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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试验旨在比较新丹系、美系、英系三个品系的肥育性能差异 ,用新丹系 20 头 (公 12、母 8) ,美系 27 头

(公 17、母 10) ,英系 26 头 (公 16、母 10) ,采用群养单饲法 ,在一致的条件下试验猪从 25kg 体重养至 90kg 体重结

束。结果表明 :25～90kg 平均日增重新丹系为 920g、美系 824g、英系 820g ;饲料报酬新丹系 2. 512、美系 2. 930、英

系 2. 823 ;达 90kg 体重日龄新丹系 145. 5 天、美系 150. 5 天、英系 152.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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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白猪是原产于丹麦的著名瘦肉型猪种 ,许多国

家都从丹麦引进 ,并通过自己的培育形成了在性能上

各具特点的新品系。近年来 ,我国从丹麦等国家相继

引进了新丹系、美系、英系、加系、日系等不同品系的长

白猪 ,并陆续有各个品系猪的特点及肥育性能的报道。

为人们了解不同品系的长白猪提供了有用的资料 ,然

而由于各地饲养水平和管理条件不同 ,气候环境也有

差异 ,所得资料缺乏可比性 ,不利于比较和鉴别。为

此 ,我们将本场于 1994 年后引进饲养的新丹系、美系、

英系长白猪在一致的营养水平和饲养管理条件下 ,在

1998 年秋季至冬季 ,进行肥育性能比较试验 ,进一步了

解和掌握它们的特性 ,以便为今后的选育工作和杂交

利用提供依据。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猪的选择
从我场饲养的新丹系、美系、英系长白猪的选育群

中选取生长发育良好、健康无病的新丹系 20 头 (公 12、

母 8) ,美系 27 头 (公 17、母 10) 、英系 26 头 (公 16、母

10) ,共 73 头 ,预试期 4～5 天 ,按常规进行编号、驱虫和

疫苗注射。

1. 2 　饲养管理及试验日粮营养水平
试验猪按性别及体重大小 ,分栏饲养 ,实行群养单

饲法 ,分别测定每头猪的饲料用量。每栏 6 头 ,每头有

固定料槽和自动饮水器 ,各栏条件一致 ,专人管理 ,每

天打扫二次 ,饲喂干粉料 ,前期 (25～60kg)每天 3 次 ,后

期 (60～90kg) 每天 2 次 ,人工给料至猪不再采食为止 ,

每日以头为单位记录饲料用量。

本试验用的饲料为自配料 ,前期、后期料营养水平

见表 1。

表 1 　前后期饲料营养水平

日粮 消化能
(MJ/ kg)

粗蛋白
( %)

钙
( %)

有效磷
( %)

赖氨酸
( %)

前期日粮 13. 59 18. 10 0. 81 0. 40 0. 95

后期日粮 12. 88 15. 10 0. 80 0. 40 0. 68

1. 3 　测定项目
1. 3. 1 　平均日增重 :除称始重外 ,到 60kg 左右称重 ,计

算前期平均日增重 ,至 90kg 左右称结束重 ,计算后期、

全期 (25～90kg)平均日增重。

1. 3. 2 　饲料报酬 :按头记录前期、后期耗料量并计算

前期、后期、全期料重比。

1. 3. 3 　达 90kg 体重日龄 :计算从出生日期到达 90kg

体重时的日龄。

1. 4 　统计与分析
试验资料用 Harry 软件最小二乘分析法进行单因

子分析。

2 　试验结果

2. 1 　平均日增重
试验猪在不同时期的日增重最小二乘均数见表 2。

表 2 　日增重的最小二乘均数　(单位 :g、头)

品系 头数 前期 后期 全期

英系 26 871 ±5. 3a 792 ±4. 4B 820 ±4. 1B

新丹系 20 936 ±5. 0a 919 ±4. 4A 920 ±3. 7A

美系 27 886 ±4. 4a 785 ±4. 5B 824 ±4. 1B

平均 898 832 855

　　注 :表中同列数据有不同大写字母者表示差异极显著 ( P

< 0. 01) ,有不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 ( P < 0. 05) ,有相同

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以下均同) 。

表 2 可见 ,长白猪具有生长速度快的优点 ,整个试

验期间 ,三个品系长白猪平均日增重最小二乘均数达

855g ,其中新丹系的平均日增重最高达 920g ,与英系、

美系差异都达到极显著水平 ( P < 0. 01) 。从不同生长

阶段看 ,前期虽然也是新丹系生长速度最快 ,但与英

系、美系比较差异都不显著 ( P > 0. 05) ,而后期新丹系

平均日增重比英系、美系分别高出 127g 和 134g ,差异

极显著 ( P < 0. 01) 。

2. 2 　饲料报酬
各品系长白猪的饲料报酬最小二乘均数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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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饲料报酬最小二乘均数

品系 头数 前期 后期 全期

英系 26 2. 424 ±0. 21B 3. 277 ±0. 27B 2. 823 ±0. 24B

新丹系 20 2. 145 ±0. 21A 2. 926 ±0. 25A 2. 512 ±0. 20A

美系 27 2. 403 ±0. 22B 3. 397 ±0. 25B 2. 930 ±0. 26B

平均 2. 324 3. 200 2. 755

　　由表 3 可见新丹系的饲料报酬最好 ,前期仅为
2. 145∶1 ,后期 2. 926∶1 ,全期的饲料报酬为 2. 512∶1 ,与
英、美系都有极显著的差异 ( P < 0. 01) 。英系和美系间
差异不显著。

2. 3 　达 90kg 体重日龄
各品系达 90kg 体重日龄的最小二乘均数见表 4。

表 4 　达 90kg 体重日龄最小二乘均数

品系 头数 达 90kg 体重日龄

英系 26 152. 5 ±1. 3b

新丹系 20 145. 5 ±1. 3a

美系 27 150. 5 ±1. 3ab

平均 149. 2

　　表 4 表明各品系试验猪达 90kg 体重日龄 ,以新丹
系最好仅 145 天 ,其次是美系 ,英系较差 ,与新丹系相
差 7 天达到显著水平 ( P < 0. 05) 。而美系与英系、美系
与新丹系之间则差异不显著 ( P > 0. 05) 。

3 　讨论
3. 1 　平均日增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指标 ,与养猪
生产的效益直接有关。本试验表明 :长白猪三个品系
全期平均日增重也存在显著差异 ,新丹系生长速度最
快 ,比英系、美系分别多增重 100g 和 96g。据李家骅
(1997 年)报道江西东乡良友畜牧有限公司的美系长白
猪在 25～90kg 期间平均日增重为 722. 90g ,略低于本
次试验美系长白猪的平均日增重。据丹麦中央测定站
报告 ,1994 年新丹系公猪平均日增重为 960g。本次测
定的新丹系的生长速度比丹麦测定的成绩略低 ,究其
原因是新丹系在 25～60kg 阶段生长速度未能发挥出
应有的水平 ,这可能是由于新丹系 1995 年刚引进尚未

完全适应新的环境 ,再加上我们对新丹系生长肥育猪
饲养技术掌握不够所至。若能克服上述因素的影响 ,

新丹系仔猪的前期生长速度将会有进一步的提高。

3. 2 　饲料报酬也是衡量猪种质量优劣的一个重要环
节。过去受条件的限制 ,只能根据料重比与日增重的
负相关进行间接选择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使群体
饲料报酬有所提高 ,但是随着养猪生产者对饲料报酬
的日益重视 ,这样的选育效果并不能让人满意。为此
国内一些有条件的育种场都逐渐采用群养单饲法 ,分
别测定每头猪的饲料报酬。本次试验结果表明 :长白
猪三个品系中饲料利用率以新丹系最好 , 前期为
2. 512 ,与英系、美系都有极显著的差异 ( P < 0. 01) 。从
猪的不同生长阶段考察 ,前期饲料报酬较高 ,平均为
2. 324 ;后期饲料报酬较低 ,平均为 3. 200。这种差异固
然与猪的生长发育特点有关 ,还可能受试验季节的影
响 ,因本次试验的后期正值隆冬 ,猪舍保温性能较差 ,

影响了后期的生长速度和饲料利用率。

3. 3 　随着养猪业的日益商品化 ,达 90kg 体重日龄被
作为一个较重要的肥育性能指标 ,已越来越受到育种
工作者和养猪生产者的重视 ,它与平均日增重相比 ,更
具有商业价值。本次试验结果表明 :新丹系长白猪平
均为 145. 5 天 ,显著地好于英系 ( P < 0. 05) 。由于本性
状与出生至二月龄时的生长速度有较强的负相关 ,若
能加强新丹系仔猪饲养管理 (新丹系的二月龄的平均
体重为 20. 8kg , 明显低于英系的二月龄平均体重
23. 6kg和美系的二月龄平均体重 22. 7kg) ,充分发挥它
的生长潜能 ,还可减少达 90kg 体重所需要的天数。

综上所述 ,新丹系在肥育性能的三个主要指标上
均优于美系和英系长白猪 ,是一个具有较大生产潜能
的优秀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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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殖业大全》征订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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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科学养殖技术、标准以及畜禽病虫防治与治疗、兽药安全使用等方面内容。一书在手 ,悉知全国养殖业机构全貌和科学养

殖技术与饲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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