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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猪
(一)引进猪

A 杜滔克、妖白、大自猪

自种来源:引进品种。

特征特性:

(1)大白猪:原产英国，大白猪全身白色，头中等大小，面部微凹，耳适中直立，胸宽

深适度。肋骨拱张良好，背腰较长，略呈弓形，臀宽长，后躯发育良好，腹线平直，四肢高

而结实。

(2) 长白猪:长白猪原名兰德瑞斯，原产于丹麦，头较长，颜面直，嘴筒长，耳大前

倾，背毛全白，体格较大，体侧长深，腹线平直紧凑，肢体较高，后躯丰满充实。

(3) 杜洛克:原产于美国东北部，猪头中等大，颜面微凹，耳中等大，向前稍下垂，被

毛红棕色，从金黄色到暗棕色，深浅不一，体躯深广，背腰较宽，肌肉丰满，肢体粗长。

生产性能:这 3 个品种的共同特点是生长快、饲料利用率高、瘦肉率高，是世界养猪业

使用的主要品种。 在正常饲养条件下， 25~ 100 千克阶段日增重 800 克以上，饲料利用率

3.0: 1 以下，瘦肉率 62%以上， 一般在 10 月龄体重 120 千克以上配种。对我国猪种改良、

品种培育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几年，我国引进了几平所有养猪业发达国家的大白猪、长白猪

和杜洛克猪，大白猪以前在国外主要作为杂交的父本使用，而近 10 年来，也选育了繁殖性

能高的母系大白猪，如法系大白猪。在国外，长白猪主要用于杂交母本，而在我国主要用于

第一父本、母本，在我国许多地方猪改良、品种选育中也曾用长白猪。 杜洛克猪产仔少、泌

乳力差，因此不适宜作杂交繁育体系的母本。我国育种科研单位筛选出的最优杂交组合中，

大部分是以杜洛克为终端父本，商品猪生产中，多用做三元杂交的终端父本，或二元杂交的

父本 。

饲养要点: 营养要求高于我国地方品种或杂交猪，生长肥育猪的粗蛋白质水平需要达到

16%~18% ，饲养管理、环境要求、免疫与其他品种相同 。

适宣区域:适宜在全国推广养殖，冬季需加以适当的保温措施，夏季需加以适当的降温

通风措施。

选育单位:属于引进品种，全国各地原种猪场都有饲养。

联系方式:参阅全国种猪遗传评估信息网 (http: //www.cnsge.org.cn) ，全国生猪

育种核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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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巴克夏猪

昂种来源:引进品种。

特征特性:原产于英国巴克郡和威尔郡， 1862 年正式确定其为一个品种。巴克夏猪的

特征是"六端白"，即鼻端、尾帚、四肢下部为白色，其余通身为黑色。体躯长而宽，鼻短

而凹，耳直立或稍倾，胸深臀宽，背平直或稍弓，腹线平直，臀部丰满，乳头 7 对左右，四

股较短而直、结实，肢间距离开阔。 随着人们对朋体要求的改变，巴克夏猪逐渐向肉用型方

向发展。近年来，引进的巴克夏猪的嗣体品质趋向于肉用型。

生产性能:近年来引人的瘦肉型巴克夏猪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和生产性能。其性成熟较

早，繁殖性能稳定，生长速度接近常用的瘦肉型品种。肉质优良，肌肉色泽红润，肌内脂肪

分布均匀，口感好，显然优于其他引进品种，属于优良的杂交父本。

巴克夏猪初产母猪总产仔数 8 头以上，经产母猪 9 头以上，初生个体重1. 6 千克。达

100 千克体重日龄 165 天， 100 千克体重活体背瞟厚 12. 6 毫米，料重比 2 . 63。嗣体瘦肉率

62% ，肌内脂肪含量 2.7%以上。

饲料要点:巴克夏猪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在满足中等以上营养水平、常规免疫接种和 日

常管理条件下，巴克夏猪均能表现较好的生产性能。

适宣区域:适应我国各地区饲养。

引进单位:山东日照原种猪场、安徽浩翔农牧有限公司、北京市北郎中种猪场、北京市

解放养殖场、伟鸿食品有限公司等。

联系单位:山东日照原种猪场

联系地址:日照国际海洋城涛锥镇蓄岭村北

邮政编码: 276805 

联系人:葛长利

联系电话: 13906338159 , 0633-8211862 

电子邮箱: cnswine@ 163. com 

(二)培育猪

A.湘村黑猪

昂种来源:湘村黑猪原名湖南黑猪，是以桃掠黑猪为母本、杜洛克猪为父本经杂交合成

和继代选育而培育的瘦肉型猪新品种。

审定情况: 2012 年 7 月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的审定，并颁发了畜禽新品种

(配套系)证书 。

审定编号:农 01 新品种证字第 20 号 。

特征特性: 属瘦肉型新品系母系猪，具有体质健壮、抗逆性强、产仔多、母性好、哺育

能力强、生长发育快、饲料利用效率高、月同体瘦肉率高、肉质品质优良等特性，是生产优质

商品瘦肉猪的好猪种。

湘村黑猪被毛黑色(允许肢、鼻和尾端有少许杂毛)，体质紧凑结实。 背腰平直，胸宽

深，腿臀较丰满。 头大小适中，面微凹，耳中等硝竖立前倾。 四肢粗壮，蹄质结实。 乳头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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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排列匀称，有效乳头 12 枚以上 。

产量表现: 农业部种猪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武汉) 2011 年对湘村黑猪的现场抽检

和屠宰测定的结果表明，繁殖性能:总产仔数 1 1. 7 头，产仔活数 1 1. 4 头， 21 日龄窝重

48.0 千克，育成仔猪数 10. 9 头，哺育率 96.6%; 生长肥育性能:日增重 690. 60 克，料重

比 3.34 : 1 ，达 90 千克体重日龄 175.80; ß同体肉质:屠宰率 74.62% ，平均背瞟厚 29. 21 毫

米，眼肌面积 30. 25 厘米2 ，嗣体瘦肉率 58.76 % ，系水力(压力法) 90.38% ，滴水损失

(48 小时) 2.44% ，肌内脂肪 3. 79 % 。

据分类调查统计，委底市范围内已推广湘村黑猪能繁母猪 6010 余头，具备了年生产湘

村黑猪及湘村黑猪杂优商品猪 10 万头以上的生产能力 。 对委星区、涟游、市、双峰县等 3 个

县(区、市)常年饲养湘村黑猪母猪 50 头、 50 头以下 、 10 头以下等不同规模养殖户的调查

统计表明:①湘村黑猪母猪繁殖力强，头平年提供商品猪 23 . 16 头。②养殖效益好，湘村黑

猪母猪头平年利润1. 97 万元，湘村黑猪商品猪头平利润 853.2-1093 元/头，湘村黑猪杂优

商品猪头平利润 853 元。

养殖要点:湘村黑猪适应性强，在满足中等营养水平、常规免疫接种和日常管理条件下，

湘村黑猪均能表现较好生产性能。 较佳日粮营养水平及日粮日采食量标准参考表 l 和表 2 。

表 1 湘村黑猪日粮营养水平

体重阶段 种 猪

养 分 仔猪 生长猪 饪熊、哺乳母猪
公猪

3- 1 0 千克 10-20 千克 20-60 千克 60-90 千克 前期 后期

消化能 (兆焦/千克) 13. 86 13. 44 13. 02 12. 6 J2. 18 12.60 13. 02 

粗蛋白质< % ) 20. 00 18.00 16. 50 13. 00 12. 00 13. 50 15. 00 

钙<% ) 0. 90 0. 80 O. 75 O. 70 O. 70 O. 75 O. 75 

磷< %) O. 75 O. 70 O. 70 O. 60 O. 60 0.60 0.65 

食盐< %) 0. 30 0. 30 0. 30 0.30 0.35 0.35 0.35 

赖氨酸< % ) 1. 10 0. 90 O. 75 0.60 0. 40 0.40 O. 60 

蛋+脱氨酸<% ) 0.50 O. 60 0. 40 0. 40 0.25 O. 25 O. 30 

表 2 湘村黑猪日粮日采食量标准

猪类别 生长或生理阶段 体重(千克) 日采食最(千克)

公猪 配种期 160-190 2. 1-2. 3 

非配种期 160-190 1. 8-2. 0 

母猪 空怀、娃饭前期 140- 180 1. 8-2. 0 

直E赈后期 140- 180 2.1-2.3 

哺乳期 140- 180 4.6-5.0 

后备猪 4-6 月龄 35-70 1. 4- 1. 7 

7-8 月龄 70-90 1. 9-2. 1 

断奶仔猪 2-3 月 龄 20-30 自 由采食

哺乳仔猪 7-30 日龄 3-9 自 由采食

30-60 日龄 9-22 自 由采食

生长肥育猪 生长前期 20-60 自由采食

生长后期 60-90 2.1 -3.0 

日粮定量标准见表 2，但遵循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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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根据体况、季节，日采食量可按 15%进行适当调整。

(2) 哺乳母猪以带仔 10 头为标准，每增减 1 头仔猪，日 :采食量应分别增加 O. 35 千克和

减少 0.30 千克。

(3) 后备猪生长前期应充分饲养，生长后期应适当控制采食量。

(4) 哺乳仔猪和断奶仔猪均应自由采食。

( 5) 生长肥育猪前期应充分饲养，提高日采食量，后期应适当控制日采食量。

适宣区域:适应我国各地区饲养。

选育单位:

1. 湖南委底市湘村高科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湖南省委底市新星中路军分区右侧

邮政编码: 417000 

联系人:杨文莲

联系电话: 13907380397 

2. 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长挪路 8 号

邮政编码: 410131 

联系人:彭英林

联系电话: 073184615302 

电子邮箱: peng _ yinglin@ 126. com 

8. 苏姜猪

自神来源: 姜曲海猪、枫泾猪、杜恪克猪。

选育单位: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扬州大学、江苏省畜牧总站、泰州市农业委员会、

1堪市种猪场、江苏省姜曲海种猪场。

审定情况: 2013 年 8 月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畜禽新品种审定。

审定编号: (农 01)新品种证字第 22 号。

特征特性: 苏姜猪体型外貌一致，全身被毛黑色，头中等大小，耳中等大小略向前倾，

1筒中等长而直，背腰平，腹线较平，体躯丰满，四肢结实 。 乳头排列均匀、整齐，发育良

奸， 乳头数 7 对以上 。 成年公猪体重 204.68 千克，母猪体重 168. 71 千克。

产量表现: 苏姜猪初产母猪平均总产仔数 10. 92 头，平均产活仔数 10. 38 头，经产母猪

均总产仔数 13.90 头，平均产活仔数 13. 15 头 。 30~100 千克阶段平均日增重 700 克，料

比 3 . 2 : 1 ，嗣体瘦肉率 56.6% ，屠宰率 72. 4% ，肉色鲜红，肌内脂肪含量 3.2% ，肉质

~I 好(无 PSE 肉) 。

以苏姜猪作为母本，与大臼公猪和长白公猪杂交，杂交后代在 25~90 千克阶段，平均

11 增重分别为 71 1. 61 克和 697 . 13 克，料重比分别为 2. 92 : 1 和 2.99 : 1 。

养殖要点:

( 1 ) 后备猪养殖要点: ①为使后备猪生长发育均匀整齐，应按性别、体重进行分群饲

币 ， 即公母分开，大小分开， 一般每栏 4~6 头，每头猪占地1. 5~2. 0 米2 0 ②为了使后备

l 剧肢坚实灵活，体质健壮，最好有适度的运动。可在适宜的场所进行自由运动或驱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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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运动可使猪反应灵敏，动作灵活，提高后备母猪的发情比例，使公猪顺利配种 。

(2) 公猪养殖要点:公猪应饲养在阳光充足、通风干燥的圈舍里。每头公猪应单栏饲

养，占地 6~7 米2 ，圈舍牢固，圈墙高1. 5 米，加强公猪锻炼。

(3) 母猪养殖要点:母猪舍内应保持温暖、干燥、卫生，圈栏内的排植物应及时清除，

猪舍内圈栏、工作道及用具等定期消毒。尽量减少噪声，避免大声喧哗，严禁鞭打或强行驱

赶母猪，创造有利于母猪泌乳的舒适环境。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让母猪带仔猪到舍外自由

活动，以利于提高母猪泌乳量，改善乳质，促进仔猪发育。试验证明，按摩母猪的乳房可提

高母猪的泌乳量，按摩时用手掌前后按摩乳房，左侧按摩完了，再按摩右侧，也可用湿热毛

巾进行按摩，这样还可起清洗乳房、乳头的作用。

(4) 仔猪饲养要点:刚断奶时仍要用乳猪料喂 l 周左右，但不可让其吃得过饱，以防下

病。然后通过 10~14 天的时间，逐步过渡到全部换用仔猪料;断奶仔猪对温度的要求仍很

高，因此，断奶猪舍一定要有保温箱，在箱的底部可铺上一层干燥洁净的木板;断奶仔猪可

以原窝养育，也可根据仔猪大小进行重新分群。 食槽要符合要求，并保持充足的饮水;仔猪

在饲喂全价饲料及温度、湿度合适的情况下，仍可能有相互咬斗的现象，这是仔猪的天性，

可在圈栏内吊上橡胶环、铁链及塑料瓶等，让其玩耍，以分散注意力，减少互咬现象;不管

采用双列式还是单列式，舍内均应保持通风、干燥，定期清扫，以保持舍内清洁卫生，防止

蚊蝇滋生，减少有害气体含量。

(5) 做好防疫:严格防疫制度，引进猪严格检疫及隔离，定期进行卫生消毒，适时进行

合理的免疫接种。

适宣区域:北至淮河，南至贵州铜仁，均可饲养。

选育单位: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江苏姜曲海种猪场

联系地址:江苏省泰州市凤凰东路 8 号

邮政编码: 225300 

联系人:赵旭庭

联系电话: 0523-86158080 

电子邮箱: jsfdyc@163. com 

c. 松辽黑猪

白种来源:松辽黑猪是以东北民猪为母本，丹系长白猪为第一父本，美系杜洛克猪为第

二父本，从 1985 年开始，经过杂交、横交、选育等阶段，耗时 23 年，共计 9 个世代，形成

的含杜洛克血液约 45% 、长白猪和本地猪血液各约 27%的培育品种。

审定情况: 2009 年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的审定。

审定编号: 国审编号: (农 01)新品种证书第 17 号 。

特征特性:

(1)繁殖力高:松辽黑猪性成熟较早。经产母猪平均产仔数 12. 7 头，平均活产仔数

11. 9 头; 21 日龄平均窝重 47.9 千克，育成仔猪数 10.6 头， 21 日龄平均窝重 47 . 9 千克。

(2) 生长速度快:松辽黑猪具有外来亲本生长快、体格健壮、饲料利用率高等特点。达

90 千克体重平均日龄为 169 天， 25~90 千克体重阶段平均日增重 692. 5 克，料重比 2.80 : 1 。

(3) 肉质优良:屠宰率 69 . 9%; 嗣体瘦肉率 57.2 % ; 嗣体平均背瞟厚 2.53 厘米;眼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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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30.88 厘米勺肌内脂肪含量 3.52%。元 PSE 和 DFD 肉出现，在市场上受到消费者的

普遍好评。

(4) 抗逆性强:松辽黑猪具有耐粗饲、抗病能力强的特点，能够适应农村的饲养条件，

并且在零下 280C的条件下，不表现弓背和寒战，在炎热的夏季繁殖性能依然正常。适合于

发展节粮型养猪模式，并且因其抗病力强，从而用药较少，可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猪肉。

养殖要点:

1.公猪

(1)后备公猪:后备公猪年龄 7.5 月龄以上，体重 110 千克时方可参加配种。配种前进

行半月的试情训练，检查 2 次精液，精液活力在 0.8 以上，密度中以上，方可投入使用，每

4 天配种 1 头次。

(2) 成龄公猪:公猪日粮采食量根据季节、体况及精液晶质适当调整。每天驱赶运动

o. 5~2. 0 小时，运动分上午、下午 2 次进行，每次运动均伴以梳刷。种公猪每周采精或配

种不高于 5 次 。 人工授精站的种猪每天检查精液，自然交配的公猪每周检查 1 次。

2. 母猪

(1)空怀和娃振母猪:后备猪适宜配种日龄为 9~10 月龄，在发情第二个情期，观察发

情，适时配种。

保持良好的繁殖体况。根据季节、母猪体况和瞟情，适当调整配方或饲喂量。娃振母猪

前期日喂料量 2. 5~3 千克。娃报后期日喂 3~3. 5 千克。任振母猪应防挤、防跌、防打架、

防止机械性流产，圈舍应保持干燥卫生，适宜温度为 16~220C 。夏季注意防暑降温，防止

热应激造成中暑、死胎和流产，冬季注意保温。

(2) 分娩及哺乳母猪:哺乳期母猪日喂 5~7 千克饲料。母猪哺乳仔猪多者，日粮增加。

母猪分娩后 12 小时内不必喂全价饲料，但必须保证充足的饮水(冬季用温水) 。 母猪产后用

抗菌药或中草药消炎，促进恶露排出，防止乳房炎的发生。

3. 仔猪

(1)哺乳仔猪:仔猪生下后立即断脐、擦干、称重、吃初乳。出生后 3 天内固定奶头。

2~3 日龄补铁剂，打耳标 。 5~7 日龄开始诱教补喂乳猪料，采用自由供食和强制诱食相结

合的方法。加强保温防冻防压，采用保温箱红外线灯或电热板等局部措施保温，出生时温度

达到 30~320C 。 至 28 日龄逐渐降至 25
0

C 。 公猪 7~14 日龄去势， 35 日龄断奶。

(2) 断奶仔猪:饲喂断奶仔猪料，更换断奶仔猪饲料时逐渐过渡。以 1~2 窝组成一群，

尽量避免争斗 。 训练仔猪"吃、拉、睡" 三定位。 预防腹泻。 条件允许可在原栏饲养 5~7

天后，转入保育舍井饲养至 70 日龄。

4. 育肥猪 每头猪日采食量1. 0~2. 5 千克，自由采食。采用三餐制，定时饲喂。按体

大小、强弱、公母分栏饲养，分群后进行定位调教，建立有益的条件反射。 体重 90~ 120 

千克出栏。

适宣区域:适宜我国各地区饲养。

选育单位: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联系地址:吉林省公主岭市东兴华街 186 号

邮政编码: 136100 

联系人:张树敏
•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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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13504746888 
电子邮箱: shumin1961@126. com 

D. 晋汾白猪

白种来源: 由太湖猪(二花脸)、马身猪、长白猪、大白猪经杂交合成和继代选育而成

的瘦肉型猪新品种。

审定情况: 2014 年 2 月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 。

审定编号: (农 01)新品种证字第 24 号。

特征特性: 晋汾白猪体型外貌基本趋于一致，全身被毛白色，体质紧凑结实。头大小适

中，耳中等呈竖立稍侧前倾，嘴筒中等长而直，面微凹 。 背腰平直，胸宽深，腹线上收，腿

臀丰满。四肢健壮，蹄趾结实。乳头排列匀称，乳头数 7 对以上，外生殖器发育良好，遗传

性能稳定，品种特征明显。

产量表现: 晋汾白猪初产母猪平均总产仔数 10. 97 头士1. 54 头，平均产活仔数 10. 65 

头，经产母猪平均总产仔数 13.11 头，平均产活仔数 12. 63 头; 30~100 千克阶段平均日增

重 837.00 克，料重比 2. 86 : 1 ，达 100 千克体重日龄 17 1. 00 天;屠宰率 72.80% ， ß同体瘦

肉率 59.80% ，眼肌面积 39. 60 厘米勺肉色鲜红，肌内脂肪含量 2. 73 % ，无 PSE 肉 。

以晋汾白猪作为母本，与杜洛克杂交，杂一代在 30 ~ 100 千克阶段，平均日增重

878.11 克，料重比 2. 70 门，达 100 千克体重日龄 165.40 天;嗣体瘦肉率 63.11 % ，肌内

脂肪含量 2.76% 。

养殖要点 :

(1)发情配种:晋汾白猪发情明显，初情期为 155 天，初次配种时间通常在第二个情

期，初配体重 90 千克以上 。

(2) 后备猪养殖要点:应根据后备猪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合理配制饲粮。 同时，按性

别、体重进行分群饲养，并留有足够空间以增加运动量。

(3) 公猪养殖要点 : 种公猪应供给充足的营养和饮水，保持公猪旺盛的配种能力。单圈

饲养，保持适量运动，定期刷试和修蹄，夏季可进行淋浴冲洗。 每月进行 1~2 次精液品质

检查。

(4) 母猪养殖要点:娃振前期 (80 天)每天饲喂量 2 千克左右，娃振后期 (80~110

天)每天饲喂量 2~2. 5 千克，根据瞟情调整，严禁鞭打、强行驱赶、打斗等有害剌激，防

止机械性流产。娃振母猪临产前 l 周转入产房，转入前冲洗消毒，并同时躯体内外寄生虫。

哺乳母猪产后第一天喂1. 5 千克饲料，逐渐增加饲喂量。 产房保持清洁、干燥和通风良好，

冬季注意保暖，防止贼风。

(5) 仔猪养殖要点 : 仔猪出生后进行称重、编号，做好记录。 仔猪出生后 1~2 天颈部

肌内注射补充可溶性复合铁制剂 100 毫克。母猪产奶量不足，应在分娩后 24 小时内进行寄

养和并窝。在仔猪出生后 5~7 天开始诱食，补饲由糊状逐渐转变为颗粒料。

适宣区域:适宜我国各地区饲养。

选育单位: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省畜禽繁育工作站、大同市种猪场、运城市盐湖区新龙

丰畜牧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山西省太谷县山西农业大学科技处



邮政编码: 030801 

联系人:李步高

联系电话: 03546287315 , 13835401655 

电子邮箱: jinrenn@163. com 

H. 牛

( -)乳用牛

A 荷斯坦奶牛

白种来源:中国荷斯坦奶牛或引进良种荷斯坦奶牛。

十、畜牧o

特征特性:荷斯坦奶牛毛色黑白花或红白花，皮薄有弹性，各部位匀称。头颈结合良

好，体躯长、宽、深，肋骨间距宽、长而开张;胸深、宽，背线平直;屁部长、平、宽;四

肢结实，蹄质坚实，蹄底呈圆形 。 公牛头部有雄相，腹部适中。母牛头部清秀，腹大而不下

垂;乳房细致，乳静脉明显，乳房大而不下垂，前伸后延，附着良好，乳头大小适中，垂直

呈柱形，间距匀称。

主严性能: 一胎产奶量7000千克以上， 二胎以上产奶量8000千克以上;乳脂率 3.6%

以上;乳蛋白质率 3.0 %以上;外貌特级，泌乳系统优秀。血统:父母系的生产性能、外貌

优秀，遗传性能稳定，不携带有害基因 。

冷漠精液、胚胎要求:

(1)冷冻精液:鲜精平均密度 6 亿个/毫升，活力不低于 60%，精子畸形率不高于

15% ; 冷冻精液解冻后活力不低于 35%; 每剂量解冻后呈直线运动的精子数不低于1 000万

h 解冻后的精子畸形率不高于 18% ; 解冻后的精子顶体完整率不低于 50% ; 解冻后的精

无病原微生物，细菌菌落数不高于1 000个/剂 。

(2) 胚胎 z 利用良种荷斯坦高产奶牛作为供体，用符合牛冷冻精液标准的优秀荷斯坦牛

怜冻精液人工授精，生产优质组合胚胎。鲜胚移植前胚胎在体式显微镜下观察应达到以下胚

胎形态学鉴定及分级 A 、 B、 C 级(可用胚胎)标准，玲冻胚胎应达到 A、 B 级标准。冷冻

胚胎解冻后，在体式显微镜下观察，胚胎完整性未受到破坏，透明带和细胞团结构完整，细

胞质均匀，或经过体外培养发育正常。

技术要点:

(1)冷冻精液人工授精技术要点:配种时避免近亲交配，近亲交配容易导致品种退化;

E意检查冻精的活力，高的活力才能受孕; 注意奶牛发情观察，适时配种是提高奶牛受胎率

的关键;两个胎次之间的间隔控制在 400 天以内最好;初次配种的奶牛必须达到 15 月龄或

375 千克以上，确保奶牛的体成熟;成年牛配种必须在分娩后 60 天配种;冻精存放温度为

- 196
0

C ，液氮保存。

(2) 胚胎移植技术要点:受体母牛应选用黄牛、杂交牛或低产奶牛，要求健康无病、年

f在 10 岁以下，有正常的繁殖能力和发情周期。移植中采用胚胎移植枪和 o. 25 毫升吸管移

的效果较好。将吸管截去适量，吸入少许保存液，吸一个气泡，然后吸人含胚胎的少许保

(f.液，吸入一个气泡，最后再吸取少许保存液。将装有胚胎的吸管装人移植枪内，通过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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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插入子宫较深部，注入胚胎。移植要严格遵守无菌操作规程，以防生殖道感染。

适宣区域:适宜全国奶牛养殖区域。

技术依托单位:

1.北京市奶牛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延庆奶牛中心基地

邮政编码: 102100 

联系人:韩广文

联系电话: 010-6 1112478-256 

2. 黑龙江省家畜繁育指导站

联系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哈平路七公里

邮政编码: 150069 

联系电话: 0451-6663775 

3. 上海光明荷斯坦牧业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万荣路 467 号

邮政编码: 200072 

联系电话: 021-66521433 

4. 内藏古农牧科学院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路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西区

邮政编码: 010030 

联系人:荣戚恒

联系电话: 0471-5903863 

B. 娟姗牛

面种来源: 原产于英国，杂交选育而成。英国、美国均有娟姗牛协会。 20 世纪 30 年代

开始引进中国。

特征特性: 属小型乳用牛，头小而轻，颈部凹陷，两眼突出，明亮有神，头部轮廓清

晰。角中等大小，玻E白色，角尖黑，向前弯曲 。 颈曲长、有皱楠，颈垂发达。四肢端正，左

右肢间距宽，骨髓细致，关节明显。乳房形状美观，质地柔软，发育匀称，乳头略小，乳静

脉粗大而弯曲。后躯较前躯发达，体型呈模形。 被毛短细而有光泽，毛色有灰褐、浅褐及深

褐，以浅褐色最多。成年公牛活重 650~ 750 千克，成年母牛体高 111 ~ 120 厘米、体长

130~ 135 厘米、体重 340~450 千克，棋牛初生重 23~27 千克(美国娟姗牛体型较大)。

产量表现: 平均产奶量 3 000~4 000千克( 2，012 年美国娟姗牛协会测定平均记录为

8600千克以上) ，乳脂率平均 5%~7%，乳脂色黄而风味好。

娟姗牛性成熟早， 一般 15~ 1 8 月龄开始配种，繁殖和易产棋性能好，使用寿命长 。

娟姗牛耐粗饲，饲料利用效率高。

娟姗牛耐热性能好，抗病性强，适应性强。 在高热高湿环境下，对肢蹄病、乳房炎、流

行热以及焦虫病等抵抗力明显高于荷斯坦牛 。

养殖要点:耐粗饲、适应性强，按奶牛养殖一般管理即可。

适宣区域:南方地区。



引进单位:参见国家畜牧良种补贴项目乳用种公牛名单。

C. 槟制江7.K牛

自种来源:本品种选育。

十、畜牧。

鉴定情况: 2008 年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鉴定，农业部公告第 1102 号予以公布。

特征特性:体躯深厚，中等大小，结构匀称，体质坚实，动作敏捷、灵活，角多呈小圆

形和螺旋形，角扁;被毛稀短、黑色，无杂色斑块，皮薄油亮，乳房发育良好，结构均匀紧

凑，具有典型的河流型水牛体型外貌特征，具有采食能力强、， 耐粗饲、适应性强、抗病力强

等特点。

产量表现:平均泌乳天数 269. 5 天 +22.9 天，平均产奶量2452.2千克士 553.82 千克，

乳蛋白质 5.25 % ，乳脂肪 6.73% ，乳糖 4.88% 。

养殖要点:槟椰江水牛适宜放牧和圈养，适宜高原气候环境，在气温高于 20
0

C 时喜泡

水或戏水，以青绿饲料或秸忏或其他工农业副产品作为日常日粮，对于挤奶或育肥的水牛适

当加喂混合精饲料以提高其生产性能和经济效益。

适宣区域:适宜在云南、广西、广东、贵州、湖北等南方地区养殖。

技术依托单位:

1.云南省家畜工作改良站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穿金路 156 号齐宝酒店 7 楼

邮政编码: 530001 

联系人:袁跃云

联系电话: 0871-5653103 

2. 腾冲县巴福乐槟挪江水牛良种繁育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

邮政编码: 679118 

联系人:刘定江

联系电话: 13987537937 

D. 摩控7.K牛

自种来源: 国外引进和国内选育，国家标准号 : GB/ T 27986-2011 。

特征特性: 摩拉水牛体型高大，四股粗壮，体型呈模形，民扁斜，皮薄而软，富光泽，

被毛稀疏，皮肤被毛黝黑，少数为棕色或褐灰色，尾帚白色或黑色，头较小，前额稍微突

出，角如绵羊角，呈螺旋形，耳薄下垂，胸深宽发育良好，蹄质坚实。母牛乳房发育良好，

乳静脉弯曲明显，乳头粗长。成年牛平均体高 132. 8 厘米，成年公牛体重 450~800 千克、

母牛体重 350 "-' 750 千克。具有耐粗饲，耐热，抗病能力强，繁殖率高，遗传稳定等优点，

但集群性强，性较敏感，下奶稍难。

宝产性能:摩拉水牛是较好的乳用水牛品种，年平均产奶量2 200~3 000千克，乳脂率

7.6% 。 它与我国本地水牛杂交的杂种较本地水牛体型大，生产发育快，役力强，产奶量高。

杂交利用:用摩拉水牛与本地水牛进行杂交，可大幅度提高杂交后代的生产性能。我国

本地水牛泌乳期产奶量 500~700 千克，摩杂一代水牛平均泌乳期产奶量1 300~1 500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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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杂或二代杂可达1 900千克，乳脂率达 7. 5%以上。杂种公水牛 2 岁 400~500 千克，经

肥育的青年公牛屠宰率为 52 % ，净肉率达 43% ，产肉量是本地同龄水牛的 2 倍。

养殖要点:摩拉水牛及其杂交水牛均适宜放牧和圈养，在气温高于 20.C 时喜到河流或

鱼塘泡水或戏水，一般饲养和本地水牛一样，以青绿饲料或秸轩或其他工农业副产品作为日

常日粮，对于挤奶或育肥的水牛适当加喂?昆合精饲料以提高其生产性能和经济效益。

适宣区域: 适宜南方各省、区均可饲养。

选育(引进)单位: 广西水牛研究所

联系地址:南宁市邑武路 24一 1 号

邮政编码 : 530001 

联系人:方文远

联系电话 : 0771-3338665 

电子邮箱: gxbri@ 163. com 

E.尼里/扭菲71<牛

昂神来源: 从巴基斯坦引进，在广西水牛研究所纯繁和选育。

审定情况: 制定的国家标准已通过专家审定。

特征特性:河流型(染色体 50 条)乳、肉兼用良种水牛，全身黝黑，但额部、尾帚、

四蹄、眼睛有白色(俗称"四白勺，高大体壮，角卷曲，耐热，耐粗饲，奶质优，抗病力

强，非常适合南方湿热气候，成年公、母牛体重分别为 82 1. 1 和 659.8 千克，平均 30 月龄

配种， 40 月龄产第一胎。 主要用于改良我国沼泽型(染色体 48 条)本地水牛品种。

产量表现: 泌乳期平均产奶量为1 970千克，优秀个体 305 天产奶量为3 396千克，平均

乳脂率达 7% 。 与中国本地母水牛杂交所得的尼杂一代水牛泌乳期平均产奶量达1 200千克，

尼杂二代达1 600千克，尼杂三代或三品杂达2000千克。

养殖要点: 尼里/拉菲及其杂交水牛均适宜放牧和圈养，在气温高于 20.C时喜泡水或戏

水， 一般饲养和本地水牛一样，以青绿饲料或秸秤;或其他工农业副产品作为日常日粮，对于

挤奶或育肥的水牛适当加喂?昆合精饲料以提高其生产性能和经济效益。

适宣区域: 适宜南方各省、区均可饲养 。

选育 (引进)单位:广西水牛研究所

联系地址 : 南宁市邑武路 24- 1 号

邮政编码: 530001 

联系人 : 方文远

联系电话: 0771-3338665 

电子邮箱: gxbri @ 163. com 

(二)肉用牛

A.夏南牛

白种来源: 夏南牛是由河南省畜禽改良站和驻马店市泌阳县畜牧局共同培育，以我国优

良地方品种南阳牛为母本，法国夏洛来牛为父本，经导人杂交、横交固定和自群繁育 3 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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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培育而成的肉牛新品种，含南阳牛血 62.5 %、夏洛来牛血 37 . 5% 0 2007 年育成于河南省

泌阳县。

特征特性: 夏南牛被毛呈黄色，以浅黄色、米黄色为主。公牛头方正，额平直，成年公

牛额部有卷毛，母牛头部清秀，额平稍长;有角，公牛角呈锥状，水平向两侧延伸，母牛角

细圆，致密光滑，多向前倾;耳中等大小;鼻镜以肉色为主;颈粗壮、平直，肩峰不明显 ;

结构匀称，胸深而宽、胁圆，背腰平直，肌肉丰满，屁部宽长，后躯肌肉发达，体躯呈长方

形;四肢粗壮，强劲有力，蹄质坚实，蹄壳多呈肉色;尾细长。

夏南牛体质健壮，性情温)1目。耐粗饲，抗逆性强 。 生长发育快，肉用性能好。

生产性能:

(1)生长发育 : 中等营养条件下， 6 月龄公棋体重 195 千克以上，母棋体重 190 千克以

上; 12 月龄公牛体重 300 千克以上，母牛体重 280 千克以上;成年公牛体重 800 千克以上，

母牛体重 530 千克以上 。

(2) 肉用性能 : 6 月龄断奶后舍饲 180 天的青年公牛平均日增重1 100克以上，母牛平

均日增重 800 克以上;体重 400 千克的公牛， 90 天育肥期内平均日增重 1 500 克以上。 18

月龄公牛，屠宰率 56%~62% ，净肉率 46 %~50% ，眼肌面积 80~100 厘米2 。

(3) 繁殖性能:母牛初配时间平均为 493 天，发情周期平均为 19.6 天，娃振期平均为

286 天，繁殖成活率平均为 82% ，难产率低于 5% ，棋牛初生重平均为 37 . 7 千克。

养殖要点: 根据当地生产实际，饲养管理技术参考肉牛养殖要点。一要根据不同的饲养

阶段变换饲料配方，满足牛只对营养的需求; 二要严格执行防疫检验及其他兽医卫生制度 ;

工要加强饮水，定期运动。

适宣区域:适宜在河南、山东等中原区域养殖。

技术依托单位: 泌阳县畜牧局，河南省畜禽改良站

单位名称 : 泌阳县夏南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阿南省泌阳县文化路东段

邮政编码 : 463700 

联系人: 祁兴磊，林凤鹏

联系电话 : 13603499273 , 13513976639 

电子邮箱: byq273@ 126. com , byxlfp@163. com 

8. 安恪斯牛

白种来源:安格斯牛原产于苏格兰东北部的阿伯丁、安格斯、班芙和金卡丁等郡，并因

此得名。与英国的卷毛加罗韦牛亲缘关系密切 。 目前分布于世界各地，是英国、美国、加拿

、新西兰和阿根延等国的主要牛种之一，在澳大利亚、南非、巴西、丹麦、挪威 、 瑞典、

西班牙、德国等国有一定的数量分布。

特征特性:安格斯牛以被毛黑色和无角为其重要特征，故也称其为无角黑牛 。 部分牛只

眼下、脐部和乳房部有自斑，其出现率约占 40% ，不作为品种缺陷。红色安格斯牛被毛红

毡，与黑色安格斯牛在体躯结构和生产性能方面没有大的差异。安格斯牛体型较小，体躯低

;体质紧凑、结实。头小而方正，头额部宽而额顶突起，眼圆大而明亮，灵活有神。嘴宽

阔，口裂较深，上下唇整齐，鼻梁正直，鼻孔较大，鼻镜较宽，颜色为黑色。颈中等长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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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垂皮明显，背线平直，腰荐丰满，体躯宽深，呈圆筒状，四肢短而直，且两前肢、两后

肢间距均较宽，体形呈长方形。全身肌肉丰满，体躯平滑丰润，腰和民部肌肉发达，大腿肌

肉延伸到飞节。皮肤松软，富弹性，被毛光亮滋润。

生产性能:

(1)生长发育:安格斯棋牛平均初生重 25~32 千克，具有良好的增重性能，在自然随

母哺乳的条件下，公楼 6 月龄断奶体重为 198. 6 千克，母棋 174 千克;周岁体重可达 400 千

克，并且达到要求的嗣体等级，日增重 950~ 1 000克。安格斯牛成年公牛平均活重 700~

900 千克，高的可达 1 000千克，母牛 500~ 600 千克。成年体高公母牛分别为 130.8 和

118.9 厘米。

(2) 产肉'性能:安格斯牛肉用性能良好，表现早熟易肥、饲料转化率高，被认为是世界

上各种专门化肉用品种中肉质最优秀的品种。安格斯牛恫体品质好、净肉率高、大理石花纹

明显，屠宰率为 60%~65%。据 2003 年美国福罗里达州的研究报告， 3937头平均为 14. 5 
月龄的安格斯阉牛，育肥期日增重1. 3 千克士 O. 18 千克 ， H同体重 34 1. 3 千克士 33 . 2 千克，

被瞟厚1. 42 厘米+0. 46 厘米，眼肌面积 76.1 3 厘米2::!:: 9.0 厘米2 ，育肥期饲料转化率 5. 7 

千克/千克士O. 7 千克/千克;骨髓较细，仅约占嗣体重的 12.5% 。 安格斯牛肉嫩度和风味很

好，是世界上唯一一种用品种名称作为肉的品牌名称的肉牛品种 。

(3) 产奶性能:安格斯牛一直以其优良的母性特征和良好的哺乳能力著称。 安格斯母牛

乳房结构紧凑，泌乳力强(泌乳期产奶量 800 千克左右) ，是肉牛生产配套系中理想的母系。

据日本十胜种畜场测定，母牛挤奶天数 173~ 185 天，产乳量 639 千克，乳脂率 3.94 % 。

(4) 繁殖性能:安格斯牛母牛 12 月龄性成熟;发育良好的安格斯牛可在 13~14 月龄初

配 。 头胎产棋年龄 2~2. 5 岁，产棋间隔一般 12 个月左右，短于其他肉牛品种， 产棋间隔在

10~14 月的占 87%。发情周期 20 天左右，发情持续期平均 21 小日们情期受胎率 78. 4% ，

娃振期 280 天左右 。 母牛连产性好、长寿，可利用到 17~18 岁 。 安格斯牛体型较小、初生

重轻，极少出现难产。

养殖要点: 首先，根据不同的饲养阶段和生产目的调整饲料配方，满足对营养的需求 ;

其次，严格执行防疫检验及其他兽医卫生制度;再次，加强饮水，定期运动。

适宣区域:适宜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在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饲草饲料充足的地方均

可养殖 。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大学(国家肉牛艳牛产业技术研发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曹兵海

联系电话: 010-62814346 
电子邮箱: beefoffice@yahoo. com. cn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李俊雅



联系电话: 010-62816065 

电子邮箱: lpzhang@iascaas. net. cn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

联系地址:咸阳市部城路 3 号

邮政编码: 712100 

联系人:张涌

联系电话: 029-87080085 

电子邮箱: Zhy1956@263. net 

4. 安做天边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原安徽省畜禽改良站种公牛站)

联系地址:合肥市高新区南岗梁鸣路 5 号

邮政编码: 230088 

联系人:如j永文(红安格斯品种)

联系电话: 0551-8569815 , 15155913071 

电子邮箱: tdyongwen@163. com 

C. 延黄牛

白种来源:延边黄牛、利木赞杂交选育而成。

十、畜牧。

审定情况: 2007 年 12 月通过国家审定， 2008 年 3 月 5 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发布

畜禽新品种证书， 2008 年 3 月 25 日农业部 990 号文件公告。

审定编号: (农 02) 新品种证字第 4 号，农业部公告第 990 号。

特征特性:

(1)品种结构:延黄牛是以利木赞牛为父本、延边黄牛为母本，经杂交合戚、横交固定

和群体继代选育而成。该品种含延边黄牛血液为 75% ，含利木赞牛血液为 25%。经细胞遗

传、数量遗传、血液蛋白质多态性与分子生物学技术检测，延黄牛的遗传性能稳定。

(2) 体型外貌:体质结实，骨船坚实，体躯较长，颈肩结合良好，背腰平直，胸部宽

探，后躯宽长而平，四肢端正，骨髓圆润，肌肉丰满，整体结构匀称，全身被毛为黄色(或

战红色)长而密，皮厚而有弹力，公牛角短，额宽而平，角粗壮，多向后方伸展，成一字形

班倒八字形角，公牛辜丸发育良好;母牛头清秀适中，角细而长，多为龙门角，母牛乳房发

育较好。

(3) 生长发育:将延黄牛新品种的核心群棋牛各月龄体重发育情况与延边黄牛进行比

较，表明延黄牛新品种各阶段的生长发育情况与延边黄牛比较有明显的变化和显著的提高。

陈品种的肉牛指数公牛为 6. 8、母牛为 4.6 达到了国际优良肉牛标准。

(4) 繁育性能:母牛的初情期为 8~9 个月龄。性成熟期 : 母牛平均为 13 月龄，公牛

F均为 14 月龄，发情周期为 20~21 天，发情持续时间为 12~36 小时，平均为 2却O 小时。
11 

曲舶t-般为 2却0~2μ4 月龄 。 使用年限为种公牛 8~10 岁，母牛 10~13 岁。射精量为 3~5 毫

"，精子密度 9. 5 亿个/毫升，原精液精子平均活力 0.85 ，冻精解冻复活率 0.43。平均

'~ J后率达 98 . 2% 以上，受配率达 95.7%以上，断奶后成活率为 98.6 % ; 繁殖成活率达

1. 7 % ，产棋间隔期为 360~365 天，平均娃振期为 285 天，成年母牛在一般饲养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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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乳期为 6 个月。

(5) 肉用性能 : 在集中育肥的情况下延黄牛和延边牛比较，屠宰率分别为 59.8% 和

55 . 3% ，眼肌面积分别为 98. 6 和 88. 1 厘米2 ，饲料报酬分别为 9.26 和 9 . 68。因此延黄牛新

品种的屠宰性能和饲料报酬与延边黄牛相比都占有明显优势，日粮养分的消化率也高于延边

黄牛达到了预定的育种要求。

(6) 牛肉品质 : 延黄牛的肉质细嫩多汁、鲜美适口，营养丰富。 牛肉蛋白质中谷氨酸含

量为 16.6 % ，牛肉背最长肌的肌内脂肪酸组成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为 55. 3% ，其中油酸含

量为 48. 2% ， 嗣体脂肪覆盖率达 80%以上，优质肉率达 30%以上，肌肉剪切值 3. 62 千克/

厘米2 以下，大理石状花纹等级达到一级标准。

产量表现:延黄牛饲养户已达到 6 180多个厂(户) ，饲养量已达 20. 5 万头，存栏量达

15. 1 万头，其中可繁母牛达53 600头 。

养殖要点:通过导入利木赞牛外血，采用杂交创新、横交固定、自群繁育开放式育种方

法，既改变延边黄牛存在的后躯发育偏弱、斜屁、产肉量低、生长速度较慢等缺点，同时又

保持延边黄牛原有的耐粗饲、易饲养、肉质细嫩等优良特性。 经过严格选育，培育出一个含

利木赞外血 25% ，背腰宽广、后躯发达、肉质细嫩的生产高档牛肉的肉用新品种。

适宣区域: 东北三省及北方区域。

选育单位: 延边畜牧业管理局、延边畜牧开发总公司(延边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延边大学农学院、延边州畜牧总站、延边州种牛场、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延边州农业科学

院、吉林大学

联系地址:吉林省延吉市参花街 3662 号

邮政编码 : 133000 

联系人: 李玉林

联系电话: 13904481691 

电子邮箱: cnj lybxm168@126. com 

D. 肉用西门塔尔牛

吕种来源: 国外引进和国内纯繁，主要产地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延、英国

等。

特征特性: 西门塔尔牛毛色多为红白花、黄白花，肩部和腰部有条状大片白毛;头白

色，前胸、腹下，尾帚和四肢下部为白色，在北美洲的部分西门塔尔牛种群为纯黑色。 属大

体型宽额牛种，头大、额宽、颈短、角细致;体躯发育良好，颈长，胁骨开张，胸部宽深，

圆长而平，四肢粗壮，大腿肌肉丰满，乳房发达，体表肌肉群明显易见，体躯深;骨锵粗壮

坚实，背腰长宽而平直，臀部肌肉深而充实，多呈圆形，民部宽平，乳房发育中等，泌乳

力强 。

产量表现: 西门塔尔牛在原产地棋牛初生重，公牛 45~47 千克，母牛 42~44 千克;周

岁体重可达到 450 千克;成年公牛体重1 OOO~ 1300千克，母牛 650~700 千克 。 引人我国饲

养后，平均初生重公棋 40 千克，母棋 37 千克， 18 月龄时的体重 400~480 千克。 成年公牛

体重1 000~1 300千克，母牛 600~800 千克 。

西门塔尔牛的典型特点是适应性强，耐粗放饲养管理，易放牧;不仅具有良好的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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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用特性，而且挽力大，役用性能好，适于在多种不同地貌和生态环境地区饲养 。 西门塔尔

牛产肉性能良好，棋牛在放牧肥育条件下的平均日增重可达到 800 克，在舍饲条件下可达到

1 200克。公牛肥育后的屠宰率 60%~63% ，净肉率 49%~52%。母牛在半肥育条件下的屠

宰率为 53%~55% 。

适宣区域:我国大部分省份。

选育(引进)单位: 云南省种畜场、长春新牧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鼎元种牛育种有限

公司、河北品元畜禽育种有限公司均具有从国外引进的纯繁群体，国内 20 余家公牛站也有

引进的种公牛，目前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盖地区正在高代杂种群体的基础上进行选育。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大学(国家肉牛艳牛产业技术研发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曹兵海

联系电话: 010-62814346 
电子邮箱: beefoffice@yahoo. com. cn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李俊雅

联系电话: 010-62816065 
电子邮箱: lpzhang@ iascaas. ne t. cn 

E.和J木赞牛

国种来源: 国外引进。 原产于法国利木赞高原，并因此而得名，主要经本品种选育，

L 924 年育成。

特征特性:利木赞牛毛色为红色或黄色，口、鼻、眼险、鼻周 、 会阴、腹下、四肢内侧

尾帚毛色较浅;头短，额宽，口方，角细，角为白色，蹄为红褐色;头较短小，额宽，胸

部宽深，体躯较长，肋骨弓圆，背腰壮实，荐部宽大，前肢及后躯肌肉丰满。

生产性能:利木赞牛前后肢肌肉丰满，眼肌面积大，出肉率高，产肉性能高，牛肉品质

奸。良好饲养条件下，公牛活重可达 1 200~ 1 500千克，母牛达 600~800 千克，棋牛初生

IÏ 35 千克;集约饲养条件下，棋牛断奶后生长快，哺乳期平均日增重 O. 86~ 1. 3 千克， 10 
月 龄体重即达 400 千克，周岁时体重可达 480 千克; 8 月龄小牛就可生产具有大理石纹的牛

肉; 利木赞牛具有较好的泌乳能力，成年母牛平均泌乳量1 200千克。

养殖要点:根据牛各个阶段的营养需要进行日粮配合，繁殖母牛饲料以青、粗为主，注

，胁补喂矿物质和维生素，适当补充精料。生长牛供给多样草料，做好饲草的加工调制，营养

1，:[全面;育肥牛按照体重1. 2%~ 1. 5%补充精料，使其增重保持在1. 5 千克左右;要注意

仁疫病防治，除按当地规定的免疫程序进行防疫注射外， 每年应驱虫 2 次，可用伊维菌素制

IJ住射，对防治体内外寄生虫效果较好。

适宜区域: 全国均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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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单位:

1.山西省畜牧遗传育种中心

联系地址:太原市尖草坪区胜利西街 9 号

邮政编码: 030027 

联系人:杨德成

联系电话: 13835126557 

2. 全国各大区域种公牛站均有引进

(三)乳肉兼用牛

A 三;可牛

自神来源:培育品种 。

审定情况: 1986 年 8 月受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由自治区农业委员会和自治区

科学技术委员会主持召开了内蒙古三河牛验收命名会议。经鉴定评审委员会向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建议， 1986 年 9 月 3 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以(内政办传发 [1986J

45 号)文件，作出关于"内蒙古三河牛"新品种正式命名的决定。

特征特性: 三河牛毛色有红白花或黄白花，体大结实，结构匀称，肌肉适度，骨髓健

壮，性情温顺，四股健壮，肢势端正，蹄质坚实。公牛雄相明显，头大小适中，颈肩结合良

好，胸部较深，背部平直，屁部宽广平直。母牛腹大不下垂，荐部稍显隆起，乳房大小适

中，质地良好，乳静脉弯曲明显，乳头大小适中。 三河牛是在气候严寒，最低气温-45.C ，

最高气温 35.C ，全年有 6 个月平均气温在 O.C 以下，枯草期长达 7 个月之久，积雪期达 200

天左右这样一个严酷的环境下培育出来的，这就形成了三河牛抗寒、抗蚊虫吁咬、抗病性强

的优良品质。由于三河牛的肉质鲜嫩，再加之呼伦贝尔天然牧场的优质牧草，无污染的环

境，使得三河牛肉的口味较国内其他地区更有其特殊纯净的香味。

产量表现: 一级三河牛产奶量4 000~5 000千克，乳脂率 4.0%以上，乳蛋白质率 3.3%

以上，乳干物质 12. 5% 。 核心群产奶量4 500~5 500千克，个别高产者可达8000千克以上。

一级成年公牛体重注850 千克 、 一级成年母牛体重注550 千克。 三河牛产肉性能较好， 6 月

龄到 18 或 24 月龄公牛平均日增重 O. 8~ 1. 0 千克、母牛 O. 6~0. 8 千克。未经肥育的 2~3

岁公牛屠宰率 50%~55% ，净肉率 44%~48% 。 三?可牛具有完善的氨基酸含量，尤其是含

有较高的赖氨酸，肉质良好。

养殖要点: 三河牛夏秋季一般在天然草场放牧，冬春季舍饲。三河牛对环境温度、饲养

管理条件要求不高，只要做好冬春季牧草、饲料储备及驱虫、防疫等工作，即可获得较好的

生产性能。如果能参照中国荷斯坦牛标准进行生产和管理， 三河牛的生产性能还会有较大的

上升空间。

适宣区域:在寒冷地区粗放饲养管理条件下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在气候与内蒙古类似

地区都可以饲养。

选育单位:海拉尔农牧场管理局

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谢尔塔拉种牛场 021008

联系人:吴红军



联系电话: 0470-8280079 , 15560736188 
电子邮箱: xieertala@yahoo. COffi. cn 

8. 新疆揭牛

十 、 畜牧。

白种来源:新疆褐牛是以当地黄牛为母本，先后引进苏联阿拉塔乌牛和科斯特罗姆牛、

德国和奥地利的瑞士褐牛、土褐牛，经选种育成的适合我国西部山区放牧条件下耐粗饲、酣

寒牛品种。

审定情况: 1983 年国家品种委员会鉴定为乳肉兼用品种， 1983 年达到品种标准的新疆

褐牛约 1 万头，各代杂种牛约 24 万头，为中国地方牛四大育成品种之一。

特征特性:新疆褐牛属乳肉兼用型。体格中等，体质结实，被毛皮肤为褐色，色深浅不

一。头顶、角基部为灰白或黄色，多数灰白或黄色的口轮和宽窄不一的背线。角尖、眼险、

鼻镜、尾尖、蹄均呈深褐色。 各部位发育匀称，头长短适中，额较宽稍凹，角大小适中细

致，向侧前上方弯曲呈椭圆形，角尖稍直。颈长短适中稍宽厚，颈垂较明显。暑甲宽圆，背

腰平直较宽，胸宽深，腹中等大，民长宽适中，有部分稍斜尖，十字部稍高，臀部肌肉较丰

满。乳房发育中等大，附着良好，乳头长短适中，分布均匀 。 四肢健壮，肢势端正，蹄圆结

实。公牛有雄相，角粗、弯小、颈圆拱。

产规J~全能:新疆褐牛有较强的适应性，抗病、抗寒、耐粗饲，适宜放牧，群居性强。有

较好的产奶性能，乳品质好，乳脂率 4%~5% ，干物质 13.45 % ，比重(相对密度) 1. 031 。

新疆褐牛在伊犁、塔城牧区草原全年放牧饲养，因此，产奶量受天然草场水草条件的影响，

挤奶期大多集中在 5~9 月青草季节。牧区-般挤奶按 150 天计算产奶量。

在重点种牛场一乌鲁木齐种牛场和塔城地区种牛场，新疆褐牛个体产奶量 305 天可达

5400千克以上，乳脂率在 4%以上。

产肉性能:新疆褐牛具有适应牧区放牧饲养的优良特点外，还具有良好的产肉潜力，全

放牧条件下 9~1l月屠宰、中等瞟度的阉牛和成母牛测定结果:在舍饲青肥条件下， 1. 5 岁

阉牛屠宰率为 47.55 % ，净肉率为 36.64 ，骨肉比 1 : 3.6; 2.5 岁阉牛屠宰率为 52.46% , 

净肉率为 41. 8% ，骨肉比 1 : 3 . 4。放牧育肥日增重平均为 O. 65 千克;强度育肥日增重一般

为 O. 85~ 1. 25 千克。高者可达1. 85 千克。

养殖要点:
(1)易于在草原、河谷、丘陵、亚高山放牧，在西北地区草原牧区采取放牧加补饲的方式

饲养，能提高草场的载畜量，能节约大量劳动力，棋牛断奶后采用放牧加补饲的育肥方式，消

能精料较少。因此，在我国广大牧区，采用棋牛断奶后放牧加补饲的育肥方式是较为普遍的;

舍饲饲养按照奶牛饲养管理规程进行，可以发挥更好的生产性能和提高经济效益。

(2) 放牧补饲时间一般从 5 月开始 ， 8 月结束，个别农牧交错地区可放牧至 10 月。

(3) 生产母牛一般 18 月龄配种。 同时春秋两季做好防疫免疫工作，及时防病与治病，

届时计划免疫接种。

适宜区域:适宜全国北方各地农区。

技术依托单位:

1. 新疆畜牧科学院

联系地址:新疆畜牧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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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830000 

联系人: 菌宏凯

联系电话 : 0991-4844735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禽繁育改良总站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西山东街 476 号

邮政编码: 830009 

联系人:石挺

联系电话 : 0991-8788490 , 13899896616 

3. 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院

联系地址 : 乌鲁木齐市沙区南昌路

邮政编码 : 830003 

联系人 : 余雄

联系电话: 13809910819 

C. 乳肉兼用型西门培尔牛

昆种来源: 目前我国拥有两类 3 个品种的西门塔尔牛遗传资源，即引进品种(德系西门

塔尔牛、法国蒙贝利亚牛)和我国培育品种(中国西门塔尔牛) 。

审定情况:农业部第 188 号公告， 2002 年 1 月 31 日发布，批准中国西门塔尔牛为新

品种 。

审定编号: 农 02 新品种证字第 1 号。

特征特性:各品种西门塔尔牛体貌特征大致相似。其体型为深宽高大，结构匀称，体质

结实，肌肉发达，后躯肌肉丰满，花片均为黄(红)白花，花片分布整齐，四肢头尾均为白

色。 额宽眼大，嘴宽大，头颈结合良好，颈下垂发达，肩背腰平直，粗壮结实，角大小适

中，乳房发育良好，结构均匀紧凑。成年公牛体高 148. 6 厘米、体重 1 OOO~ 1 300千克，母

牛体高 132. 2 厘米、体重 600~800 千克。

产量表现: 该品种属于乳肉兼用型牛品种。

产奶性能: 不同来源品种产奶性能不一，德系西门塔尔牛和蒙贝利亚牛，在原产地平均

年产奶量7000千克以上，平均乳脂率 4. 15 % ，平均乳蛋白质率 3.50% ，在我国经纯种繁育

和良好饲养管理水平下，可接近或达到这一水平 。 中国西门塔尔牛在良好的舍饲条件下，年

均产奶量可达6000千克以上，经导人引进品种遗传物质的杂交后代产奶性能可提高 10%~

30% 。

产肉性能: 各品种西门塔尔牛及其杂交后代均有较好的产肉性能。 在放牧条件下，公棋

牛日增重可达 800 克，在舍饲条件下可达到 1 000克以上， 1. 5 岁时体重可达到 700~800 千

克。公牛肥育后的屠宰率最高可达 65% ，母牛在半肥育的情况下，屠宰率达 53%~55% 。

一般情况下，养殖西门塔尔牛及其杂种后代，母牛用于产棋产奶，公棋用于肉用肥育，养殖

综合效益明显。

养殖要点:①根据当地生产实际，参照西门塔尔牛饲养管理规程进行饲养管理。②适时

进行配种，要求达到成年体重的 70%时开始配种。③积极做好防疫和驱虫工作，按照免疫

程序进行接种。④搞好卫生保健工作。



十 、 畜牧o

适宣区域:适宜在新疆、内蒙古、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吉林、辽宁、四川、安

徽、甘肃等黄牛主产区域养殖。

选育单位:中国西门塔尔牛新品种由以下单位参与培育: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

研究所、四川阳坪种牛场、新疆呼图壁种牛场、内蒙古高林电种畜场、吉林省查干花种畜

场、辽宁阜新种牛场、内蒙古嘎达苏种畜场、内蒙古通辽家畜繁育指导站、四川省畜牧科学

研究院、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分院、黑龙江齐齐哈尔

种畜场、山西省家畜冷冻精液站、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家畜改良站、四川省宣汉县云蒙山

牧场、新疆库车县畜牧局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张沉

联系电话: 010-62733687 
2. 申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许尚忠

联系电话: 010-62890940 

3. 全国畜牧总站牧业发展处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王志刚

联系电话: 010-59194610 

4. 新疆畜牧科学院

联系地址:新疆畜牧科学院

邮政编码: 830000 

联系人:张杨

联系电话: 0991-4844735 
电子邮箱: lihb8228@126. com 

][.羊

(一)肉用羊

A.杜j自草

白种来源:原产于南非共和国， 2001 年我国首次从澳大利亚引进。是用英国的有角陶

急于公羊与当地的波斯黑头母羊杂交，经选择和培青育成的肉用绵羊品种。

特征特性:杜泊羊分长毛型和短毛型。长毛型羊可生产地毯毛，较适应寒冷的气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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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短毛型羊毛短，抗炎热和雨淋能力强。杜泊羊分黑头和白头两种，公羊头稍宽，母羊较

清秀，公羊鼻梁微隆，母羊多平直;耳较小，向前侧下方倾斜;颈长适中，胸宽而深，体躯

浑圆，背腰平宽;四肢较细短，肢势端正，蹄质坚实。长瘦尾。

杜泊羊生长发育快，出生重公羔 5.20 千克士1. 00 千克，母羔 4.40 千克:f: o. 90 千克; 3 

月龄体重公羔 33.40 千克士 9. 70 千克，母羔 29. 30 千克:f: 5. 00 千克; 6 月龄体重公羔 59.40

千克士 10. 60 千克，母羔 5 1. 40 千克+5.00 千克; 12 月龄体重公羊 82. 10 千克士 1 1. 30 千

克，母羊 7 1. 30 千克士 7.30 千克; 24 月龄体重公羊 120. 00 千克士 10. 30 千克，母羊 85.00

千克:f: 10.20 千克。产肉性能好，在放牧条件下， 6 月龄体重可达 60 千克以上;在舍饲肥育

条件下，体重可达 70 千克以上。肥羔屠宰率 55% ，净肉率 46% ，适于肥羔生产。板皮质量

好，皮张柔软，伸张性好，皱榴少而且不易老化。繁殖性能:公羊性成熟 5~6 月龄，母羊

5 月龄。公羊1O~12 月龄初配，母羊 8~10 月龄。母羊四季发情，发情周期平均 17 天

(l4~19 天) ，发情持续期 29~32 小时，娃振期平均 148. 6 天 。 初产羊产羔率 132% ，第二

胎 167% ，第三胎羊 220%。在良好的饲养管理条件好时，可两年产 3 胎。与我国地方绵羊

品种杂交，一代增重速度较快，产肉性明显提高，可作为生产优质肥羔的终端父本和培育肉

羊新品种的育种素材。

养殖要点:杜泊羊食草性广，耐粗饲，抗病力较强，能广泛适应多种气候条件和生态环

境，并能随气候变化自动脱毛。但在潮湿条件下，易感染寄生虫病。目前，在山东、河北、

山西、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区均有饲养。 草料以青干草为主，辅以精料，适当添

加食盐、多种维生素及矿物质。种公羊配种期和母羊娃振后期适时补饲，母羊哺乳期应给予

充足饮水和多汁饲料。暖棚接羔，定期驱虫药浴。

适宣区域:适应于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北部、辽宁、吉林、黑龙江、 山

东、河南、河北、山西、江苏、安徽以及贵州等地。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杜立新

联系电话: 010-62819997 

2. 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天津大港油田团泊洼生活基地

邮政编码: 301607 

联系人:陈华

联系电话: 022-25940528 , 25940528 (传真)

B. 波尔山羊

白种来源:国外引进，主要来源于澳大利亚、南非、德国和新西兰。

特征特性:波尔山羊是肉用山羊品种，具有体型大，生长快; 屠宰率高，肉质细嫩;繁

殖力强，泌乳性能好;板皮品质好;适应性强，耐粗饲;抗病力强和遗传性稳定等特点。

养殖要点:草料以青干草为主，辅以精料，适当添加食盐、多种维生素及矿物质。 种公



十、畜牧。

羊配种前 1~ 1. 5 个月开始增加精料量，自由采食干草，补喂适量的青草或青贮饲料;配种

期每只每日喂棍合精料 O. 8~ 1. 2 千克;配种前 1 个月开始采精;每日应定时运动，保持体

质健壮、不过肥过瘦。 由配种期向非配种期过渡，精料量逐渐减少，加强运动。种母羊空怀

多期应保证每日放牧或运动时间、有足够的饲料和清洁的饮水;蛙振前期以饲喂优质干草、

青贮料、放牧为主，可少补、混合精料或不补料;娃振后期每只每日补1昆合精料 O. 5~ 1. 0 千

克;哺乳期应给予充足饮水和多汁饲料;产羔 1 个月内的母羊，每只每日补混合精料 1~

1. 2 千克，哺乳后期可适当减少。羔羊出生后应在 1 小时内尽早吃上初乳. 1 周后开始补喂

优质干草. 10 日龄开始训练吃?昆合精料，不限量，以训练为主，开食后实行定时、定量、

定次数。羊舍的建筑应做到冬暖夏凉，通风向阳，排水通畅。羊舍的高度一般为 2. 5~2. 8 

米，羊舍的面积应保证:种公羊 4~6 米2/只，成年母羊1. 2~ 1. 8 米2/只，育成羊 O. 7~0. 9 

米2/只，羔羊 O. 4~0. 5 米2/只 。

适宜区域: 在我国山羊分布区均可适宜养殖。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杜立新

联系电话: 010-62819997 

2. 江苏省畜牧兽医总站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草场门大街 124 号

邮政编码: 210036 

联系人:姜加华

联系电话: 025-86263356. 86263369 (传真)

3. 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天津大港油田团泊洼生活基地

邮政编码: 301607 

联系人:陈华

联系电话: 022-25940528. 25940528 (传真)

C. 德国肉用美利奴

曰神来源: 原产德国，是由法国的泊列考斯羊和英国的莱斯特羊，与原德国美利奴母羊

如交培育而成的，属于肉毛兼用型品种。

特征特性: 具有产肉力高、繁殖力强、羔羊生长发育快、泌乳能力好、耐粗饲、被毛品

好的特点 。 公、母羊均无角，颈部及体躯皆无皱裙 。 体格大，胸深宽，背腰平直，肌肉丰

，后躯发育良好，被毛白色，密而长，弯曲明显。 体重成年公羊 100~ 140 千克，母羊

70~80 千克， 成年母羊剪孟量 4~5 千克， 毛长 6~8 厘米，细度 60~64 支;公羊 7~10 千

，毛长 8~10 厘米，细度 60~64 支。羔羊生长发育快. 130 天屠宰时，活重可达 38~45

3览，嗣体重 8~22 千克，屠宰率 47%"-'49%。母羔 12 月龄可配种繁殖，常年发情，两年

.胎，产羔率 150%~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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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要点:种公羊的饲养要按照饲养标准配制日粮，选择茵宿草、 三叶草等营养价值

高、易消化、适口性好的草料，精料可使用燕麦、大麦 、 玉米、豆类等，多汁饲料有胡萝

卡、 青贮玉米等。饲养以放牧、舍饲结合，应该加强运动。母羊的饲养管理:包括空怀期、

娃振期和哺乳期，要按照不同阶段饲养标准配制日粮，保证其营养需要。羔羊哺乳期和育成

期的饲养管理:从初生到 1 月龄的羔羊，以母乳为主，饲喂为辅，但要早训练吃草料; 2 月

龄的羔羊逐渐以采食为主，哺乳为辅; 4~6 月龄为育成期，要按照育成羊的饲养标准饲喂。

在冬季舍饲期，应以补饲为主，放牧为辅，喂给豆科草、 青干草、青贮及其他农副产品。 要

保持羊舍的清洁和干燥，定时清粪;注意预防羊传染病、寄生虫病和痴癖。

适宣区域:适宜在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细毛羊生产区。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杜立新

联系电话: 010-62819997 

2. 内藏古农牧业科学院

联系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昭君路 22 号

邮政编码: 010030 

联系人:荣威恒

联系电话: 13337101809 

D. 小尾寒羊

自神来源:小尾寒羊起游、于古代北方蒙古羊，随着历代人民的迁移，把蒙古羊引人自然

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中原地区以后，经过长期选择和培育，逐渐形成具有多胎高

产的肉、皮兼用型优良绵羊品种。

外貌特征:小尾寒羊被毛白色，极少数羊在眼圈、两颊或四肢有黑色斑点，异质、有少

量干死毛;体质结实，体格高大，结构匀称;鼻梁隆起，耳大下垂，胸部宽深，公羊头大颈

粗，有发达的螺旋形角，角根粗硬;前躯发达，四肢粗壮;母羊头小、颈长，大都有小角或

角基，极少数无角;短脂尾，尾呈椭圆形，尾尖上翻，尾长不超过飞节 。

产量表现:小尾寒羊具有早熟、多胎、生长'快、体格大、遗传性稳定和适应性强等优点，

年产 2 胎或两年 3 胎，胎产 2~6 只，平均产羔率每胎达 260%以上;早期生长发育快，易肥

育，适于早期屠宰;肉用性能优良，在良好的饲养条件下， 3 月龄公羔断奶体重达 26 千克，

屠宰嗣体重 13.6 千克， 3 月龄母羊羔断奶体重达 24 千克，屠宰嗣体重 12. 5 千克 ， 6 月龄公羊

体重可达 46 千克，嗣体重 23.6 千克， 6 月龄母羊体重可达 42 千克， ß同体重 2 1. 9 千克。 小尾

寒羊肉质细嫩，肌间脂肪呈大理石纹状，肥瘦适度，鲜美多汁。 小尾寒羊成年公羊年剪毛量

5. 1 千克，母羊 2.4 千克，毛纤维长、油汗低、净毛率高，以细绒毛和两型毛为主。

养殖要点:小尾寒羊适宜舍饲养殖，因生长快、繁殖率高，对日粮营养需求量较高，母

羊哺乳期或羔羊育肥期间要供给全价日粮;粗饲料中各种作物秸轩要通过揉碎、氨化等适当

加工调制;舍饲要加强种公羊和种母羊运动。



适宣区域:适宜北方农区和半农半牧区。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大学

联系人:张微

联系电话: 010-62732728 

2. 青岛市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人: 王建华

联系电话: 0532-87661178 

E.湖草

十、畜牧。

昂神来源:湖羊产于太湖流域，是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之一(农业部公告第 662

号 ) ，是世界上稀有白色羔皮羊品种，由于羔皮市场萎缩，目前转向肉用市场方向。

特征特性:湖羊体格中等，被毛白色，无角，头狭长，鼻梁稍隆起，多数耳大下垂，颈

细长，体躯偏狭长，背腰平直，腹微下垂，尾扁圆，尾尖上翘，四肢纤细。公羊体型大，前

~lK发达，胸宽深，胸毛粗长 。 毛丛为异质毛。 湖羊是世界著名的多羔绵羊品种，具有性成熟

、繁殖力高、四季发情、前期生长速度较快，耐湿热、耐粗饲、宜舍饲、适应性强等优良

性状，尤其是多羔性的遗传性能稳定，所产羔皮花案美丽，肉质细嫩、鲜美，腥味少。

产量表现:

(1)产皮性能:湖羊生后 1~2 天内所剥的羔皮，称为小湖羊皮 。 毛色洁白，具有扑而

不散的技浪花和片花及其他花纹，光泽好，皮板轻薄而致密，弹性强，是制作皮衣的优质原

料 ， 誉为软宝石而驰名中外。羔羊生后 60 天内所宰剥的毛皮，称为袍羔皮。毛股长 5~6 厘

米，花纹松散，皮板轻弹，也是上好的袭皮原料。

(2) 产肉性能: 羔羊生长发育快， 3 月龄断奶体重公羔 25 千克以上，母羔 22 千克以

。 成年羊体重公羊 65 千克以上，母羊 40 千克以上 。 屠宰率 50%左右，净肉率 38%左右。

(3) 繁殖性能:湖羊性成熟早，四季发情、排卵，终年配种产羔。母羊 4~5 月龄性成

'" 公羊→般在 8 月龄，母羊在 6 月龄配种。 在正常饲养条件下，可年产 2 胎或两年 3 胎，

·胎多羔 ， 经产母羊平均产羔率 220%以上 。 母羊泌乳性能好，日产乳在 1 千克以上。

(4 ) 产毛性能:湖羊毛属异质毛 ， 每年春、秋两季剪毛，公羊1. 25~2 千克，成年母羊

2 千克，被毛中干死毛较少，净毛率 60%以上，适宜织地毯和粗呢绒。

养殖要点:湖羊性情温}I四、食性杂、耐粗饲、适应性强、易管理。 饲草料以牧草、野生

如草 、 青贮饲料、农作物秸轩及桑树叶、果树叶等为主，搭配部分精料。 湖羊有夜食性，傍

应放足草料 。

(1)种公羊的饲养管理 : 非配种期应适当运动，逐步增加精料供给，适量采精训练、精

. 配种期应保证日 J艘中粗蛋白质不少于 100~ 150 克 ， 青绿多汁料 1~ 1. 5 千克，干草自由采

. 在自己种频繁时，额外增加营养，保持清洁卫生;配种后期，要适时降低饲养标准和加强运动。

(2) 母羊的饲养管理:空怀期应抓好瞟情，采取短期优饲;饲喂牧草要少量多次。 娃振

胡，在配种后至 30 天，降低饲养标准降;母羊娃振第一个月防止胚胎吸收和流产;从娃

3 1 天开始至 90 天适当补饲 。 娃振后期应防止过度饲喂，增加饲喂次数，增加精料，补充

盼和食盐，做好乳房保健，减少并圈和驱赶运动，充分供给饮水。 哺乳期应逐步加料，对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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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母羊额外补料，注精心护理，防止瘤胃疾病和乳房炎。

(3) 羔羊和肥育肉羊要补饲适量精料，更换饲草料要有一定的过渡期(7~10 天)。

适宣区域:湖羊对潮湿、多雨的亚热带产区气候和常年舍饲的饲养管理方式适应性强，

具有耐高温高湿等优良性状，多分布在浙江省的湖州、桐乡、 嘉兴、长兴、德清、海宁、杭

州等地，近年江苏、上海、安徽、河南、山东、陕西等省份也有不同规模的饲养量。

选育(引进)单位:

1.浙江华丽牧业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杭州市余杭径山镇糟桥湖羊场

邮政编码: 311116 

联系人:白辅导华

联系电话: 0571-88583006 , 13805772099 

电子邮箱: Bailihua8@163. com 

2. 湖州练市年丰湖草生态养殖场

联系地址:湖州市南河区练市镇新华村

邮政编码: 313013 

联系人:朱忠祥

联系电话: 13587228341 

3. 海宁市嘉海湖草繁育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海宁市许村镇红旗村高介组

邮政编码: 314409 

联系人:李灵霞

联系电话: 0573-87901810 

4. 安徽省池州市汉东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池州市贵池区

邮政编码: 247115 

联系人:顾红兵

联系电话: 15156600337 
电子邮箱: ddss158@163. com 

5. 安徽省固镇县争华草业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安徽省固镇县仲兴乡

邮政编码: 233712 

联系人:陈争上

联系电话: 15255221340 

电子邮箱: 331438887@qq.com 

(二)毛绒羊

A.辽宁绒山羊

白种来源:辽宁绒山羊是在当地特定自然条件下，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育而形



成的。中心产区辽宁省东部山区及辽东半岛。

审定情况: 1984 年国家畜禽品种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

审定编号: 0355 。

特征特性:

十、畜牧。

(1)外貌特征:被毛全白，体质健壮，结构匀称、紧凑，头轻小，额顶有长毛，顿下有

髦，公羊角粗大，向后斜上方两侧螺旋式伸展，母羊角向后斜上方两侧捻曲伸出，颈宽厚、

与肩部结合良好，背腰平直，四肢粗壮，股蹄结实，短瘦尾，尾尖上翘。

(2) 绒毛品质特性:①产绒量高:种公羊平均产绒量 1 368 克，母羊产绒量 740 克。②

绒纤维长:成年公羊绒自然长度 8.5 厘米，伸直长度 1 1. 60 厘米士1. 74 厘米，成年母羊绒

自然长度 6.8 厘米，伸直长度 8. 9 厘米士1. 22 厘米。③绒纤维细:成年公羊平均 16. 78 微

米::I: 2. 88 微米，成年母羊 15.87 微米士2.84 微米， 2001-2002 年，辽宁省纤维检验局抽样

测定结果 z 辽宁绒山羊平均细度 15.37 微米，符合国家标准《山羊绒 )) (GB18267- 2000) 

中的细型一等。④绒毛比例高:成年公羊洗净后的绒毛比公羊 66 : 34，母羊 64 : 36。⑤净

绒率高:成年公、母羊分别为 71. 60%和 72.64%。⑥羊绒强力大，拉伸度好:成年羊的强

力超过 6.0 克，拉伸度达到 30%以上。

(3) 产肉性能:辽宁绒山羊不仅产绒量高，产肉性能也较好，而且肉质优良。一般当年

公羔生长到 7"-'8 月龄体重都能达到 30~35 千克，揭羊能达到 35~40 千克，平均日增重为

150 克左右。公母羊屠宰率分别为 47.80%和 45.34% ，净肉率分别为 33.80%和 30.78% , 

肉骨比分别为 4.02 : 1 和 3.11 : 1 。

(4) 繁殖性能:辽宁绒山羊性成熟公羊为 5~7 月龄，母羊为 6~8 月龄;初配年龄公、

母羊均为 18 月龄;发情周期 17~22 天，发情持续期 1~3 天，娃振期 147~ 152 天，产羔率

1l0%~120%，羔羊成活率 96.5%; 公、母羊利用年限分别为 5~6 年和 7~10 年;自然配

种公母羊比例为 1: (40~50); 公羊射精量一般为 O. 8~2. 0 毫升/次，精子密度 25 亿~35

亿个/毫升，精子活力 o. 6~0. 8 ，冷冻精液受胎率平均在 60% 以上。

养殖要点:辽宁绒山羊可常年放牧，也可半放牧半舍饲饲养或全舍饲饲养。因辽宁绒山

羊长绒期长或常年长绒，为保证绒毛生长，日粮营养应全年均衡。在放牧条件下，冬春季节

应进行少量补饲;舍饲养殖日粮应以粗饲料为主(青干草、青贮饲料和各种作物秸轩) ，粗

饲料应占日粮 70%~80% ，精料补充料占 20%~30%; 日粮中蛋白质水平 9.0% ，氮、硫

比例 8 : 1 即可满足长绒需要。为保证母羊长绒和产羔对营养合理需求 。

适宣区域:适宜我国北方各省、自治区适宜饲养绒山羊地区饲养。

推荐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贾志海

联系电话: 010-62732728 

选育单位:辽宁省辽宁绒山羊原种场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辽宁省盖州市榜式堡镇道马寺村

邮政编码: 115224 

联系人:宋先忱

联系电话: 0417-77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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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 lnrsy@sina. com 

B. 内蒙古自绒山羊(阿尔巴斯型)

自种来源:内蒙古绒山羊(阿尔巴斯型)是在当地特定自然条件下，经过长期的自然选

择和人工选育而形成的。中心产区在鄂尔多斯西部鄂托克旗。

审定情况: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审定和国家农业部认定。

特征特性:内蒙古绒山羊(阿尔巴斯型)被毛全白，分内外两层，外层为光泽良好的粗

毛，内层为柔软纤细的绒毛;体躯呈长方形，体质结实，结构匀称，体格中等，头清秀，额

顶有长毛，顿下有髦;公、母羊均有角，公羊角扁粗大，向后方两侧螺旋式伸展，母羊角细

小，向后方伸出;颈宽厚，胸宽而深，背腰平直，四肢端正，尾短小，尾向上翘;对荒漠半

荒漠草原游较强适应能力。

笠产性能:内蒙古绒山羊(阿尔巴斯型)属绒肉兼用型，产绒量高，绒毛纤细，成年种

公羊产绒量平均1014克，成年母羊产绒量平均 670 克，绒厚成年种公羊 7 厘米，母羊 6 厘

米;绒纤维直径成年种公羊 16.0 微米，成年母羊 15.0 微米，净绒率 65%; 产肉性能好，

体重大，成年种公羊抓绒后体重 65 千克以上，成年母羊抓绒后体重 45 千克以上;肉质鲜

美，屠宰率 45% ; 母羊繁殖率高达 150% 。

养殖要点:内蒙古绒山羊(阿尔巴斯型) ，可常年放牧，也可半放牧半舍饲饲养或全舍

饲饲养，在放牧条件下，冬春季节应进行少量补饲;舍饲养殖日粮应以粗饲料为主(青干

草 、 青贮饲料和各种作物秸轩) ，粗饲料应占日粮 70%~80% ，精料补充料占 20%~30% ;，

日 J艘中蛋白质水平 9 . 0% ，氮、硫比例 8 : 1 即可满足长绒需要。为保证母羊长绒和产羔对

营养合理需求，建议母羊在 10 月底配种， 3 月底产羔。

适宣区域: 适宜我国北方各省、自治区适宜饲养绒山羊地区饲养。

推荐单位:

1.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 : 贾志海

联系电话: 010-62732728 

2. 内蒙古鄂托克旗内藏古绒山草种羊场

邮政编码: 016100 

联系人:刘少卿

联系电话: 13947377140 

c. 新吉细毛草

白种来源: 新吉细毛羊由澳美羊、纯繁澳美羊及胚胎与澳美类型羊及近杂交选育而成。

是新疆畜牧科学院、新疆农垦科学院和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3 家科研机构联合进行的"九五"

国家重点攻关项目"优质细毛羊的选育和开发"的科研成果。

审定情况: 2003 年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惊委员会审定，被农业部命名为新吉细毛羊。

审定编号: (农 03) 新品种证字第 2 号。

特征特性: 新吉细毛羊体型呈长方形，皮肤宽松但无明显的皱裙，被毛着生丰满，头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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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长、 着生至两眼连线，四肢毛着生至蹄甲上方。 背腰平直，颈部发达，四肢结实。 公羊颈
部纵皱榴明显，在纵皱裙中有 1~2 个横皱榴。母羊颈部有纵皱榴 。 公羊多数有角为螺旋形，

少数无角;母羊无角 。

产量表现: 成年公羊 12 月龄毛长 1 0 厘米以上，污毛量 8~12 千克，净毛率 60% ~

65 % ，剪毛后体重 75~90 千克。 成年母羊 12 月龄毛长 8~10 厘米，污毛量 5 . 5~8 千克，

净毛率 55%~60%，剪毛后体重 40~45 千克，繁殖率 110% ~ 125% ，羊毛细度为 19~

21. 5 微米。 羊毛综合品质好，是生产高档精纺毛织品的原料。 该品种遗传性能稳定，与当

地细毛羊杂交，后代羊毛产量平均提高 0.5 千克，羊毛细度提高一个等级档次。

养殖要点:

(1)放牧: 青草期放牧饲养，注意在首稽草地放牧时间不能超过 30 分钟，防止瘤胃

鼓胀。

(2) 补饲 : 冬春枯草期要补喂干草或秸秤粉，同时也要喂饲粉碎玉米和豆柏等。

(3) 剪毛:在水泥地或砖地剪毛，抓羊等环节均需防止对羊毛的二次污染，对套毛除去

边坎毛和疵点毛，单独包装。

(4) 药浴和驱虫:剪毛后 1~2 周进行药陷，防止患所癖病。 春季放牧青草前和冬季补

喂前各驱虫 1 次 。

(5) 繁育:种公羊是关键，要 2 年调换 l 次，防止近亲繁殖。实行人工输精配种， 做好

配种和产羔记录，不断选拔优秀个体，淘汰体型外貌和羊毛品质差的个体 。

适宜区域: 适宜在我国西北、东北等牧区、半农半牧区饲养。

选育单位:

1.新疆畜牧科学院

联系地址 : 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东街 151 号

邮政编码 : 830000 

联系人: 田可川

联系电话: 0991-4838184 

电子邮箱: tiankechuan@ 163. com 

2. 新疆农垦科学院

联系地址:新疆石河子市新疆农垦科学院

邮政编码 : 832000 

联系人: 石国庆

联系电话: 0993-2553778 

电子邮箱 : nkkxyxms@ 163. com 

3.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

联系地址 : 吉林省公主岭市东兴华街 186 号

邮政编码 : 136100 

联系人: 张明新

联系电话 : 0434-6282041 

电子邮箱: zmxin@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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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萨能奶山羊

自种来源:培育品种。

特征特性:西农萨能奶山羊是经过多年长期的严格选择和精心培育而形成的优良乳

用山羊品种。具有乳用特征明显、体型大、产奶量高、泌乳期长、繁殖力强、羔羊生长

速度快、抗病力强、遗传性稳定和改良地方品种效果显著等特点。成年公羊体高 80~90

厘米，体重 75~90 千克;母羊体高 72~75 厘米，体重 60~65 千克 。 全群平均产奶量

800 千克，平均泌乳期为 290 天，个体最高日产奶量为 10 千克。平均乳脂率 3.43 % ，乳

蛋白质率 3.28% ，乳糖率 3.92% ，乳的比重1. 029 0 母羊的性成熟早，平均产羔率

200 % 。

养殖要点:饲料以青贮玉米和青干草等粗料为主，玉米、敖皮、豆柏等混合精料为

辅，适当添加食盐、多种维生素及矿物质，常年提供清洁饮水。种公羊精料中蛋白质含

量应在 20%以上，玉米、大麦等能量饲料用量不可过多"非配种季节加强运动，不可过

肥或过瘦;配种前 1~2 个月加强饲养管理，补充鸡蛋、羊奶等高蛋白质物质，提供优质

青干草和青贮饲料，补喂适量青草，配种期每只成年种公羊日喂混合精料1. 2~ 1. 5 千

克;适当运动，每日采精或本交配种 2~3 次;鲜精用羊奶或牛奶稀释 4~5 倍后进行人工，

授精可以提高优秀种公羊利用率。 泌乳母羊要按泌乳规律进行饲养管理，泌乳初期饲喂

易消化优质青干草和青贮饲料，补喂多汁饲料和精料，使母羊尽快恢复食欲和体力;泌

乳盛期饲养最为关键，继续饲喂优质饲料，增加高能量高蛋白质精料喂量和次数，使母

羊维持较高的产奶水平;泌乳中期母羊产奶量逐渐下降，保证粗料供应量，适当减少精

料量，减缓泌乳量下降，保持稳产;泌乳后期母羊产奶量迅速减少，进入发情配种季节，

应以粗料为主，减少精料喂量;干奶期母羊正处于怀孕后期，应适当运动，增加优质粗

料和精料喂量，保证胎儿生长发育和母羊产后泌乳，管理上注意保胎防流产。青年母羊

(断奶后到配种前)仍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粗料以优质青干草为主，精料蛋白质含量 15%

左右，棍合精料喂量 O. 3~ 0. 5 千克，同时注意添加矿物质和维生素等。出生羔羊应早

吃、吃足初乳， 5 天后进入常乳人工哺乳阶段，应做到定羊、定时、定量、定温、定质，

保持清洁卫生，减少疾病;羔羊生后 10 天开始提供优质干草， 20 天后提供?昆合精料或颗

粒料，自由采食，随着羔羊饲料采食量的增加逐渐减少喂奶量，直至断奶 。 奶山羊多为

舍饲或半舍饲，羊舍建筑应做到干燥向阳，冬暖夏凉，通风透光，经济实用 。 羊舍的高

度一般为 2. 5~3 . 0 米，羊舍的面积要适宜，种公羊不少于1. 5~2 . 0 米2/只，泌乳母羊

1. 2 ~ 1. 5 米2/只，怀孕或哺乳母羊 2. 5~3. 0 米2/只，青年羊 O. 6~0 . 8 米2/只，羔羊

O. 3~0. 4 米2/只 。

适宣区域:适宜陕西、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辽宁等多省份养殖。

推荐单位: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萨能草原种场

联系地址:陕西省杨凌示范区部城路 3 号

邮政编码: 712100 

联系人:罗军，张顺理

联系电话: 029-87082891 , 13087567878 



2. 陕西省干阳县萨能羊繁育中心

联系地址:陕西省千阳县文家坡乡曹家塘村

邮政编码: 721100 

联系人:魏志杰

联系电话: 0917-4254043 , 4254543 (传真)

N. 禽

(一)北京鸭

A. Z 型北京鸭

自种来源:北京鸭。

审定编号: (农 10) 新品种证字第 4 号。

十、畜牧。

审定情况: 2005 年 11 月 13 日通过国家畜禽品种审定委员会家禽专业委员会审定。

特征特性: Z 型北京鸭商品代肉鸭以三品系配套模式生产。 其特点是生长速度快、饲料

转化效率高、肉质鲜嫩、胸腿肉率高、胸部丰满、皮肤细腻光滑、羽毛孔细小、头大、颈粗

短、体躯椭圆 。 6 周龄肉鸭全身羽毛丰满，羽色纯白。

生产性能:商品代 35 日龄肉鸭的体重达到 2.92 千克，饲料转化率(饲料/增重)为

2. 1 : 1; 42 日龄肉鸭的体重达到 3.22 千克，饲料转化率为 2.26 : 1, 42 日龄的胸肉率达到

11. 0% ，腿肉率达到 1 1. 2 % 。 父母代种鸭的开产日龄 (5%产蛋日龄)为 165 天，母鸭的开

产体重为 3.10 千克，产蛋率 50%的周龄为 26~27 周龄。种鸭 70 周龄的产蛋量约为 220 枚。

种蛋的受精率为 87 %~95% 。 受精蛋的孵化率为 85 % ~92% 。 人孵蛋的孵化率为 74%~

82% 。 种蛋蛋重平均为 85~95 克 。

养殖要点:肉鸭应自由饮水采食。水质良好，应符合 NY 5027 ((元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

水水质》 的要求 。 饲料营养丰富、新鲜、无发霉变质。 饲料的卫生指标应达到 GB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的要求 。 饲料配制应以肉鸭各生长发育阶段的营养需要量为依据进行配制，

饲料的营养成分含量应满足肉鸭的营养需要量。 肉鸭饲料中不应使用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

使用的微生态制剂、酶制剂、促生长剂、抗生素等产品。

肉鸭应在良好的环境下饲养。 肉鸭舍内地面、垫料应保持干燥、清洁。 在 1~7 日龄，

雏鸭舍内温度宣保持在 30.C 以上，随后每周舍内温度下降 3~4.C ， 直至室温。 饲养密度适

宜 ， O~2 周龄每平方米饲养肉鸭约 20 只， 3~4 周龄每平方米饲养肉鸭约 10 只， 5~6 周龄

每平方米饲养肉鸭 4~5 只 。 肉鸭在饲养过程中，宜实行全日 24 小时光照，夜间采用弱光照

明，光照度1O~15 勒克斯(每平方米面积 2 瓦) 。

适宣区域: 适宜在全国推广养殖。

选育单位: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侯水生

联系电话: 010-62815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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