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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种铸基石
1.种业的重要性
2.取得的成绩
3.存在的问题

二、畜禽种业
1.品种资源是基础
2.遗传改良是关键
3.种畜禽监管是保障

三、种业振兴
1.畜禽良种联合攻关
2.畜禽遗传改良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瑞典农业大学经济学硕士。

1990-2001，农业部奶类项目办公室

2001-2006，全国畜牧总站品种资源处

2006-2009，全国畜牧总站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国际合作处

2010-2017，全国畜牧总站畜禽资源处

2017- 全国畜牧总站牧业发展处

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动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区域

磋商亚太区负责人、第六届粮农动物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

工作组副主席。

目前负责种畜禽质量监管和畜禽遗传改良工作。



• 猪粮安天下，良种铸基石。

• 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

• 良种决定着畜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一、畜禽种业

40%

良种对畜牧业发展的贡献率
种，料，病，管



供种能力显著增强一

生猪
原种能繁母猪存栏量11.6万头；祖代能繁母猪存栏量19.2万头；年提供种猪数
1594.81万头；1592个种公猪站，生产精液3763.28万头份。
奶牛
种公牛存栏791头，冷冻精液1500万支；种奶牛场为241家，年末存栏种牛74.85
万头。
肉牛
种公牛站37个，种公牛存栏3396头，育种核心群共13729头，种公牛站存栏肉用采
精种公牛共计2364头，共生产冻精2618.9万剂，销售冻精2030.5万剂。
肉羊
我国有国家肉羊核心育种场11个，肉羊种羊场1885个。
蛋鸡
祖代蛋种鸡的企业有15家，在产祖代蛋种鸡平均存栏63.46万套；父母代种鸡企业
433家，父母代雏鸡共销售1687.78万套。
肉鸡
祖代种鸡869.9万套，父母代肉种鸡7860.8万套。全国祖代白羽肉种鸡年平均存栏
115.53万套。祖代黄羽肉种鸡年平均存栏量约为137.83万套。
肉鸭
种鸭场（肉鸭和蛋鸭）共计288个，祖代白羽肉鸭养殖企业11家，祖代白羽肉种鸭
平均存栏量为43.31万套；我国父母代白羽肉种鸭平均存栏量约为1826.35万套。

2018
年

同比

畜禽场 7806 -23.9%

种畜站 1650 -22.2%

种畜禽年末
存栏

2365
6万

-5.3%

能繁母
畜

325万 -13.4%

种公畜 8.5万 -26.5%

出场总畜禽 1598
1万

+3.4%

生产胚胎总
数

19.3
万

-16.8%

生产精液总
量

6339
万

-16.0%

种畜禽场生产规模



种质水平显著提高一

2018年 比2010年

生猪达100公斤
出栏日龄

163天 缩短6天

商品代蛋鸡料蛋比 1.9～2.0∶1 提高5%

泌乳牛年均单产 7吨 提高35%

奶牛
年均单产达到7吨，较2010年前提高了

35%；进入10吨俱乐部的主体超过45家。
生猪
核心育种场母猪年产断奶仔猪数（PSY

）达到23头，较5年前增加了1头；达100公
斤日龄163天，较5年前减少了4天。

肉羊
平均胴体重由2014年的14.90公斤提高

到2017年的15.35公斤，快长系湖羊新品系
核心群3世代产羔率达203%（头胎）。

蛋鸡
年产蛋数达到320枚，较5年前增加了10

枚；快速型黄羽肉鸡出栏重较5年前提高了
15%。

北京鸭

配套系料肉比达1.9:1，繁殖性能和生产

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自给率稳步提升一

 生猪：2018年进口种猪6500头，核心种源的自给率为
95.8%；近五年来，每年平均进口种猪8921头，自给率在
94%以上。

 奶牛：生产荷斯坦牛冷冻精液1500万支，能100%满足国内
奶牛场冻精需要。但是实际销售冻精超过400万支，市场占
有率约50%。

 肉牛：西门塔尔、安格斯及其杂交群体占肉牛存栏2/3，种
源自给率为70%，其余的30%依靠进口；牦牛、水牛及地方
黄牛等品种区域性明显，种源以自己为主。

 蛋鸡：新增祖代蛋雏鸡自给率为67.0%。父母代雏鸡自给率
为34.38%。

 肉鸡：白羽肉鸡基本依赖进口，黄羽肉鸡品种全部为自主
培育。

 肉鸭：自有品种35.39万套，祖代白羽肉种鸭自给率为
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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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一

 生猪核心种源性能不高，有效的联合评估机制尚未建
立。

 奶牛自主培育的种公牛较少，主要依赖进口胚胎、精液
借腹生子；参与性能测定的112万头牛仅占中高产牛数量
的30%。

 肉牛核心育种群规模较小，生产性能测定体系尚未建
立，种公牛站整体生存困难，冻精库存较大。

 肉羊育种工作刚刚起步，育种研究滞后；种羊竞争力不
强，父系种羊仍以引入品种为主。

 家禽方面白羽肉鸡育种滞后，良种全部从国外引进；
黄羽肉鸡育种企业数量多、规模参差不齐，整体技术力
量薄弱。

 种禽场的禽白血病等垂直传播疾病防控有待加强。

生产性能 国内
国际先进水

平

生猪

达100Kg体重日龄（天） 163 150

PSY（一头母猪一年提
供的成活仔猪数）
（头）

25 33

料肉比（断奶到出栏） 2.6 2.2

奶牛 年均单产（吨） 7.4 9.0-10.0

肉牛 平均胴体重（kg） 200 354

蛋鸡

饲养日产蛋数（20-72

周龄）（个）
310-320 320-330

产蛋期料蛋比（19-72

周龄）
1.9-2.2 2.0-2.1

白羽肉鸡 料肉比 - 1.6-1.7



• 品种资源是基础
»多样性

»育种的素材

»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

• 遗传改良是关键
»新品种配套系培育

»本品种选育提高

• 种畜禽监管是保障
»生产经营许可

»种畜禽质检

»物理性状

»种用性能

二、畜禽种业



畜禽育种

——历史悠久

 我国是多种家畜、家
禽的起源地。

 畜牧业是华夏农耕文
明重要组成部分。

 伏羲被尊为我国畜禽
养殖的始祖；早在的
西汉时期就有皇家的
育种官员。

 育种家伯乐：伯乐过、
马遂空，非无马也，
无良马也。



遗传资源

——丰富多彩

 我国是世界上畜禽遗传
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
多样性的地理、生态类
型，众多的民族，千百
年的精心选育，形成了
数量众多的地方品种。

 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
质特性各异，普遍具有
适应性强、繁殖力高、
肉质鲜美等特点。

 满足未来需求，促进可
持续发展。

 番禺猪、北京鸭等对世
界著名品种的形成做出
过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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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资源

——丰富多彩

 我国是世界上畜禽遗传
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
多样性的地理、生态类
型，众多的民族，千百
年的精心选育，形成了
数量众多的地方品种。

 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种
质特性各异，普遍具有
适应性强、繁殖力高、
肉质鲜美等特点。

 满足未来需求，促进可
持续发展。

 番禺猪、北京鸭等对世
界著名品种的形成做出
过重要贡献。



我国是世界上家养动物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之一。经鉴定
的地方畜禽品种（资源）有554个，居世界第一位，比第
二位的法国多60多个(据粮农组织DAD-IS信息系统)。

小计 地方品种 培育品种 引入品种

总计 901 554 166 181

61% 18% 20%



中国驴的起源和类别

省 区
Province or region

驴头数
Number of donkey

占全国比例（%）
Percentage of whole 

country

顺 序
The order

新 疆 119.0 17.3 1

辽 宁 104.0 15.1 2

甘 肃 101.8 14.8 3

河 北 80.7 11.7 4

云 南 34.0 4.9 5

河 南 27.1 3.9 6

山 东 26.9 3.9 7

山 西 20.4 3.0 8

陕 西 18.7 2.7 9

吉 林 16.5 2.3 10

四 川 10.3 1.5 11

宁 夏 9.9 1.4 12

西 藏 8.9 1.3 13

黑龙江 8.1 1.2 14

青 海 6.1 0.9 15

江 苏 5.4 0.8 16

北 京 1.2 0.2 17

天 津 1.0 0.1 18

安 徽 0.6 0.1 19

湖 北 0.4 0.1 20

湖 南 0.4 0.1 20

重 庆 0.2 0.03 22

贵 州 0.2 0.03 22

广 西 0.1 0.01 23

各省区的驴数（万头）

中国驴的起源和类别

（一）种源

非洲野驴是家驴始祖，我国家驴和欧洲克罗地亚种群

同源，即非洲野驴的后裔，与亚洲野驴无关。

（二）引入家驴时代与途径

家驴由东北非洲渐次传播到我国北部、西北部的确切

时代已难详考。

中原地区有关驴的最早文献是在商汤时代。

（三）现代家驴类别

1．大型驴

2．小型驴



大型驴
 分布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天山南麓和塔里木盆地南部边缘。

 关中驴、晋南驴、泌阳驴、广灵驴、阳原驴、德州驴、渤海驴、和田青驴、吐鲁番驴。



小型驴
 散布在西南、西北、华北、中原以及苏皖淮河以北标高3000m以下的山岳、丘陵、沟壑地区，包括
南疆以及青藏高原东部边沿的农区、半农半牧区，产区皆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区。

 川驴、淮北毛驴、苏北毛驴、红河驴、青海毛驴、陕北毛驴、太行驴、新疆驴、云南驴、涼州驴。



三、遗传改良

新品种配套系培育

新品种、新品系、配套系

本品种选育提高

群体遗传改良计划



遗传改良计划
通过科学的遗传评估，选择出经验证具
有优良生产性能和经济价值的优良基因
型群体，并将其优良基因逐步传递到生
产群。

遗传进展

=选择准确性*遗传变异性*选择强
度/世代间隔

• 依据血统、系谱
– 亲本优良 ≠ 后代优良

• 凭经验、肉眼观察
– 经验 ≠ 科学

• 根据性状的表型值
– 表型优秀 ≠ 遗传优秀

• 通过科学的遗传评估
P = G + E 

P = 性状表型值
G = 遗传效应
E = 环境效应

如何实现群体遗传改良



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

奶牛 生猪 肉牛 蛋鸡 肉鸡 肉羊 水禽

2008-2020 2009-2020 2011-2025 2012-2020 2014-2025 2015-2025 2019-2035



•遴选92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组
建15万头核心群，超过美国、加拿大
和丹麦，为全球之最。

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

生猪遗传改良计划——选精英



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打基础

夯实遗传改良基础工作，培育畜禽育种“大国工匠”



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促交流

•紧紧抓住种公猪这个实施联
合育种的“牛鼻子”，以国
家级公猪站为纽带，带动遗
传物质交流，开展联合评估，
推动联合育种。



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搭建猪基因组选择育种平台

•启动全国猪全基因组选择平台项目，组建由7家科研单位和30育种企业组成的种猪分子育
种联盟。

•构建参考群体

•发布基于家猪基因组全序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育种新技术。



生猪遗传改良计划——建机制

•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中心登记
种猪570万头，生长性能测定
记录300万余条，繁殖性能测
定记录数200万余条，每2天提
供的估计育种值1000万余条。

•24小时内完成一次评估计算，
48小时内将遗传评估结果反馈
给用户。

•建立了联系专家制



•场间关联率逐年上升，从
2011年到2016年提高了7-8

倍

•2017年核心场平均PSY23

头，达100公斤日龄163天。

•遗传改良计划目标：100公
斤日龄缩短2天，PSY每年
增加0.15头。PSY遗传进展
传导到全国，可少养1250头
能繁母猪。

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成效显著



• 法律法规体系

• 资源资源管理

– 进出境管理

– 品种管理

• 证照管理

• 质量标准体系

• 质量监管

三、种畜禽监管



法律法规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2006年7月1日起施行，2015年修订

1.《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审批办法》
《从境外首次引进畜禽遗传资源技术要求》、《种猪及精液进口要求》、《种牛及冷冻精液和胚胎进口
技术要求》、《种鸡进口技术要求》

2.《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3.《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管理办法》
4.《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审定和遗传资源鉴定办法》
《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和遗传资源命名规则》、《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审定和遗传资源鉴定技术规范》

5.《优良种畜登记规则》
6.《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
7.《种畜禽管理条例》2018年废止

8.《种畜禽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8年废止

9.《〈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15年废止

10《家畜遗传材料生产许可办法》



种畜禽管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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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同一领域或相近领域多个标准

《种猪登记技术规范》《种猪档案记录》《种猪生产性能测定》
《猪常温精液》《猪常温精液生产与保存技术》《猪人工授精技术规
程》

二是滞后

《猪常温精液标准》《奶牛冷冻精液标准》

三是标准缺失

猪冷冻精液标准

四是缺少判定标准

家禽配套系质检

种畜禽质量标准体系有待完善



种畜禽质量安全监督检验项目

种畜禽质量安全监督检验项目经费442万元

种猪生产性能测定120万元，
抽选600头种猪开展生产性能测定，
按照每头种猪2000元标准测算

种猪常温精液质量检测118万元，
抽检1180头种猪的常温精液质量，
按照每头1000元标准测算

种鸡生产性能测定144万元，
开展10个批次的种鸡生产性能测定，
按照每个批次14.4万元标准测算

种牛冷冻精液质量检测60万元，
抽检750头种公牛冷冻精液质量，
按照每头800元标准测算。

种猪品种：选择长白、大白、杜洛克。指标：包括30kg-

100kg日增重、达100kg日龄、校正至100kg背膘厚、测定期饲料

转化率等指标。程序：由抽检企业送样。依据：种猪生产性能

测定规程(NY/T 822-2004) 。

种猪常温精液指标：包括种猪精液的外观、剂量、活力、直线

前进运动精子数、畸形率、有效期等。程序：中心随机抽样，
按照种猪常温精液（GB 23238—2009）
家禽抽样（种蛋），依据家禽生产性能名词术语和度量统计方
法（NY/T823-2004）、鸡饲养标准（NY/T33-2004）和生产性
能测定技术规范（NY/T 828-2004）检测
种牛冷冻精液质量检测 依据牛冷冻精液国家标准（GB4143-

2008）检测种牛冷冻精液的外观、剂量、精子活力、前进运动
精子数、精子畸形率、细菌菌落数等。



意见与建议

一、建立与现代畜禽种业相适应、符合放管服要求的种畜禽
管理系统

改进品种、配套系、品系鉴定审定办法，完善种畜禽评价机制

改革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制度和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系统

完善场内测定与中心站测定相结合的种畜禽质检监督检验测试体系

及时修订、更新技术标准与规程

二、理顺管理机制，健全队伍

三、开展种畜禽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1.抽检办法
2.精准打击



习总书记谈农业种业
2018年4月12日视察南繁基地

“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最大的国情。良种在
促进粮食生产方面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要下决心把
我国的种业搞上去，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农业农村部组建种业管理司

中央一号文件：加快发展现代农作物、畜禽种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四、种业振兴



种业创新的两个重要抓手

畜禽良种联合攻关——助推器

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压舱石

共同服务于畜禽种业创新

协同推进、协同创新



畜禽良种联合攻关
 以提升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培育自主
品种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品种为载
体、企业为主体、科研为支撑，推进我
国由种业大国向种业强国的历史性转
变。

 培育一批自主品种和品牌，提升主要畜
种核心种源自给率，满足乡村振兴和现
代畜牧业发展对高效、高产、优质品种
及配套系的需求。

 到2022年，形成一批畜禽联合攻关的标
志性成果，商业化育种体系进一步优
化，畜禽种业发展质量效益显著提高，
育种企业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一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
二要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
三要坚持多元合作，共建共赢。
四要坚持统筹谋划，整体联动。



 优质瘦肉型猪选育联合攻关

 地方猪种种质创新联合攻关

 荷斯坦牛种质自主创新联合攻关

 白羽肉鸡育种联合攻关

 湖羊选育及其新种质创制联合攻关

 “华西牛”新品种培育联合攻关



畜禽遗传遗传改良计划2.0——面向未来是五年中国畜禽

种业的顶层设计

突出种业自主创新，应用前瞻技术。

注重体质机制创新，夯实基础、推动联合

生猪、家禽、水禽、马驴、蜜蜂遗传改良计划，

牛、羊群体遗传改良计划

畜禽遗传改良计划



立足行业特点，坚持问题导向，突破行业发展瓶颈。

针对多元化市场需求，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加强特

色地方品种资源的选育利用。

集思广益，博采众长，规避缺陷，做好顶层设计，注

意吸收各方建议。

马驴遗传改良计划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