：做到心中有数，早发现、早处置、减少损失

非瘟疫情下如
何自繁自养？



“杜×长×大”杂交组合的种猪繁育体系

核心群
(GGP)

繁殖群 (GP)

商品群 (P)



核心场

扩繁场

商品场

运输过程中
的生物安全
如何保证？



非瘟疫情下集团公司为保障种猪运输生物安全

投资巨大



计算后备母猪的需要量
项目 例子

平均基础母猪数 (A) 2500

年更新率 (B) 0.50

每年需要后备母猪数 A x B = (C) 1250

购买后备种猪的隔离天数 (D) 60

后备母猪的配种分娩率 (E) 0.90

清理隔离设施的天数 (F) 7

要购买的后备母猪数 C / E = (G) 1389

购买后备母猪的批次 365 days /  (D + F) = (H) 5.45

每批需要购买的后备母猪数 G / H 255



商品场引种二元母猪的风险估算

• 为证实猪群规模效应，从外部购入后备母猪替换猪群中
一定比例的母猪。假定后备母猪数量为n，源猪群中病
原感染率为p，Marchevsky等（1989）认为由引种导
致至少感染一头母猪的风险（P）服从二项分布。

• 假设p = 0.01且在引种前未进行病原体检测，那么，一
个500头母猪的猪群每年替换掉20%的母猪（n=100），
其引入病原的风险(P)为0.64，同等替换率条件下，一个
100头母猪的猪群(n=20)，其风险(P)为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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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2500头母猪的商品场，年淘汰1/3二元母猪，年引种850头后备
猪(n=850)，风险P为 0.9998!  只要漏检一头就有可能引入病原！



为什么不要用三元母猪？

• 杜长大三元母猪猪含有：

–杜洛克50%+长白猪25%+大白猪25%

• 如果用杜洛克公猪配，子代含有：

–杜洛克75%+长白猪12.5%+大白猪12.5%

• 如果用长白公猪配，子代含有：

–杜洛克25%+长白猪62.5%+大白猪12.5%

• 如果用大白公猪配，子代含有：

–杜洛克25%+长白猪12.5%+大白猪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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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5% 25%



非瘟疫情下如何自繁自养？
（减少猪群流动）

不引种 用三元母猪 性能下降，杂种优势丢失

终端+轮回杂交体系 性能不下降，杂种优势保持

① 不用引种母猪，自繁自养不退化，减少生物安全风险
② 3+品种轮回杂交，母猪杂种优势85%+
③ 商品猪杂种优势100%，毛色为白全，等同“杜长大”



何为杂种优势？
• 杂种优势（heterosis），是指杂种第一代在体型、生长率、繁殖力、
抗病力及行为特征等方面均比亲本优越的现象

–混血儿

–近亲不能结婚（欧洲王室近亲联姻[血友病]；美国混血大溶炉）

–母马和公驴交配生出来的骡比马和驴都强壮高大

–袁隆平杂交水稻，最高1200 kg/亩

• 机理：显性假说和超显性假说

–杂种优势的遗传机理复杂，仍在研究中

AngelaBaby，爷爷德国人；费翔，中美混血



杂种优势率

• 杂种仔代比纯种父母平均高出的部分（来自非加性效应）

• 例如：猪的平均日增重

A品系 = 900 g / d

B品系 =  800 g / d

父母平均 = 850 g / d

这些父母的后代的平均日增重为 = 950 g / d  

杂种优势率= (950 – 850)/850 = 100 / 850 = 11.76%

–杂种优势是免费的！在商品猪、鸡生产中被广泛使用



杂种优势的比例（杂种优势率的简化计算）

•以当完全不同的两个品种杂交时产生的杂种优势比例定义
为100%，那么：

–当A与B杂交时，如果A含有B的25%的血统时，杂种优势比例
为75%，因为它们只有75%血统是不同的

–当A与B杂交时，如果A含有B的50%的血统时，杂种优势比例
为50%，因为它们只有50%血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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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种优势的类型
1. 个体杂种优势

养猪生产中的最大群体，影响最大

体型、生长率、繁殖力、抗病力、行为特征等

2. 母本杂种优势

杂种母猪超越其纯种母本的优势，影响母猪和其后代的母性性状

排卵数、受胎率、分娩率、初生重、断奶数

3. 父本杂种优势

杂种公猪超越其纯种父本的优势，影响公猪（终端父本），对后代
影响较小；精子数、精液体积、性欲

同样是杜洛克公猪，不同品系杜洛克杂交出来的公猪性欲更强！



性状 遗传力 杂种优势

繁殖 低 高

抗病 低 高

生长 中 中

胴体 高 低

杂种优势和遗传力的关系

遗传力低
的性状杂种
优势更高！



遗传力
性状 遗传力

产活仔数 0.10

断奶仔猪数 0.05

母猪利用年限 0.10 - 0.15

21日龄窝重 0.15

到110kg的日龄 0.35

饲料转化率(F:G) 0.30

背膘厚 0.40

繁殖性状
的遗传力
非常低！



杂种优势的利用

•杂种优势不能遗传

–杂合子中的超级性能并不能通过配种繁殖传给下一代

•为什么“爱因斯坦”的儿子不能成为另一个“爱因斯坦”？

–基因组合没有传给后代

•仅是个体的基因传给了后代

•基因加性效应 = 遗传力, EPDs, EBVs

–杂种一代再自群繁殖时原有基因组合被打乱，重新组合了

•在减数分裂过程中基因随机分离

•引种-退化-再引种-再退化......（只能不断引种）



终端杂交
(需购买所有后备母猪)

洋三元商品猪

杜洛克
公猪或精液

长×大二元母猪
100% 母本杂种优势X

洋三克商品猪
100% 个体杂种杂势

• 必须有扩繁场提供大长二元后备母猪，每年分批更新
• 优点: 易于管理, 所有选配是一样的
• 缺点: 难以买到所需要的优良大长二元母猪+常年多次引种风险大



两品种轮回杂交

杂种商品猪

所有猪
上市

杂种母猪

长白公猪

大白公猪

杂种母猪



二品种轮回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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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长白公猪 X 大白公猪 X 长白公猪

50%
50%

75%
25% 37.5% 62.5%

大白猪血统长白猪血统



二品种轮回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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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大白公猪 X 长白公猪 X 大白公猪

68.75%
31.25% 34.375% 65.625%

67.2%
32.8%

大白猪血统长白猪血统



三品种轮回杂交

长白公猪

杜洛克公猪

大白公猪

杂种母猪 杂种母猪

杂种母猪

杂种商品猪
所有猪
上市



三品种轮回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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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长白公猪
X 大白公猪 X 杜洛克公猪

大白猪血统长白猪血统杜洛克猪血统

50% 25% 25% 25% 62.5%
12.5% 12.5%

56.25%
31.25%

F1 F2



三品种轮回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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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猪血统长白猪血统杜洛克猪血统

X 长白公猪 X 大白公猪 X 杜洛克公猪

56.3% 15.6%
28.1%

28.1% 57.8%
14.1% 14.1%

28.9%

57%

F3 F4 F5



轮回杂交的杂种优势
世代数

达平衡后的杂种
优势比例（%）轮回杂交系统 1 2 3 4 5 6

2品种/品系 100.0 50.0 75.0 62.5 68.9 67.2 66.7

3品种/品系 100.0 100.0 75.0 87.5 87.5 84.4 85.7

4品种/品系 100.0 100.0 100.0 87.5 93.8 93.8 93.3

5品种/品系 100.0 100.0 100.0 100.0 93.8 96.9 96.8

6品种/品系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96.9 98.4



轮回杂交
• 优势:

–不用引种后备二元母猪，自繁自育自养

–不用养纯种母猪（没有核心群、扩繁群），全心致力于终端商品生
产，仅留最好的母猪作为后备留种

• 缺点:

–不能利用特定的父系和母系

–所有利用的品种都必须有较好的母性性状、生长和肉质性状

•有多少品种有这样强?

–要有多个品种或品系的公猪

–不同杂种母猪要求与配不同品种的公猪



三品种轮回杂交

1. 后备母猪在繁殖性能最好的母猪后代中选留种

2. 公猪的利用顺序一旦设定了就不要改变

3. 在任何时候，母猪群体中可能存在3、4、5或6个不同类型的杂种
母猪

4. 母猪需要与正确品种/品系的公猪配种，确保后代杂种优势最大化



轮回杂交+终端杂交

• 轮回杂交和终端杂交之间有没有一个折中的方案？

• 答：利用轮回杂交来生产后备母猪，利用终端杂交来生产商品肉猪

• 终端+轮回杂交比单独的轮回杂交具有更多的杂种优势：

1. 可以节省后备母猪繁殖群体

–仍然需要购买终端杂交的公猪

2. 可以通过终端公猪来选择个体品种的性状

–可以集中利用一些品种的优势和劣势



两品种轮回+终端杂交

前15% 最好的母猪 余下85% 母猪

杂种母猪

终端公猪：杜洛克 或 皮特兰

上市肉猪杂种母猪

杂种母猪
长白公猪

大白公猪

X轮回



三品种轮回+终端杂交

商品肉猪
（白色）

前15% 的好母猪

丹系长白公猪

杂种白母猪

杂种白母猪
杂种白母猪

美系/英系大白公猪

法系大白公猪

余下85% 母猪

杂种白母猪

杜洛克棕色公猪

母系去势公猪上市

X

轮回



猪的毛色遗传规律

•全白色对全黑色、全棕色是显性

•全黑色对全棕色是显性

•猪毛色遗传受多个基因位点控制，不是纯种杂交时往往遗
传规律复杂，易出现“花豹”

–杜长大三元母猪（白色）再配杜洛克（棕色）易出现杂毛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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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杂交+终端杂交的优点

• 可以一次性引种母猪，之后不用再引种母猪

• 减少了疫病的风险

• 适合于采用人工授精

• 母系杂种优势为86%（3品种轮回杂交）或66.7% （2品种
轮回杂交）

• 终端杂交后，商品猪具有100% 的杂种优势



三元母猪如何配种改终端轮回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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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丹系长白公猪 X 法系大白公猪 X 美系大白公猪

50% 25% 25%

美系大白猪血统法系大白猪血统丹系长白猪血统

F1 F2



三元母猪如何配种改终端轮回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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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丹系长白公猪 X 法系大白公猪 X 美系大白公猪

美系大白猪血统法系大白猪血统丹系长白猪血统

F3 F4 F5



三元母猪如何配种改终端轮回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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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丹系长白公猪 X 法系大白公猪 X 美系大白公猪

美系大白猪血统法系大白猪血统丹系长白猪血统

F6 F7 F8



后备母猪的需求

• 假设每年需要1389头后备母猪，无论是购买还是内部繁殖

• 一次选择需要多少母猪?

繁殖所需后备母猪数 后备母猪选择比例 后备母猪生产总数

1389 80% 1736

1389 65% 2137

1389 40% 3472



后备母猪需求
• 假设在内部繁殖系统里，每个祖代母猪在生产中有8个后代到达
了上市体重

• 每个祖代母猪的8个后代中产生了4（一半）个母猪，每头母猪有
一年产2.2窝 (8.8)

后备母猪选择百分比 后备母猪生产总数 所需祖代母猪数
(假设祖代母猪 80%分娩率 )

用于后备母猪生产的群体
所占比例

80% 1736 246 9.8%

65% 2137 303 12.1%

40% 3472 494 19.8%



后备母猪需求
• 不考虑任何疾病爆发，分娩率的波动（夏季与其他季节）等因素

• 也必须生产后备祖母代猪

• 通过轮回杂交内部生产后备母猪的成本非常低！

所需祖代母猪数

(假设80%分娩率）

用于后备母猪生产
的群体所占比例

祖代母猪的后备母猪需
要数量
(假设50%作后备，75%受胎率）

祖代母猪总数
和所占的群体
百分比

246 9.8% 75 321(12.8%)

303 12.1% 92 395 (15.8%)

494 19.8% 132 626 (25.0%)



终端轮回杂交中如何选择前15%的好母猪？

商品肉猪
（白色）

前15% 的好母猪

丹系长白公猪

杂种白母猪

杂种白母猪
杂种白母猪

美系/英系大白公猪

法系大白公猪

余下85% 母猪

杂种白母猪

杜洛克棕色公猪

母系去势公猪上市

X

轮回



杂种后备母猪的选择

•在母猪体重80–108 kg 时选择

•生长速度快的后备母猪—味口好，能吃

•体型结实
–背腰水平, 结构松散

–两个同样大脚趾的大蹄

–胸宽, 有强性的肋骨(非偏平)

–灵活的关节, 重点是前后腿站立的姿势

–无关节肿涨



杂种后备母猪的选择

•腹线（乳头）

–小, 均匀分布, 发育良好的乳头

–无翻乳头

–无瞎乳头或幼稚的乳头

•理想背膘：15--20 mm 

•温顺、安静，不易兴奋，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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