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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26颁布，
农办牧10号。 

一、改良计划颁布 

奶牛 生猪 肉牛 蛋鸡 肉鸡 肉羊 

  2008-2020     2009-2020     2011-2025     2012-2020    2014-2025    2015-2025  

我国肉鸡遗传改良现状、指导思想、总体目标、
主要任务和任务指标、主要内容、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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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肉鸡遗传改良计划工作领导小组与专家组名单 

文杰 中国农科院北京牧医所 组长 

陈宽维 江苏家禽所 副组长 

舒鼎铭 广东农科院畜牧所 组员 

张细权 华南农大 组员 

李辉 东北农大 组员 

蒋小松 四川畜科院 组员 

邵华斌 湖北农科院 组员 

罗平涛 山东凤祥集团 组员 

张德祥 广东温室食品集团 组员 

宫桂芬 中国畜牧业协会 组员 

赵桂苹 中国农科院北京牧医所 秘书 

                   领导小组 
 
组     长：王智才 
副组长：王宗礼  李希荣 
成     员：郑友民  左玲玲  王志刚  
文    杰  王  健  张金松  陈宽维 
办公室主任：郑友民 
副 主 任：左玲玲  王志刚  文  杰 
成  员：王  健  张金松  邱小田  
孙从佼  赵桂苹 

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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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标准、规程 

1《全国肉鸡遗传改良计划管理办法》  

2《国家肉鸡核心育种场和良种扩繁推广基地遴选程序》 

3《国家肉鸡核心育种场遴选标准》 

4《国家肉鸡良种扩繁推广基地遴选标准》 

5《商品代肉鸡性能测定场入选要求》 

6《商品肉鸡性能测定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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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场、扩繁推广基地遴选 

申报、函审、现场审查、会议综合
评审。 

2015年公布第一批国家核心育种场
和国家良种扩繁基地。  

第一批国家肉鸡核心育种场名单  
  1 江苏省家禽科学研究所家禽育种中心 
  2 江苏兴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 浙江光大种禽业有限公司 
  4 安徽五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 河南三高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6 广东温氏南方家禽育种有限公司 
  7 广东天农食品有限公司 
  8 广东金种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广州市江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和种鸡场 
10佛山市高明区新广农牧有限公司 
11佛山市南海种禽有限公司 
12鹤山市墟岗黄畜牧有限公司 
13广西金陵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14海南罗牛山文昌鸡育种有限公司 
15四川大恒家禽育种有限公司 
 
第一批国家肉鸡良种扩繁推广基地名单 
  1河北飞龙家禽育种有限公司 
  2江苏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3江苏京海禽业集团有限公司 
  4安徽五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5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7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8广东温氏南方家禽育种有限公司 
  9广东天农食品有限公司 
10广州市江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1佛山市南海种禽有限公司 
12鹤山市墟岗黄畜牧有限公司 
13隆安凤鸣农牧有限公司 
14海南罗牛山文昌鸡育种有限公司 
15玉溪新广家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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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术培训 

20151124北京和20171114广东台山
两次集中技术培训。 

内容涉及肉鸡育种核心技术、疾病净
化、基因组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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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督导、调研、平台建设 

 2016年技术指导、需求调研。 

 建立肉鸡遗传改良数据平台，收集和分

析核心品种生产性能。 

大恒核心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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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源育种 

 新鉴定地方鸡品种资源2个，太行鸡、广元黑
鸡；新建龙胜凤鸡、双莲鸡2个国家级保种场。 

 培育肉鸡新品种13个（12年计划40个）。 

 峪口小型白鸡通过丏业委员会审定。 

2014-2016年3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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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遗传改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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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2014年 

出栏重kg 料重比 成活率% 出栏重kg 料重比 成活率% 

批次/出栏 121/469万只 88/277万只 
区域 冀、豫、鲁、辽、吉、苏 冀、豫、鲁、辽、苏 
平均 2.55 1.68 96.4 2.37 1.87 94.8 
变异系数 8.9 7.1 2.9 9.2 10.9 3.1 

白羽肉鸡遗传改良进展 

数据来自农业部全国肉鸡监测项目。 
出栏日龄4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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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自农业部全国肉鸡监测项目。 

黄羽肉鸡遗传改良进展 
2017年 快速型 出栏日龄 出栏重kg 料重比 成活率% 日增重 g 

批次/出栏/区域 30/66万只/安徽、湖北、山东、浙江 
平均值 52 1.81 2.19 95.4 35.31 
标准差 4 0.31 0.19   2.4   8.49 

2014年 快速型 出栏日龄 出栏重kg 料重比 成活率% 日增重 g 
批次/出栏/区域 30/37万只/安徽、湖北、山东、浙江 
平均值 52 1.70 2.27 96.3 32.84 
标准差   3 0.35 0.19   2.4   6.24 

2017年 慢速型 出栏日龄 出栏重kg 料重比 成活率% 日增重g 
批次/出栏/区域 151/184万只/安徽、广东、广西、四川、浙江 
平均值 118 1.74 3.37 95.3 15.03 
标准差    11 0.28 0.40   3.5 4.18 

2014年 慢速型 出栏日龄 出栏重kg 料重比 成活率% 日增重g 
批次/出栏/区域 151/173万只/安徽、广东、广西、四川、浙江 
平均值 116 1.65 3.81 95.2 14.51 
标准差   10 0.33 0.56   4.0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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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羽肉鸡商品鸡42日龄体重、料重比、成活
率。 

广明1号（正常型） Ross308 
体重 kg 3.15 3.00 
料重比  1.71  1.67 
成活率 % 94.50 94.50 
胸肌率 % 23.30 22.90 

腹脂率 %  2.57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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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长型黄羽肉鸡49日龄体重、饲料转化效率、
胸肌率、成活率。岭南黄鸡2号、新广铁脚麻
鸡、金陵花鸡等。 

审定时测定站数据 2017年性能 

品  种 岭南黄2号 新广铁脚麻鸡 岭南黄2号 新广铁脚麻鸡 

上市日龄 天 56 60 48 60 

上市体重 kg 1.74 ♂1.75;♀1.50 1.80 ♂2.50;♀2.05 

料重比 2.20 ♂2.30;♀2.35 1.8 ♂2.10;♀2.13 

胸肌率 % 20.5 ♂17.86;♀19.35 20.8 ♂19.1;♀20.2 

成活率 % 98.9 98 99.3 98.2 

岭南黄2号、新广铁脚麻鸡性能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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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长型黄羽肉级66周产合格种蛋数、商品鸡饲料转
化率、上市体重变异系数。天农麻鸡、雪山鸡、天
露黑鸡等。 

审定时测定站数据 2017年性能 

品  种 雪山鸡 天农麻鸡 雪山鸡 天农麻鸡 

上市日龄 天 102 ♂108;♀123 99 ♂105;♀120 

体重 kg 1.64 ♂1.85;♀1.63 1.62 ♂1.90;♀1.65 

体重变异系数 8.86 ♂10.8;♀11.3 8.78 ♂10.4;♀10.5 

料重比 3.24 ♂3.72;♀3.78 3.20 ♂3.64;♀3.72 

父母代入舍鸡66周合格
种蛋 个 

154.4 165 177 169 

雪山鸡、天农麻鸡性能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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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栏商品鸡1亿只左右癿配套系：新兴矮脚黄鸡、
天露黑鸡、新广铁脚麻鸡、金陵花鸡、岭南黄2号、
雪山鸡配套系等。 

 

垂直疾病净化得到普遍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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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dw（dwarf）基因的应用 

种鸡产蛋期节约耗料12-15%  

矮小型鸡配套制种模式 

B 

携带dw基因的矮小型鸡基础代谢降低，
饲料转化效率提高 
 (Guillaume et al., 1976) 

ZL96100895.4 

隐性伴性基因，GHR基因癿缺陷型，可降低鸡癿

基础代谢（耗料少）和长骨长度（矮小）。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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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配套系） 农09新品种 品种（配套系） 农09新品种 

新兴矮脚黄鸡 证字第6号 金陵黄鸡 证字第32号 

岭南黄Ⅰ号 证字第7号 岭南黄3号 证字第33号 

京星黄鸡100 证字第9号 金钱麻鸡1号 证字第34号 

京星黄鸡102 证字第10号 弘香鸡 证字第36号 

邵伯鸡 证字第12号 新广铁脚麻鸡 证字第37号 

墟岗黄鸡1号 证字第24号 新广黄鸡k996 证字第38号 

通过国家审定的黄羽矮小型肉鸡新品种（截至2012年） 

20 

节粮技术在30%国审黄羽肉鸡新品种中应用，引

领了肉鸡配套系育种技术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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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隐性白羽基因的应用 

隐性白羽的基因型（王克华，2006） 

鸡癿白羽分为显性白羽和隐性白羽，控制鸡白羽

性状癿等位基因有5对。 

I: 抑制色素形成 
C: 色素原 
O: 氧化酶 
P: 色素表现 
A: 非白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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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色遗传基础特殊、外貌体型好、产肉和产蛋性能

高效，作为配套母本与地方鸡杂交，后代长速快、

饲料转化率高，外貌体型及肉质与地方鸡种相似。 

隐性白羽鸡的
应用模式 

                                                    第一父本                     母本 
                                                （地方鸡）    （洛克型隐性白） 
                                                                          
第二父本（合成系或地方鸡）    父母代母本 
                                                             
                                                      商品鸡 

22 

隐性白羽鸡在黄羽肉鸡育种和生产上发挥了重

要作用（15/40，截止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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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矮小型性状。矮小基因型早期鉴定（8周前），
鉴定淘汰杂合子基因型。 

 隐性白羽基因（插入逆转录病毒癿TYR基因)。淘
汰含隐性白羽基因杂合子个体。 

 快慢羽基因（Kk，与内源性病毒ev21紧密连
锁）。不必局限出壳24小时鉴定，快速建立快慢
羽纯系。 

 黄白肤色（BCDO2，β-胡萝卜素加氧酶2）。群
体内出现肤色分离但只需要一种颜色，常规10-
12周才能确定肤色。 

三、分子标记检测技术  
双重PCR 鉴定鸡快慢羽电泳图（陈忠等，2010，中国家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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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 基因位于Z染色体上，处于肝坏死基因in位点
和无翼基因we位点之间，靠近银色（S）、金色
（s）羽基因和慢羽（K）、快羽（k）基因，与
S、K 位点的交换频率分别为7%和6.6%。 

dw 和DW为不完全显性等位基因。dw 基因同时

具有质量和数量性状基因特性，是能够影响体
形、饲料报酬和产蛋性能等数量性状的主效基
因。 

至少存在Dw、dwB、dwD、dwM4种基因型。与正
常Dw基因比，dwB基因可使体重轻10％、胫长短
5％左右；dwM 13．5％、9％；dwD 30％～4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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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白羽基因杂合子不同鉴定方法的优劣 

隐性白羽基因分子检测效果验证结果 

（曾华等，2015，隐性白羽基因分子鉴定方法在广西三黄鸡检测中的应用, 11，中国家禽） 

接近占比50%

的基因分离和
重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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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GS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地方品种资源评价和保种效果估计。 

商业化育种癿基因组选择。 

研制出我国首款鸡 55K SNP芯片，地方品种+商
品化品系。 

12个地方鸡种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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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群 
1445 
表型 

基因型 

系谱信息 

选留群 

基因型 

系谱信息 

系谱信息 

群体1 
280 

群体2 
1775 

计算GEBV 

选择留种个体 

GS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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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胸肌和腿肌产肉率为主选性状。 

 GEBV 选留一个世代。 

 胸肌率提高2个百分点；腿肌率提高0.7个百分点。 

 进展快，相当于常规选育癿2-3个世代癿进展。 

 综合成本不高。 世代   N 胸肌率% 腿肌率% 

F5 ♂ 404 19.62 16.38 

♀ 488 20.67 16.44 

F6 ♂ 209 22.12 17.09 

♀ 293 23.35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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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测定体重和采食量。 

降低人工成本。 

五、鸡采食量自动测定系统  

测定站测定数：≤15只/个期 
饲料投料量范围： 100-800g 
饲料测量偏差：≤±10g 
体重测量范围： 0.5-5kg 
体重测量偏差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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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羽肉鸡新品种选育。 

2黄羽肉鸡单品种市场占有率。 

3适合屠宰加工黄羽肉鸡新品种培育。 

4黄羽肉鸡生产性能测定癿标准化。 

5育种新技术在企业癿应用。 

一、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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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继续遴选核心场（20个）、扩繁场（25个），
遴选农业部标准化肉鸡示范场（20-25个）。 

2入选场癿劢态考核（3年）。 

3推劢白羽肉鸡自主育种。 

4加强食品安全宣传。 

5遗传改良计划进展评估。 

二、下一步工作 



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系 P 33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