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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原肉羊分子育种技术研究

l 二十一世纪是分子育种的
时代。

l FAO曾预测：二十一世纪
80%的生物育种将依赖分子
育种......



n 种羊贡献率：约40%；种羊/育种=芯片,发动机,操作系统=核心技术.

n 表型、系谱、育种值、分子选种；分子育种，现代肉羊业最主要特征；

n 传统育种技术是通过表现型间接对基因型进行选择，存在许多缺陷。

n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MAS）是通过分析与目标基因紧密连锁的分子标

记的基因型来进行育种，可提高育种效率，实现早期选择等。单基因标

记→全基因组选择（GS）。

n 分子育种还包括遗传修饰育种（基因工程育种）技术：传统的转基因基

因→基因编辑技术。

n 分子育种实践：多胎羊育种；兰德瑞斯羊，罗曼若夫羊；波利佩

(Polypay)，考勃莱（Cobred）；澳洲白，塔马拉克。

Tomorrow's sheep today



n 基因编辑技术在肉羊育种中的应用

ü 传统育种技术发展的瓶颈是遗传多样性减少，遗传负相关的

存在，难以实现优良基因聚合。

ü 以基因编辑为代表的基因修饰技术是目前生命科学研究的前

沿和热点。目前国内羊基因编辑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利用

CRISPR／Cas9系统对MSTN等基因敲除为主，也有少量单基

因编辑（如BMPR-1B→FecB）、基因敲入（fat-1)。

ü 基因敲除式基因编辑不宜被用于制备生产用途的新种质：
• 生物安全、动物福利等方面的问题。

• 单碱基编辑+基因敲入性编辑技术相结合，实现遗传负相关性状的多个

候选基因进行编辑，才是羊生物育种的正确道路。



n 河南农业大学肉羊生物育种技术研究团队，开展分子遗传研究，挖掘优

良基因

ü 对绵羊多胎基因互作进行研究，探索基因高效聚合的途径；

ü 对绵羊精液品质性状相关的重要候选基因的遗传多态性进

行鉴定，发掘相关的分子标记；

ü 对绵羊妊娠毒血症相关的重要候选基因的遗传多态性进行

鉴定，揭示其发病的分子遗传机制，筛选可用于抗病育种

的有利基因型；

ü 相关研究旨在发掘优良基因资源，开发分子标记，通过MAS

选择实现遗传改良。



1.2.1 槐山羊和中卫山羊BMP4分子标记

在内含子3中检测到了2个邻近突变（G2203A，G2214C）。

G2203A位点的GA和GG基因型是槐山羊体重、体高的有利基因

型。

发现BMP4基因3’UTR区存在的微卫星也与体重存密切关联，

BB型是有利基因型（张弛等，2010）。



1.2.2 绵羊多胎性状候选基因群及其互作效应研究

河南小尾寒羊，湖羊，杜泊羊，272只；飞行时间质谱生物芯片系统；

对影响绵羊产羔数的17个主要候选基因（FecB、GDF9、MTNR1A、

ESR、RBP4、PRL、PRLR、FecXL、INHA、INHBA、BMP4、

FSH-β、IGF-1、IGF-2、PGR、RXRG、Zar1）中的20个重要SNPs对

产羔数的互作效应进行分析；

发现有显著聚合效应的7个位点：

FecB(A746G)、GDF9(G477A)、

ESR(C363G)、PGR(C70T)、

M T N R 1 A ( G 6 0 5 A ) 、 T G F -

1(G4988A)和PRLR(G304A，李晓

雯，2015）。



1.2.3 绵羊精液品质性状候选基因群体遗传效应分析

2016年，杜泊，萨福克，白萨福克，道赛特，288只；

对精液品质性状相关的15个候选基因（FSHR、LHCGR、MBL2、CD4、ID2、AR、EPPIN

、INHA、AQP7、 CYP19、HSP70、BMP7、TRIM、CFTR和CAPNF）重要SNPs与12项精液品质

指标（原精液量、精液浓度、精子活力、顶体完整率、路径速度VAP、直线速度VSL、曲线速度VCL、侧摆幅值ALH、鞭打

频率BCF、线性度LIN、移动角度MAD、前向性STR指标）进行关联分析；

LHCGR、MBL2、CD4以及ID2基因多态性与种公羊的精液品质性

状有关（王赛赛，2016）。



2018年，SPATA7、SPATA16、SPEF2基因多态性分析；检到43个多

态位点；

SPATA7基因rs418082626A>G位点，GG型精液量极显著高于AA和

AG基因型（P<0.01）；

SPEF2基因rs400991588A>G位点，GG型的精子活率显著低于AA型

和AG型（P<0.05）；rs407363126T>G位点，TT型精子活率显著低于

GT型和GG型（P<0.05）；rs419749948A>G位点，AA型精子活率低

于AG型和GG型（P<0.05）。

多个单倍体型与精子活率等形状密切关联。



1.2.4 绵羊糖脂代谢相关基因多态性与妊娠毒血症发病率的关联分析

2017年，湖羊，发病组，204只；对照组，62只。

鉴定HMGCS2、DAGLA个体基因型，测定绵羊7种血清生化指标、5种

生理指标以及D-3-羟丁酸浓度；统计OPT发生率。

在两个候选基因中检测到15个SNPs。

DAGLA，试验组中单倍体型C-C-T-A-C-C-A-G-A的频率显著大于对照

组（OR=2138731.13，p<0.001）。

HMGCS2单倍体型，试验组T-A-C-T-T-G-C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OR=2.07，p=0.035<0.05）;试验组单倍体型T-A-C-T-T-A-C频率显著高

于对照组（OR=394523444.81，p<0.0001）。（韩帅斌，2017）



2018年，鉴定DLD和DLAT基因型，关

联分析。

在两个候选基因中检到16个SNPs。

FecB群体遗传分析。SASgenetics.

FecB与OPT关系密切（p<0.01）；

BB型母羊患病率是B+型母羊7.28倍；

三羔妊娠患病率是两羔妊娠11.46倍；

体况指数每降低1级患病率增加4倍；

BB型母羊血酮和AST的水平显著高于

正常母羊，血钙和血糖显著低于正常

母羊。（王京，2018）。



二、中原肉羊生物育种工作进展

l 肉羊生物育种“四条腿”：杂

交育种，BLUP育种，MOET育种，分

子育种;

l 诚谢内蒙古大学王建国教授的大力

支持：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2.1 建立肉羊分子育种试验基地

中鹤牧业有限公司，三阳畜牧有限公司，洛阳领头羊牧业有限公司；

中鹤牧业公司：

ü 现有各类羊约8万只，其中基础母羊5万只。

ü 完善的分子育种实验室:PCR仪、凝胶成像仪、酶标仪、电脑控制精
子分析仪等；



2.2 培养肉羊生物育种技术队伍

l 河南农业大学肉羊分子育种技术研究团队: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产业化胚胎移植技术团队；

l 河南肉羊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2017年，河南农业大学、河

南科技大学、中鹤牧业有限公司、河南三木绿源畜牧养殖有限

公司、河南坤元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洛阳鑫洛农牧集团有限公

司、洛阳领头羊牧业公司等45家肉羊企业。



2.3 组建种羊核心群，完善分子育种体系

l 繁育体系：核心群， 繁殖群， 商品群；

l 种羊存栏数：各类种羊只约1.7万只，其中核心群羊约1500只，

各品种保持8-10个家系。

品种 核心种羊 繁殖母羊

杜泊羊 437（10） 1915

萨福克羊 416（8） 34

道赛特羊 302（8） -

湖羊 310（10） 14690

总计 1465 16639



2.4 注重肉羊纯种繁育

l 从澳大利亚引进3000只肉种羊，初生重、断奶重、6月龄重、周岁重、2

岁重；公、母羊繁殖性能测定；





品种 样本量 体重/kg 体高/cm 体长/cm 胸围/cm 管围/cm

澳洲白 5
100.40±9.

13
73.60±2.

30
82.80±2.5

9
105.4±6.8

11.80±0.
84

白萨福
克

60
91.66±22.

16
81.60±4.

11
89.92±5.1

9
109.85±10.

9
11.77±1.

02

道赛特 24
107.75±13

.98
83.54±3.

79
92.63±4.7

8
116.08±6.1

7
12.48±0.

94

杜湖 22
89.93±10.

64
75.00±2.

98
86.18±4.3

4
88.96±37.7

7
10.80±1.

01

杜泊 282
85.89±14.

70
72.54±4.

39
83.64±5.5

5
104.32±10.

09
11.37±5.

00

湖羊 11
96.09±7.2

9
84.18±3.

43
87.55±2.9

1
109.36±3.7

8
9.27±1.2

7

萨福克 39
95.01±21.

85
80.21±5.

03
91.64±6.4

1
111.12±20.

07
11.70±0.

87

表9 纯种公羊成年体重体尺









l 多胎主效基因FecB；

l 基因渗入（gene introgression)策略：

ü 塔马拉克（Tamarack Prolific line，Tamarack sheep）：第三

代多胎绵羊品种；

ü 中国美利奴羊多胎新品系；萨福克多胎品系；鲁西黑头羊;滩羊多

胎品系...

ü 中原农区肉羊育种：

ü 多胎性（fecundity），每产2个断奶成活羔羊；

ü 多产性（prolificacy)，二年三产以上；

ü 早期日增重，250g/d以上。

ü 杜泊型肉羊是农区肉羊育种的基本模式。

2.5 开展肉羊杂交育种



l 杜泊羊多胎新品系培育

l 基因渗入，将湖羊FecB基因优良基因导入杜泊羊群体，应用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育成杜泊羊多胎新品系｡

l 经FecB基因选择，已经生产多胎品系羊350只，对其中150只

母羊进行了MOET扩繁，生产MOET羔羊210只，目前杜泊羊

多胎品系羊存栏560只，正在进行横交固定｡

l 具体育种目标

l 体型外貌:多胎杜泊羊｡ 数量：450只；

l 生长发育特性:成年公羊90～110kg，成年母羊70～80kg；断奶前日增重250～300克｡

l 屠宰性能:屠宰率达到55%以上，净肉率达60%，肉骨比≥4.2，GR值10.65，眼肌面积15.99CM2，

肉色评分≥4.5，大理石评分≥3.33，剪切力≤11.22｡

l 产羔率180%～200%以上｡ 春秋可繁殖，2年3产｡



n 中原肉羊王（Master of Mutton Sheep in the Central Plains)培

育

l 基因聚合，利用GS选种､ 基因编辑技术，将湖羊有FecB基因､ 多胎多产，

白萨福克羊生长快､ 肉质佳，以及杜泊羊全年繁殖､ 抗逆性强､ 退毛等优良

特性聚合在一起，培育携带FecB基因､ 繁殖力强､ 生长快､ 肉质佳的肉羊新

品种｡ 目前正在进行杂交扩群。

l 具体育种目标

ü 体型外貌:白头羊，无角，体格中大，全身白色，背腰宽平｡

ü 生长发育:成年公羊90～110kg，成年母羊70～80kg；断奶前日增重250～300克｡

ü 屠宰性能:屠宰率达到55%，净肉率达60%，肉骨比≥4.0，GR值8.20，眼肌面积

16.70CM2，肉色评分≥4.3，大理石评分≥3.0，剪切力≤10.0｡

ü 产羔率180%～200%以上｡ 繁殖无季节性，可2年3产｡





l 含有白萨福克血液的羊，胴体重大，眼肌面积大.



l  湖羊肉肉色浅，嫩度小；

l 由白萨湖F1羊可以推测，白萨福克羊肉肉色深，大理石纹

评分高，但肌肉嫩度小；



l 白萨福克羊肉必需氨基酸和ω3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2.5 应用分子标记进行选种

l 对育种群进行取样检测，分别检测湖羊、杜湖F2和小尾寒羊、杜

泊羊2024、723、491、100只，共3338只进行FecB基因型鉴定。



l 湖羊分子育种

ü 品系繁育：在中鹤牧业、洛阳领头羊牧业，建立了湖羊高繁

殖力品系和体大品系；



l 小尾寒羊分子育种

ü 品系繁育：在三阳牧业公司，建立了小尾寒羊高繁殖力品系

和大个品系；



2.6 实施胚胎生物技术育种

l 广泛实施同期发情+腹腔镜人工授精技

术：5-8万只羊群，4年；

l 建立肉羊产业化胚胎移植队伍；

l 建立高效肉用绵羊产业化MOET技术

ü 对影响肉用绵羊胚胎移植技术效果的重

要因素（品种，季节，超排方案，胚胎

质量，季节，个体因素（父亲，母亲）

）进行全面分析；优化了肉用绵羊

MOET技术方案；

ü 主要技术指标总体国内先进，部分指标

（可用胚胎数）国内领先。

ü 大规模产业化胚胎移植技术：供体数量

超过国内各地报道

ü 多年的验证性研究，结论可靠。3年试验

。



年度
处理
羊数

发情
羊数

发情率

（%）
输精
方法

输精数
量

产羔率
（%）

2016 5320 4894 90.0

内窥镜
法

3650
85.6

（3124/3650）

常规法 1244
65.0

（808/1244）

2017 12050 -- --
内窥镜

法
10544 83.5%

ü 广泛实施同期发情+腹腔镜人工授精技术；腹腔镜法受胎率高约20%。



ü 肉羊产业化胚胎移植技术研究与应用

年度 供体数目 供体品种
平均可用
胚胎数

受胎率（
%）

产羔
数

鲜胚移植

2015 138
杜泊，萨福克，白萨福克
，道赛特

4.46
±4.11

74.2 228

2016 288 杜泊，白萨福克，道赛特
6.27

±4.84
50.9 460

2017 592
杜泊，白福克，白萨福克
，道赛特，澳洲白

6.35
±5.93

62.6 1177

2018 136
杜泊，白福克，白萨福克
，道赛特，澳洲白

5.69
±6.42

63.9 247

合计 1154
6.03

±5.50
61.3 2112

冻胚移植

201
7 500枚 澳洲白 冻胚 56.9 146



2.7 探索种羊精液品质低下症和营养代谢性病防治技术

l GAA(胍基乙酸)对精液品质低下症的防治作用；

ü 对精液品质底下的种公羊补饲1%GAA，可显著改善精液品质，没有观察到明显的副

作用；

ü 对精液品质底下的种公羊补饲2%GAA，可显著改善精液品质，但可使种羊体重明显

升高.



l 补饲过瘤胃产品对多胎绵羊妊娠毒血症发病率影响
ü 绵羊妊娠毒血症（OPT）是多胎妊娠母羊妊娠后期糖脂代谢紊乱引起的一种营养代谢性疾病。临床和

病理特征是母羊产前瘫痪、高血酮、低血钙、低血糖、肝脏脂肪性变；发病率在0.5%-20％不等，尚无

有效疗法，死亡率可高达80％。

ü 在妊娠110d-145d补饲过瘤胃维生素产品，可有效预防多胎种羊OPT发生，可使发病率

降低13%，还可降低血酮、提高血糖水平；

ü 过瘤胃维生素和过瘤胃氨基酸加油明显的协同效应。



肉羊BLUP育种值估算

道良佐教授，BLUP。
在中原地区，加强BLUP遗传评估技术推广应用，势在必行。

BLUP育种尝试：依据相关参考书籍，编写SAS、SPSS、
matlab程序，进行遗传参数估算和BLUP育种值计算；

河南省肉羊遗传资源志书：2018年，9个品种；

肉羊营养调控......

2.8 其它...

ü ASReml：澳大利亚，混合线性
模型；可计算遗传参数，也可
基于SNP估计GBLUP，进行全
基因组选择（GS）。

ü 南京慧牧科技有限公司：肉羊
育种管理软件，有BLUP计算功
能；筹建河南省肉羊遗传评估
系统。



三、中原肉羊生物育种工作展望

l 加强技术创新研究；

l 联合育种，协同攻关；

l 河南肉羊生物育种中心。河南农业大学，中鹤牧业有限

公司，河南省畜牧局，河南三木绿源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洛阳鑫洛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创源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南京惠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洛阳领头羊牧业公

司等。



技术合作单位：河南创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刘洪波博士→产业化动物克
隆+基因编辑

河南创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刘红波博士；

商业化家畜核移植及基因编辑工作，在国

内同行业具有较大的知名度｡

2013年8月从美国回国，创立河南省格林

金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创源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3)2015年11月，获得郏县红牛､ 金黄阿奎登和日本和

牛三个品种体细胞克隆牛17头，克隆牛出生率25%以

上，处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

4)近年，先后与“985”和“211”高校､ 中科院等科

研院所和行业上市企业､ 龙头企业合作，利用体细胞

克隆技术得到抗蓝耳病猪､ 抗流行性腹泻猪､ 高繁殖

力猪､ 高瘦肉率和“双肌臀”猪等基因编辑种猪遗传

新种质群体7个｡

5)目前已获得体细胞克隆基因编辑新种质仔猪248头

， 包括国内首批“双肌臀”体细胞克隆基因编辑陆

川猪38头､ 体细胞克隆IGF2基因编辑高瘦肉率陆川

猪12头(成果待公开发表)｡

6)到2018年3月，累计完成17个基因编辑体细胞克隆

猪模型的构建｡

7)相关成果被河南省电视台､ 中华网､ 凤凰网､ 光明

网､ China Daily､ 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和环球

时报英文版(Global Times)等中外知名媒体进行专访

或报道｡





未来工作：优良基因挖掘+基因聚合

GWAS: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基因芯片＆深度测序；
发掘优良基因：季节性繁殖
性，生长速度，肉质.
芯片价格过高。

GS:全基因组选择

建立参考群体：获得个体性
状表型+测定个体SNP基因型
→建立GEBV预测方程）；
在选择群体中进行GS：测定
个体SNP基因型→计算个体
GEBV→依据GEBV进行选择
）。

基因编辑：遗传负相关性状

FecB+Myomax；
FecB+fat-1；
Myomax+fat-1；
FecB+Myomax+fat-1；

乳腺反应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