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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家县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与思考 
 

赵远崇*，刘文斌 
（昭通市巧家县畜牧站，巧家 654600） 

 
摘要：畜禽良种体系是促进畜牧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也是发展现代畜牧业的基础保障。建设科学

的良种繁育体系，选育、推广品质优良、适应市场需求且生产性能高的畜禽品种是实现畜牧业“优质、高产、高效、

安全、生态”发展目标的关键，也是提升畜牧业市场竞争力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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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农民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畜禽良种是现

代畜牧业生产的基础，建立完善的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培育、推广、利用畜禽优良品种，提高畜禽良种

化程度，对促进畜牧业向高产、优质、高效转变及持续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 畜牧业生产现状  

2008 年巧家县存栏大牲畜 84721 头（匹），其中黄牛 58961 头，能繁母牛 18424 头；水牛 2444 头，

能繁母水牛 772 头；马 14843 匹，能繁母马 4199 匹；驴 3568 匹，能繁母驴 124 匹；骡 4905 匹。存栏

生猪 318355 头，能繁母猪 35083 头；羊 129274 只（山羊 70405 只和绵羊 58869 只），能繁母羊 56669
只；禽 439748 只，兔 1214 只。2008 年出栏大牲畜 17295 头（黄牛 12612 头），肥猪 425676 头，肉羊

63799 只，肉禽 581740 羽；肉蛋奶总产达 42458 t，羊毛 148 t，实现畜牧业产值 7.27 亿元。 
2  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现状  
2.1 生猪良种繁育体系现状  
2.1.1 良种场建设现状  

巧家县猪统一供精站于 1991 年建成，先后引入长白、约克夏、巴克夏和杜洛克优良种猪，进行自

群繁育供种改良，到 2008 年存栏约克夏公猪 2 头、母猪 10 头，巴克夏母猪 4 头。尽管供精站虽有 10
多年的历史，但规模一直没得到扩大，种猪供应能力受制约，特别是 2007 年巴克夏公猪死亡后，巴克

夏猪就面临无种。2006 年马树建成县仔猪基地（博浩生猪养殖合作社）后，引入纯种约克夏母猪和公猪

开展自群繁育，到目前已开始向社会供种，但质量及数量都不高。 
2.1.2 配种站点建设现状  

自 1957 年以来，巧家县先后引进内江猪、荣昌猪、长白猪、巴克夏、约克夏、苏白猪、杜洛克等

种猪，但高二半、高寒山区引进较少，本地乌金猪基本上是自成体系。1991 年县猪统一供精站建成后，

引进良种开展自群繁育向大面供种，并在大海分站、小海分站、荞麦地改良中心站以及部分乡镇开展改

良配种，建猪人工授精配种站、点、户，大力推广生猪人工授精技术，打开了生猪改良工作的新局面。

到 2008 年，全县已建有生猪改良站、点、户 319 个，存栏良种公猪 595 头，全年改良生猪 39885 窝，

其中人工授精 26231 窝，占改良数的 65.8%，但各配种站点的仪器和设备简陋，只是勉强能开展猪人工

授精配种。从全县生猪生产发展来看，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滞后，特别是纯种繁育规模小是制约巧家

县生猪生产快速发展的瓶颈。 
2.2 山绵羊良种繁育体系现状  
2.2.1 山羊良种繁育体系现状  

自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就开始引入中卫山羊、山西乳山羊开展杂交改良，但农户投入多，收入少，

不愿饲养，加之种羊对环境不适应，易患传染性胸膜炎导致死亡，杂交改良工作停顿。2002 年又引入南

江黄羊、努比羊及波尔山羊冻精，改良效果都不好。2008 年在小海种畜场开始引进南江黄羊纯种繁育，

然规模太小，适应性较差。目前市场却也是流通领域广大，有少部分群众自发从外地引种进行改良。 
2.2.2 绵羊良种繁育体系现状 

1954 年曾引进兰布里耶种公羊，1958 年以来先后引进新疆细毛羊、高加索羊、阿斯卡尼革、考尔

木、美利奴、罗姆尼、林肯等品种。1954～1957 年，坚持由试点到大面推广，效果显著，农民满意；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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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绵羊改良工作普及全县，虽然改良配种数量多，但受胎率极低，改良有声势而无实效；1971～
1979 年，绵羊改良工作在巧家县重点区域的荞麦地、崇溪、铅厂、马树 4 个公社又有所恢复，引进半细

毛羊品种意在提高毛长和产毛量，但由于饲养管理不善和自然生态条件恶化等原因，杂交和级进杂交的

后代效果不理想，改良工作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状态。1982 年后，绵羊到户饲养，羊毛价格趋于合理，改

良工作进入振兴时期，1987 年巧家被列为云南省绵羊基地县，在荞麦地区建立绵羊改良中心指导站，1990
年列入云南省科学养羊综示区之一，在崇溪的干沟、背风、羊棚、安居、崇溪五个村实施配套技术推广，

坚持半细毛羊改良方向，使长期影响绵羊生产的“三低、一短”现象得到改进，同时在赖石山、小海开展

国家“八五”、“九五”科技攻关，成功培育出国家第一个粗档半细毛羊新品种－云南半细毛羊。1996 年又

开展绵羊基地续建及 48-50 支半细毛羊选育与提高专题项目建设，自此，巧家县就以赖石山、小海两种

畜场开展云南半细毛羊品种纯繁，在周边乡镇养羊重点区开展云南半细毛羊改良推广，大力扶持农户建

改良配种点，形成国家、集体、农户办站改良的网络体系，有力地推动了绵羊生产的发展。2008 年底，

全县有绵羊配种站点户 339 个，改良绵羊 26117 只（其中人工授精 11369 只），其中半细毛改良 12584
只，占改良数的 48.18%。 
2.3 牛良种繁育体系现状  

1958～1978 年期间，先后引进荷兰黑白花奶牛、娟姗牛、秦川牛和内蒙草原红牛，采用人工授精和

本交改良。1998 年后主要开展冻精改良，购入西门塔尔、短角牛、安格斯及少量的黑白花奶牛和摩拉水

牛冻精。自在药山镇首开冻精改良技术推广以来，先后实施了“黄牛一千”工程、种草养畜扶贫开发等项

目，在养牛相对集中、交通方便的乡镇或村办设立冻改点，到 2008 年，巧家县已有 29 个站点开展冻精

配种改良推广，基本上覆盖全县主要养牛行政村，2008 年完成冻精改良配种 9456 头，是 1998 年 68 头

的 139 倍，全县黄牛冻改数量得到了快速发展，为巧家县的养牛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2.4 马属改良现状  

1958 年后先后引进国外卡巴金，国内河曲马、关中驴、川驴良种对本地马匹杂交改良。1986 年后

引入关中驴、川驴在铅厂的大海畜牧分站改良配种，后承包给铅厂、东坪、马树的农户开展改良配种。

目前有农民自行引入河西马和种驴开展配种。 
2.5 禽良种繁育体系现状  

上世纪 70 年代，巧家县供销社、食品公司引进蛋用、蛋肉兼用品种来航、九斤黄、白洛克种鸡，

提供给机关职工和部分农户试养，传下杂交后代；1984 年，巧家县畜牧局又在县城小沙坝办试验小型鸡

场（县种禽场），饲养了部分父母代、商品代芦花、来航、澳洲黑、罗斯等鸡种，孵化幼雏提供社会饲

养；1997 年又由江西泰和县引入泰和出壳乌鸡，在小沙坝种禽场饲养繁殖，两年后全部推广到农户；2001
年实施土鸡养殖工程，又引入盐津鸟骨鸡在新华、巧家营饲养推广，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发展三

位一体养鸡模式。近年四川、昆明的禽苗不断进入巧家县农户家中饲养，品种繁杂。 
3  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现状  

巧家县畜禽遗传资源较为丰富，地方畜禽品种有乌金猪、昭通黄牛、昭通山羊、昭通绵羊、乌蒙马、

盐津乌骨鸡及本地土鸡等。1991 年承担了国家攻关课题，参与培育成了我国第一个粗档半细毛品种－云

南半细毛羊，在赖石山、小海开展保种繁育。近年来，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农户饲养的家畜基本上是外

来品种或者是外来品种与本地家畜杂交的后代，造成地方品种血缘混杂，真正的地方品种不多，而且数

量不断减少，只有近年培育成功云南半细毛在两育种畜场保持有比较纯的血统。据 2006 年畜禽遗传资

源调查，巧家县地方品种的存栏数都呈下降趋势，特别是昭通黄牛、昭通绵羊、乌金猪下降最快，趋于

濒危的势态，这些地方优良品种繁殖力高、抗病力强、耐粗饲、肉质好、遗传性能稳定，适应性强，不

仅是培育优良品种的遗传资源，也是深受消费者欢迎的优质肉食品，急需开展保护或选育。 
4  种畜禽管理执法现状  
4.1 执法队伍现状  

为贯彻执行《云南省种畜禽管理办法》、《种畜禽管理条例》及相关种畜禽配套法规，提高执法水平，

2004 年组织人员参加了市局种畜禽管理执法培训，2005 年县法制办组织开展行政执法培训，通过考试

合格，核发了执法证，目前有 12 人取得种畜禽执法证。 
4.2 家畜人工授精从业人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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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人工授精改良效果，从 1991 年以来，由县局组织开展了猪、羊人工授精和黄牛冻改技术

培训。2002 年、2003 年及以后开展了多次比较系统的培训，牛冻精改良配种技术已连续 6 年在药山举

办培训。全县共有猪人工授精从业人员 217 人，羊人工授精从业人员 21 人，牛冻精改良配种从业人员

45 人。 
5  畜禽良种繁育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5.1 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规模小  
5.1.1 良种场少而小  

全县只有一个供精站统一和马树博浩生猪养殖合作社开展种猪繁育，但种猪群体小，品种单一，特

别是县统一供精站是 1991 年建成的，至今一直未进行过扩建和改造，基础设施简陋、圈舍破烂、设备

陈旧，生产条件差，发展速度慢，生产形不成规模，在巧家县高寒地区很好推广的巴克夏公猪已无种，

现在两地只有一个约克夏猪品种，所需种猪大多需从外地引进。良种场繁育、选育及供种能力受到限制。 
5.1.2 原种场设施老化、条件艰苦  

参与培育成功的云南半细毛羊原种场基础设施自 1991 年、1992 年建成以来，年久失修，多年雪凌

灾害破坏，房屋及设施损坏严重，屋面多处漏水、垮蹋，电力不通，条件艰苦，草场退化严重，影响种

羊选育和质量提高，制约了种羊生产规模的扩大。 
5.2 配种改良站点基础设施差，设备落后  

大面配种改良基础设施差，设备简陋，工作条件艰苦，并且农户居住分散，山高坡陡，老百姓和技

术人员为改良配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5.3 面广、体系松散，技术服务不到位  

巧家县生猪、黄牛、山绵羊养殖在整个畜牧业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历经多年虽然建起了一些改良配

种站点，但是山区农户饲养的种公畜大都还是自行购进或从生产中自选饲养作种用，不能保证种畜质量，

公畜血缘混杂，本地劣质公牛、公羊、公猪与母畜同群同牧，野交乱配。 
5.4 推广经费不足  

牛冻改和猪、羊人工授精本身是一种实践操作性很强的工作，但由于经费有限，投入科技推广费用

少，参与配种改良人员培训机会少，参加培训也就是进出两、三天的短期学习，势必影响业务的提高，

同时也难以进行设备更新。 
5.5 行政力度不够，管理较困难  

一是行政力度不够，无力实施宏观战略和可持续发展建设，工作开展被动，业务部门工作起来相当

吃力；二是执法队伍建设滞后、执法能力差，种畜禽质量监管阻力大、困难多、效果差，管理困难。 
6  发展思路  
6.1 巩固完善畜禽配种网点  
6.1.1 积极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和重视，逐步完善和巩固各配种改良站点的设施设备，改善工作环境及

条件，加大业务培训力度，严格畜禽人工授精配种人员持证上岗，鼓励村兽医室人员积极加入到家畜改

良行列中来，参与良种改良和管理。 
6.1.2 巩固、调整原有牛冻改配种网点，新建部分冻改站点，扩大冻改配种覆盖面，完善冻改站点设施，

增强服务管理水平，提高牛冻改配种受胎率。 
6.2 加强优良种畜禽引种繁育  
6.2.1 申请扶持建设县级种畜禽繁育场，巩固完善县统一供精站，更新种畜禽，扶持有条件的养殖户开

展纯种扩繁，为全县提供优质合格种畜禽，满足全县种畜供给；鼓励推行畜禽标准化养殖场（户）及养

殖大户开展自繁自养，生产二元杂、多元杂商品畜。 
6.2.2 完善云南半细毛羊原种场。加大投入，完善场内设施建设，采用现代育种新技术，开展本品种选

育和技术攻关，严格按照种羊登记办法及育种标准，选育提高种羊质量和生产性能，为大面提供优质种

羊，转化科研成果，推行当年羔当年育肥出售，生产优质羊肉，加快开发云南半细毛羊毛、肉、皮系列

产品，打造特色品牌。 
6.2.3 逐步扩大引进南江黄羊品种的繁育，研究其适应性及改良效果，生产提供优秀种羊。 
6.2.4 引进良种肉鹅，利用县种禽场或引导有条件的大户进行良种鹅繁育，为扶持和发展肉鹅产业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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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6.3 加强地方品种选育  

本地的优良品种如本地黄牛、黑山羊、黄山羊、土鸡等都具有繁殖力高、抗病力强、耐粗饲、肉质

好，深受消费者喜爱，且遗传性能稳定，是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战略资源，开展地方优良品种的保护选育，

应用现代的育种技术，边保种边选育培育地方良种新品种（系），做到保护与开发并重，使优良地方畜

禽品种资源在保护中促开发，开发中促保护。 
6.4 建立种畜禽养殖档案信息库  

建立和完善种畜禽个体资料档案及畜禽养殖档案，建立品种分布、数量等资料数据库，准确地掌握

种畜禽生产经营动态，用以指导种畜禽生产、畜禽品种改良及畜牧产业发展。 
6.5 加强种畜禽执法监督管理  

加强种畜禽执法监督管理队伍体系建设，贯彻执行《畜牧法》、《种畜禽管理条例》、《种畜管理办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搞好良种体系宏观调控，监督检测种畜禽生产性能及其质量，杜绝私人或个体从外乱

引不合格种畜，坚决淘汰劣质种公畜，规范种畜禽管理，提高育种和种畜禽质量水平，建立种畜禽生产

经营良好运转机制，开展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全面提升畜禽整体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