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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与养猪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信息技术分会名誉理事长说明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信息技术分会是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二级专业分会。
创建2005年，在天津市召开首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首任理事长，中国农
业大学张勤教授、首任秘书长，中国种猪信息网&《猪业科学》超级编辑
部总编辑孙德林教授。现任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熊本海研究员。学会从成立、发展到壮大，特别是最近10年在熊本海理事
长领导下，各项工作开展井然有序，会员规模不断壮大，学术会议层次高、
落地性强，极大推进畜牧业走向现代化、信息化。本届会议由中国畜牧兽
医学会信息技术分会特别支持。熊本海理事长做开场致辞并做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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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10月出版《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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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国农业大学
出版社）。



数字经济
    习近平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
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
2022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压力情况下，数字经济作为
国民经济加速器作用凸显，成为经济向好的关键力
量，为实体经济发展，天能蓄力。

    1秒钟可以干什么？电商平台上，消费者点
击1秒钟，后头有17亿次计算。1秒钟内有3000
个快件。目前数字经济收入超45万亿美元。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地位



养猪业数字经济
养猪业数据流产生

养猪业数据流规划与设计

养猪业数据流开发

养猪业数据流使用

我们迎接到养猪业数字经济新时代和养猪业数字经济的春天！



生猪产业数字经济
    养猪业数字经济就是合理规划数据，有效使用数据，发挥数据在
养猪生产中作用。特别是要合理利用资源，对生产各环节进行资源有
效匹配。例如，在生产体系内部，我们合理安排母猪配种时间，减少
母猪非生产时间（21天断奶和28天断奶，非生产时间增加7天）。如果
根据背膘厚度，实施精准背膘管理与配种，对于母猪多产仔极有好处。
在体系外部，我们实施精准通风、除湿、除臭、降温和光照，猪只生
产更加最大限度发挥作用。我们通过精准给予外部条件，每头母猪PSY、
MSY都发挥到极致，这些外部条件给予一定要是实施智能化、自动化，
不是认为手工操作。



生猪产业智能化
    养猪业智能化就是把养猪生产工艺、管理技术，通过物联网来实现少
为人工参与，多是通过优先、无线传输，把养猪生产各环节紧密联系起来。
（1）通过智能化设备，如机器人实现替代人手操作；（2）通过养猪生产
中种猪管理实现智能优选后备种猪、通过精准确定查情，达到100%配种，
最大限度发挥母猪遗传提前，多生、优生；（3）通过智能化同期发情与精
准判断排卵，实现母猪批次来、批次走（母猪批次化管理智能化）；（4）
在仔猪生产、生长各环节，通过智能化设备对猪群成长情况进行管理，大
小区分（分拣系统）、大小营养差异化与各自精准投料（智能化精准投料
与限饲，后备母猪需要限制供给）；（5）在猪群管理方面更是智能化，通
过智能化巡检系统，发现可以现象，及时处理；（6）在种猪选择上，通过
扫描估重、精准称重智能设备，精确考察种猪生长与培养；（7）在选种选
配方面也可以采用智能理论，把育种算法植入系统，可以实现大群下选择
个体；（8），，，，，



生猪产业数字化管理
    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智能化管理，把人的思想和算法植入到智能化设备上，让设
备实现对猪的管理，做到人想要什么，就能实现什么？我们努力通过数字管理要效
益，通过数字化管理获得经济利益最大化。（1）精准查情系统。过去都是人工查
情，费事费力、系统误差几大（个人经验），后来用公猪查情，但疫情原因也难以
实现。现在可以通过算法，把母猪发情指标定义在一个范围，获得100%查情，100%
精准查情可以实现100%配准，这样由原来配准分娩率85%提高到100%，这15%的贡献
就是数字管理带来的效益。过去，外国养猪专家来到中国，说你使用软件系统可以
提高10%的养猪效益就是这个道理。（2）精准投料。对后备母猪需要限制饲喂，对
生猪肥育猪需要区分对待，许万根开发一款设备就可以实现区分精准投料，这样有
粗放养猪走向精准养猪，分拣系统也是这样，控住猪的体重，使上市猪体重近乎一
致，便于屠宰、分割，养猪慢慢走向标准化和工业化，产品一致性好。（3）对外
猪只生长环境控制一致，风量、风速、温度、湿度、光照、有害气体等，按照不同
阶段生长猪进行精准算法，通过物联网技术给予良好供给。



手机时代生猪产业数字化管理

    过去数字化管理是靠纸记录下来，现在大多数人都2台手机（除我
之外）。比如，现在核算检测，都是用手机扫描身份证，信息直接传
到系统内；在饭店点菜也是手机扫码。在养猪生产实现数字化管理也
可以在手机上实现。生产记录的搜集，手机扫描；种猪测定记录也是
手机通过WIFI与电子称连接；外部环境控制也是手机控制；全部生产
系统都是全部在手机里。现代老板都是时尚达人，很多年轻猪场老板
都是可以展开屏幕，宽银幕看报表。猪只异常现象通过轨道扫描，无
线WIFI连接到手机上，马上通过视频找到发病猪栏位及大致锁定位置。



生猪产业智能化与数字化管理
1、智能化环控系统（通风、降温）；
2、智能化空气净化系统（除臭、过滤）；
3、种猪性能测定系统；
4、妊娠母猪电子饲喂站；
5、智能产床（母仔一体化）；
6、育肥猪分拣系统；
7、智能化查情系统；
8、智能化疾病诊断系统；
9、智能化清粪系统（机器人）；
10、智能化供料系统（料线）；
11、智能化液态料供料系统；
12、智能化洗消系统；
13、猪场全生产链管控平台。



生猪产业智能化与数字化管理
1、智能化环控系统（通风、取暖、降温）

上世纪50年代 上世纪70年代 上世纪90年代 本世纪初

本
世
纪
南
方
取
暖
设
备

本世纪使用最多水莲降温 长沙瑞和无线WIFI变频风机



生猪产业智能化养猪与数字化管理
2、智能化空气净化系统（除臭、过滤）

北京中育种猪公司 北京中育种猪公司

青岛得八兄弟机械有限公司

四川齐全农牧废弃处理系统



生猪产业智能化养猪与数字化管理
3、种猪性能测定系统

    中国有十几个种猪性能测定站，广州、武汉能够成为国家测定站，很多省也有，大部分属于荒废。因疫情
原因和经济利益竞争，限制了集中测定广州开展。现在很多大型种猪企业有自己的性能测定站，最近十年，
场内测定工作开展不错。从设备制造上看，国产设备已经进入市场，效果也不错。最早是荷兰睿保乐公司、
法国ACEM公司。



生猪产业智能化与数字化管理
4、妊娠母猪电子饲喂站 母猪电子饲喂站基本上国产化了。最早是荷兰睿保乐

公司、美国奥斯本公司进口，但国产设备在精小元器
件方面还存在改进空间。



由母猪到育肥猪的实践数据

扬翔立体猪场育成舍----生长过程中实时数据采集

提高饲料转化效率

提高养殖效率
引自：印遇龙院士报告（2022,6，长沙）



智能化养猪与数字化管理
5、智能产床（母仔一体化）

北京顺鑫农业母子一体化产床 青
岛
得
八
兄
弟
升
降
式
产
床



生猪产业智能化与数字化管理
6、育肥猪分拣系统

德国大荷兰人公司分拣系统



生猪产业智能化养猪与数字化管理
7、智能化查情系统

也有机器人公猪查情



生猪产业智能化与数字化管理
8、智能化疾病诊断系统（软件是专家系统）



生猪产业智能化与数字化管理
9、智能化清粪系统（机器人）



生猪产业智能化与数字化管理
10、智能化供料系统（料线）



生猪产业智能化与数字化管理
11、智能化液态料供料系统



生猪产业智能化与数字化管理
12、智能化洗消系统



牧原股份集群式工厂化立体养猪项目

龙华股份集群式工厂化立体养猪项目

生猪产业智能化与数字化管理

引自：印遇龙院士报告（2022,6，长沙）



全自动、全密闭高效防污染饲料输送管道网络

生猪产业智能化与数字化管理



——扬翔精准选配公猪精液
智能调取机器人系统

生猪产业智能化与数字化管理-机器人开发

——全自动无人转猪系统



——疫苗注射系统——智能化精准饲喂监控系统

智能化养猪与数字化管理-机器人开发

引自：印遇龙院士报告（2022,6，长沙）



人工智能
实时评估

l 精准感知猪个体的营养需求
l 精准配制营养适宜的饲料
l 精准按时的饲喂供给系统
l 精准实时肉质检测评价装备系统

  

传统的人工称重设备

智能轨道机器人称重设备

40kg

智能化养猪与数字化管理-机器人开发

引自：印遇龙院士报告（2022,6，长沙）



猪价行情

原料行情

优质猪肉
精准供给
精准组分
精准日粮

智能化养猪与数字化管理-精准供料

引自：印遇龙院士报告（2022,6，长沙）



数字化管理



实时监控个体分析结果

数字化管理



实时监控个体分析结果

数字化管理



日期 编号 均重(kg) 22号盘点均重（kg） 准确率%

11月23号 C6-1 118.04 118.9 99.27

C6-2 109.57 105.8 96.56

C6-3 112.17 109 97.17

C6-4 113.73 109.4 96.19

C6-5 111.04 108.1 97.35

C6-6 106.33 107.1 98.71

C6-7 113.58 113.6 99.98

C6-8 104.76 102.7 98.03

C6-9 107.63 109.1 98.63

C6-11 103.89 94.6 91.06

C6-12 110.19 104.9 95.20

C6-13 113.48 115.3 98.40

C6-14 108.93 108.3 99.43

C6-15 104.8 104.3 99.52

C6-16 106.64 102.9 96.49

C6-17 105.04 104.1 99.11

C6-18 111.84 111.9 99.95

C6-19 110.76 114.9 96.26

实时监控分析结果

数字化管理



数字化管理的阳光猪舍



下一步工作
No.1 举办“中国生猪产业智能化养猪装备与数字化管理系统论坛”

    近十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力推广5G技术、区块链技术、物联网技术，从生活到生产，无处不
感到外部的冲击力，必然拉动养猪生产的信息化崛起。

    十年来，中国生猪产业向智能化和数字化迈进，中国生猪产业从十年前引进、消化到十年后的吸收、
集成与再创新，中国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装备和软件信息平台系统。

    十年间，中国生猪产业发生巨变，MSY从十年前14头到现在20头，这种技术进步实属信息化技术的
贡献居多。

    十年里，中国整改了一批高污染、产能落后的养猪企业，创造了一批国际先进水平和高效养猪企
业，大面积使用智能化装备和信息化数据管理系统。

    这十年，中国诞生了一批敢于担当、大胆实践、勇于创新的优秀养猪企业家，把工业化信息处理
技术搬到猪场，建设一批又一批适合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猪场。他们敢吃螃蟹，是开路先锋，是排
头兵、突击队。

    以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信息技术分会熊本海研究员等核心专家团队的中青年科学家们向实践学习、
向企业家学习、向相关学科学习，引导、集成多学科知识、人才、资源，走产学研融合之路，大胆创
新，建设了一个又一个智慧猪场。



下一步工作
No.1 举办“中国生猪产业智能化养猪装备与数字化管理系统论坛”

    在这十年，一次打击、一次危机、一次影响不仅没有摧毁中国生猪产业，相反，在习近平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下，建设了一大批以现代机械装备的智慧猪场，特别是在楼房猪场创新使用信息技术、云技
术、物联网技术。如今，生猪产业发展出现创新、创造、创业大浪潮，探索出产教、产学深度融合的组
织机制和激励机制，实现了人才聚合、技术集成和服务聚力，高效发挥了科学家品牌优势、多学科交叉
融合，中国博鳌高端猪业科技论坛组委会认真做好了养猪行业组织工作，极力打通堵点、连接断点，引
导技术、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流向企业。
    我们怀揣着对中国生猪产业发展的伟大梦想、伟大工程、伟大事业，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
得的伟大成就，特别是科学家们的伟大贡献、企业家们的伟大创新精神与伟大实践，把党的二十大描绘
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的现实。

    每年举办一次论坛，系统总结一年来中国智能化养猪与数字化管理研究、开放、实施、落地进展，严格进行
系统评估！



下一步工作
No.2 创建“中国智能化养猪装备与数字化管理”创新战略联盟

    创建中国智能化养猪与数字化管理创新战略联盟的宗旨是：探讨养猪业智能化与智慧猪场问题，邀
请全国生猪产业链教育、科技、推广、产业、服务工作者共同参会，与到会专家、企业家共同交流，用
科学知识武装养猪业，提高我国生猪产业整体生产效率，促进我国智能化养猪生产体系的建设，期待早
日打造真正的智慧猪场；汇聚智能化养猪行业各板块人士参与论坛，营造产、学、研融合的交流氛围，
共享猪业先进科技成果。

    创建联盟后，可以举办科学家成果落地高端论坛、企业家实战技术与管理高端论坛、围绕生猪产业
智能化发展与智慧猪场建设进行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思想，促进学科发展，推动自主创新。弘扬科学精
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可以组织举办智能化养猪展览，展示当前生猪产业新理念、新技术和新产品，弘扬当代企业家敢于
创新、勇于探索的奋进精神，促进科研成果与企业成果相互转化。

   可以表彰奖励在生猪产业智能化建设活动中取得优秀成绩的科学家、企业家、生猪产业体系、生猪
产业组织等，推广先进做法和成果，推广先进的理念和思路，促进行业追求科学、永争先进的学风。

  联盟可以带领成员单位，制定团体标准、开展联合公关活动，更好地完善和推动智慧猪场建设。



下一步工作
No.3 编写《中国智能化养猪装备与数字化管理》专著

第1章 《智能化装备与数字化管理系统》知名企业（800字简介，视频资料）；
第2章 智能化环控系统（通风、降温）；
第3章 智能化空气净化系统（除臭、过滤）；
第4章 种猪性能测定系统；
第5章 妊娠母猪电子饲喂站；
第6章 智能产床（母仔一体化）；
第7章 育肥猪分拣系统；
第8章 智能化查情系统；
第9章 智能化疾病诊断系统；
第10章 智能化清粪系统（机器人）；
第11章 智能化供料系统（料线）；
第12章 智能化液态料供料系统；
第13章 智能化洗消系统；
第14章 猪场全生产链管控平台；
第15章 中国智慧猪场案例展示。



下一步工作
No.3 编写《中国智能化养猪装备与数字化管理》专著

（1）大牧人；（2）大荷兰人；（3）京鹏;（4）大鸿;（5）瑞和;（6）农信互联;（7）斯高德;（8）
得八;（9）无锡富华;（10)张佳;（11）小巨人;（12）汇牧鑫;（13）王雷;（14）牧斯德;（15）青岛
银罺;（16）安徽智农农科;（17）安徽鲸洋;（18）青岛高峰;(19)东方雨虹;(20)广东农机所;(21)何德
曼;(22)奥斯本;(23)睿宝乐;(24)省事儿;(25)小龙潜行;(26)小牧人;(27)李职液态奶;(28)河南和
顺;(29)上海王伟伟;(30)武汉朱宏文;(31)影子公司;(32)力宝维;(33)青岛尚芳;(34)挺好;(35)深圳创
怀;(36)科诺;(37)河南瑞昂;(38)河南领育;(39)猪乐道;(40)华牧智农;(41)福建智辰;(42)河南全
高;(43)润农科技;(44)上海益诸;(45)广州中亿;(46)青岛泽宇;(47)武汉中畜;(48)佛山市馨园照明，
(49)烟台宝源;(50)江苏富泰;(51)北京唯达;(52)长沙兴牧;(53)青岛科创信达;(54)上海普氢;(55)深圳
深亚达;(56)江西齐尚盛祥;(57)青岛派如环境;(58)广州富森;(59)广州博仕净化;(60)北京探感;(61)江
西奥斯盾;(62)江西卓康;(63)青岛尚芳;(64)上海铭金机械;(65)丹汇规划设计院;(66)广州荷德曼;(67)
广东南牧机械，(68)山东中智牧歌、(69)厦门康浩;(70)英孚克斯;(71)因而克公司;(72)河南邦懋;(73)
山东鑫光正;(74)亿茂环保;(75)青岛东吉丰;(76)宁波米氧;(77)青岛意联机械；（78）博力瑞特；（79）
山东良好环境公司，，，，（100）。



下一步工作
No.4 创建中国智能化养猪装备与数字化管理大数据平台

第一，整合猪场数据管理平台

第二，整合优秀公猪站数据管理平台

第三，整合中国地方猪种数据管理平台

第四，整合2006-2022年中国生猪市场动态数据管理平台

第五，整合中国生猪产业智能化装备企业数据管理平台



下一步工作
No.4 创建中国智能化养猪装备与数字化管理大数据平台

第一，整合猪场数据管理平台



下一步工作
No.4 创建中国智能化养猪装备与数字化管理大数据平台

第二，整合优秀公猪站数据管理平台



下一步工作
No.4 创建中国智能化养猪装备与数字化管理大数据平台

第三，整合中国地方猪种数据管理平台



下一步工作
No.4 创建中国智能化养猪装备与数字化管理大数据平台

第四，整合2006-2022年中国生猪市场动态数据管理平台



下一步工作
No.4 创建中国智能化养猪装备与数字化管理大数据平台
第五，整合中国生猪产业智能化装备企业数据管理平台



下一步工作
No.4 创建中国智能化养猪装备与数字化管理大数据平台
第五，整合中国生猪产业智能化装备企业数据管理平台

5.1建设以小程序为客户端数据搜集系统。种猪企业、公猪站和地方猪企业数据可以通
过终端小程序进入数据库；重点客户有授权查找自己的相关数据和在系统中排名，可
以提出咨询、请求，向数据中心专家申请技术服务。
5.2通过各智能化装备和软件企业所掌握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整理，产生养猪生产技
术数据。
5.3市场行情数据用于判断行业发展与顶层设计参考，同时即时报告全国生猪、种猪价
格走向，判断出栏时机选择与未来预期走势。
5.4 每年举办一次智能化养猪与数字化管理论坛，每年召开一次联盟会议，每年出版
智能化养猪与数字化管理蓝皮书，每年出版中国种猪场调研报告，猪人工授精调研报
告，中国地方猪产业调研报告，中国生猪产业市场分析报告。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