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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山长白猪的选育近况

1  选育目标

长白猪在生产中既能作为杂交父本

获得很好的效果，在“洋三元”瘦肉型商品

猪生产中，作为第一母本也有很好表现，

因此我们的育种要求是：在保持原有背膘

厚度的基础上，重点提高生长速度并兼顾

繁殖性状，外貌要求：头颈清秀、背宽、腿

臀丰满、四肢粗壮、体型一致，主要指标：

达100kg体重日龄在160d以内，性能测定

期间的饲料利用率在2.6以内。100kg体重

背膘厚11mm。均产仔数提高0.5～0.8头，

预计5～8年内达到选育目标。

2  主要技术措施

2.1  重新组建核心群

通过对全场存栏长白猪的生长发育

性能测定资料、母猪历年的繁殖记录、公

猪的配种记录及系谱的分析，摸清它们的

生产性能和遗传品质的基础上，选择优秀

个体组建核心群。被选入个体的生产性能

要求：后备阶段的性能测定成绩好，达

100kg体重日龄的育种值高，母猪繁殖性能

好，平均产仔数要在11头以上，繁殖指数

高，公猪配种成绩好，后裔的性能测定成

绩好，育种值高。体型的要求：头颈轻而清

秀，腿臀丰满，四肢粗壮。共选出公猪20头

（有15个血统）、母猪150头组成核心群。

2.2  世代更新

为提高产仔数，不强调一年一个世

代，核心群采取闭锁与开放相结合的选育

方式，核心群公母猪的后代被选入核心

群，首先要性能测定优秀，要产三胎以上，

被证明繁殖成绩优秀者，才能被定选，生

产群中被证明繁殖性能好，繁殖指数高的

个体可选入核心群。核心群每年更新1/3。

必要时可适当引入场外优秀品系的长白

猪血液。

2.3  实行阶段选择

第一次选择70日龄左右，根据父母

亲的繁殖指数高，同窝产仔又多，选取生

长发育好的个体进测定站。第二次选择，

性能测定结束，根据个体综合选择指数

及达100kg日龄育种值高低，并参考外貌

评分，进行选留。第三次选择，核心群母

猪产三胎以上时，根据繁殖指数进行定

选。

2.4  坚持生长发育性能测定

经过多年的实践，深深体会到性能

测定的重要性，本场历年留下的种猪，都

有它的性能测定记录可查，这样在第一

次选择时就可了解父母的生长发育性

能，为提高生长速度提供了可靠的遗传

基础，测定遵照GB8467—87《瘦肉型猪性

能测定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执行，从

25～60kg体重为前期，每天喂4次，60～

100kg为后期，每天喂3次，公猪计算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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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测定结束时称重、用B超测定背膘

厚、测量体尺、外貌评分。各项测定都由技

术员操作，力求准确。同批测定的后备猪

出生日期相差在15d内。自2004年起，大白

猪、杜洛克开始性能测定，并实施系统的

选育工作。

2.5  选择指数

2.5.1  生长发育选择指数

利用本场资料所得的遗传参数，由达

100kg校正日龄、100kg体重校正背膘厚、两

个性状构成一个约束选择指数、约束性状

为校正背膘厚、约束条件为保持原有水平

（平均11mm），重点选择生长速度。公式

为：

I =200-( 0.4998X1 + 0.1381X2)

式中：X1 为达100kg校正日龄；X2 为

100kg体重校正背膘厚

指数大于100为优秀。

2.5.2  母猪繁殖性能指数

由平均总产仔数及断奶至再妊娠间

隔天数，两个性状组成，权重分别为0.8、

0.2。指数公式为：

    I n= 14.98X1 —1.41X2

式中；X1为母猪各胎平均总产仔数；

X2为各次平均断奶至再妊娠间隔天数，n

为繁殖胎数。

指数大于100为好。n 越大可靠性越

高。

2.5.3  公猪繁殖指数

用女儿的平均繁殖指数与女儿母亲

的平均繁殖指数之差计算，公式为：

I n= 2Q—M

式中：Q 为女儿平均繁殖指数，M 为

女儿母亲的平均繁殖指数, n 为女儿数，

n 越大越可靠。

以上三个繁殖性能指数已在选择工

作中应用。

2.6  合理选配

以同质选配为原则，每年都制定具体

的配种计划，核心群的母猪都用核心群的

公猪配，核心群的公猪也可和生产群中繁

殖指数高的母猪配。本身繁殖指数高的公

猪如〔01—0407号公猪〕可以多配，没有繁

殖指数的公猪，生长发育指数高的多配。

并在后两种交配类型的后代中多留后备

猪参加生长发育性能测定，通过间接后裔

测定，证明生长很快的公母猪之间，可突

破后裔的近交系数在10%以内的限制，可

适当近交，优秀的交配组合可重复配种。

2.7  资料整理和分析

本场一直按照种猪记录档案的要求

进行记录，保存有各种生产、测定和试验

资料，1987年与浙江省计算机技术研究所

联合开发出“种猪生产和育种管理系统”

软件，翌年开始应用于本场生产，此后结

合国家攻关课题，又引进了“S A S ”、

“MTDFREML”“GBS”等分析和育种软件，顺

利地解决了我场种猪生产纪录、育种资

料、各种测定资料及试验数据相互间的衔

接问题，使各种数据能进行多种分析，除

为生产、决策提供信息外，在育种上主要

有以下用处：

2.7.1  遗传参数的估计

由于本场猪群较大，各项记录完整，

数据可靠，能估算出符合本场实际情况的

各种经济性状的遗传参数，并已应用于制

定育种计划，指导生产。

2.7.2  估计育种值

常用MTTDFREML软件，估计生长发育

性能测定资料中的达100kg日龄，100kg体

重校正背膘厚，平均日增重等性状的育种

值，繁殖资料中的总产仔、活仔、断奶窝

重、育成头数等育种值，为准确选种提供

依据。

2.7.3  计算选择指数

除2.5小节中三个指数外，还计算后

备猪的家系繁殖指数，成年公母猪的家系

繁殖指数，有的作为选种的依据，有的仅

供参考。

2.7.4  生长发育性能测定资料的再利用

这是我场近年开创的一项分析工

作，众所周知，性能测定也是对上代亲本

的后裔测定，但未见有实践报道，我们利

用本场积累的大量测定资料，对上代亲本

的遗传品质进行再评定，取得很好的效

果，再评定的内容有二，一是间接后裔测

定，为的是区别于传统的后裔测定，据我

们研究，一头亲本有20～25头后裔参加性

能测定，就可获得该亲本个体在测定性状

上最接近真实遗传值的最佳估计值（详见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一期），二是

现实育种值的估计，用来估计某一个经济

性状的育种值，方法是, 现实育种值 =

2（后裔平均值—群体平均值），它是真实

育种值的最佳估计值，也需要20～25头以

上的后裔资料。

3  饲养管理

这是育种工作的基础，这方面做了很

多的改进，特别是哺乳期和保育期的饲养

管理，对缩短达100kg体重日龄有直接的

作用，各种改进对育种工作都起了应有的

作用，今后仍应不断努力。

4  防疫卫生

这是育种工作的保护神，由于平时对

卫生、消毒工作的重视，按免疫程序认真

做好各项免疫工作，从而保证猪场的平安

生产，使得育种工作顺利的进行。

表2  浙江省中心测定站测定结果

批次  头数   校正日增重（g）  100kg体重日龄   饲料报酬  校正膘厚(mm)  综合指数

1      12       824.78         165.67         2.77      16.23          94.25

2       8       911.05         144.53         2.72      16.59         101.07

3      10       837.94         164.58         2.46      12.78         106.97

4       8       740.92         146.74         2.64      13.45         102.76

6       8       844.87         157.02          2.5       12.6         103.78

8      10       907.52         153.39         2.42      12.18         104.57

表1  2001—2004年后备猪生长性能场内测定结果

世代     性别    测定头数    100kg体重日龄   测定头数   100kg体重背膘厚

2001年    ♂         54          155.3          54          11.3

          ♀        132          163.9         132          12.1

2002年    ♂         50          153.2          50          11.1

          ♀        173          162.6         173          11.9

2003年    ♂         58          150.9          58          10.9

          ♀        152          159.9         152          11.5

2004年    ♂        110          153.1         110         11.15

          ♀        249          160.7         249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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