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裕公司 
遗传研发



整体方案



加裕研发体系注重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获得不断的进步。

我们采用创新的技术和经过时间检验的方法，确保产品和服务能够
为广大客户提供竞争优势。

加裕诚挚地邀请幕后的各位更进一步了解我们的体系，您会发现我
们是很认真地在做这个工作。

你们准备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猪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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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育种体系的核心是超过
15,000头母猪的纯种注册核心
群，该群体遍布全球并从遗传
上相互联结  

加裕结合自身和合作伙伴的知识和经验来开
发育种，营养和管理体系等，从而支持广大
客户们获得最优秀的性能和最大化的收益。

如何实现最优质的种猪？

• 只做注册纯种猪
• 杂交优势和品种互补性
• 基于经济收益的选育指数
• 对研发体系持续不断地投资

加拿大养猪协会具体实施并认证了加拿大政
府动物系谱法案。这一政府授权的注册种猪
保证了猪的纯度和系谱的提供，从而确保种
猪的品质成了全世界的标杆。

加裕坚信注册纯种猪的价值。这一承诺确保
了加裕客户将只会获得经过认证的纯种猪和
真正的F1代猪。

加
• 世界上最大的私有育种公司
•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注册纯种猪群
• 20多年的遗传研发
• 企业老板直接参与业务
• 在制造和应用新技术方面能做出正确高效的决策
• 最大化遗传进展

杂
交
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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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国家 – 11个猪群 – 4,000多头母猪

7个国家 – 14个猪群 – 9,000多头母猪

5个国家 – 10个猪群 – 3,000多头母猪

杜洛克核心群

大白核心群 

长白核心群 

加裕的体系采用100%杂交优势和品种互补
性。杂交优势会提高生产和繁殖性能，超过
纯种父母的平均水平。

加裕长白x 大白杂交F1代母猪展示了100%
的母系杂交优势。加裕大白窝产仔数高并且
母猪繁殖性能好，加裕长白有非常出色的母
性和较早进入成熟期，两者优势互补。在这
个简单的概念基础之上，加裕建立了自己的
育种体系。

当加裕F1代母猪和加裕注册纯种杜洛克公猪
交配时，整个遗传方案就完成了。

加裕三元商品猪在生长速度，均匀度，存活
率和猪肉品质方面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加
裕商品猪的一致性是给客户带来利润的关键
驱动力。

我们的注册纯种猪群可以通过杂交获得均
匀度，生产“真正的”F1母猪和三元杂交
商品猪。

猪群均匀度好会使管理更轻松，减少一些
特殊处理工作。在屠宰场层面的均匀度会
增加养殖户们的利润，这才是最重要的！

25% 长白 | 25% 大白 | 50% 杜洛克
终端产品，加裕杜洛克父本和加裕大长
（F1代）杂交生产出的是带有以下特点的
一个强大的组合：

• 杂交优势最大化
• 断奶时断奶仔猪数量多， 
体重高并且均匀度好
• 长速均匀 
• 存活率和饲料转化率都有所加强
• 最重要的是利润最大化

杂交优势
生产性状方面的杂交优势

性状
和多个杂交母猪
相比的优势比例 

繁殖性能
受配率 8.0 %
产活仔数 8.0 %
21天时每窝仔猪数 23.0 %
断奶时每窝仔猪数 24.0 %
21天窝重 27.0 %
生产性能
出栏天数 6.5 %
饲料/增重 2.0 %
胴体构成 
背膘厚度 -2.0 %
眼肌面积 2.0 %
大理石纹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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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杜洛克，大白和长白全部
三个品种的选育和配种都采用
了专门的指标。这些指标应用
经济和育种分析，把猪的估计
育种值和重要经济性状结合起

来考量，从而把能为客户带来收益的育种贡
献最大化。

加裕致力于采用最前沿的技术，比如基因组
学。基因组学是对猪的基因组或者说对形成
一头猪的DNA进行研究。加裕从2009年起
一直从事基因组评估和基因组选育工作。我
们细致地研究每一个性状，然后用模拟了真
正的群体结构和数据的多个不同基因组选育
方案进行评估。这些研究帮助我们评估和预
测出在实施基因组评估和选育的过程中可能
面对的潜在挑战和益处。

我们开发了一个包含了超过55,000个单一
核苷酸多态性（SNP）的定制芯片，用于基
因组评估体系的日常基因型分析工作。加裕
采用单步最佳线性无偏预测（SSBLUP）用
于全部的基因组评估。经过多年研究，可
以确定SSBLUP为年轻猪的基因组估计育种
值（GEBV）提供了最高预测精确度。预测
精确度的提高使每年遗传进展也有所提高。

1.   繁殖性状
对于母系品种（大白和长白），通过采用单
步最佳线性无偏预测（SSBLUP），出生时平
均窝产仔数的基因组估计育种值（GEBV）精
确度提高了100%。精确度的提高都会通过遗
传反应表现出来并将对最大化加裕客户的利
润做出贡献。

2. 生长,超声测定和饲料采 
 食量性状
对于大白，长白和杜洛克，120公斤日龄，
背膘和里脊厚等性状的基因组估计育种值
（GEBV）的精确度平均提高的程度分别为大
于45%，100%和60%。对于杜洛克，日均饲
料采食量的精确度平均提高了30%。

3.  肉质和胴体
相似地，对于杜洛克，其猪肉品质性状（颜
色，大理石纹，PH）的平均基因组估计育种
值精确度提高了76%，其胴体性状（胴体背
膘，胴体里脊和热胴体重）的平均基因组估
计育种值精确度提高了135%。

这些精确度的提高将会使加裕杜洛克持续在
长速，效率，胴体和食用品质等性状方面表
现突出。

遗传指数和基因组技术

源于基因组学的精 
确度平均提高水平

性状 精确度提高

母系品种繁殖性能
窝产仔数 100 %
生产 长白       大白     杜洛克                           
120公斤日龄 100%      45% 60%

纯种杜洛克的猪肉品质和胴体

颜色，大理石纹，pH    76%
胴体背膘， 
里脊和热胴体重 

135%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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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品种
加裕大白
加裕大白有巨大的能力获得高窝产仔数，泌乳很好并且生长迅速。它们的结构力
和强健的肢蹄能使它们多胎次都保持高产。

加裕长白
加裕长白有又大又长的体型框架，它们的后代可以获得更大的胴体。它们拥有无
与伦比的泌乳能力和母性，并且窝产仔数很好，生长迅速。

母系品种遗传进展
考虑到母系品种为商品三元猪提供一半的基因，因此母系品种的遗传进展不仅需
要关注母猪生产方面的重要性状，还要关注生长，效率和胴体品质等性状。用于
母系品种选育的加裕母系指数（DLI）侧重于窝产仔数，生长速度，饲料转化率
和胴体品质等性状。DLI的开发程式如下：每个性状的基因组估计育种值和其经
济重要性相乘，然后归纳起来生成一个和最大化加裕客户利润直接相关的指数
值。

加裕大白性能

前% 日龄
背膘厚 

（毫米）
眼肌厚 

（毫米）

5 145.3 13.1 77.6 
25 153.2 14.7 74.9
50 158.5 15.9 73.2 

加裕长白窝产仔数

前% 总产仔数 产活仔数 24小时后存活

5 19.9 18.7 17.9
25 17.4 16.3 16.2
50 16.2 15.0 14.9

9625个记录，校正到120公斤

加裕长白性能

前% 日龄
背膘厚 

（毫米）
眼肌厚 

（毫米）

5 144.7 14.6 78.1
25 154.0 16.2 74.5 
50 159.9 17.2 72.3 

13873个记录，120公斤

加裕大白窝产仔数 

前% 总产仔数 产活仔数 24小时后存活

5 22.1 20.0 18.9
25 19.7 17.5 16.4
50 18.3 16.3 15.2

5155窝，核心群

母
系
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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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效率
猪照料有很多仔猪的大窝，需
要大量的能量来支持仔猪的生
长。哺乳期是母猪生产周期中
最需要能量的阶段。了解哺乳

期遗传和生理成分对了解母猪效率至关重
要，并会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如果奶水生
产不足，仔猪仔哺乳期长速下降，就会影响
整个保育和生长-育肥阶段的生长速度。

加裕为了了解母猪效率做了巨大的投入。从
2010年开始我们一直通过采用电子饲喂设
备来收集大量的个体哺乳期饲料采食数据。
此外，我们也采集了其他母猪效率数据，包
括母猪体重，从分娩到断奶的体型构成变
化，母猪再次配种间隔，仔猪个体重，直到
断奶时仔猪个体存活和生长，加上对几千个
母猪进行基因型分析。这些研发对于具体的
窝产仔数，母猪寿命，后备母猪初情期，生
长速度，饲料效率和胴体数据都有所贡献。

加裕也了解F1代母猪的效率对客户的重要
性。因此，我们需要结合纯种和F1代数据
来确保为客户提供最先进的基因。为此，
我们和一个加裕客户合作，已经收集了超过
1400头加裕F1代母猪的母猪效率数据和基
因型数据。这使我们能够把纯种和F1代数
据相结合来加强对母猪效率的理解和选育。

基于系谱的遗传选育方法在选育种猪的一些
易于测量的性状方面已经非常成功了。

母系指数（DLI）大白

大白

母系指数（DLI）长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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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和母猪效率相关的大多数性状要么可
遗传性更低，在整个生命周期出现得更晚，
要么日常很难测量。因此，对于这些性状，
基因组选育可以作为基于系谱的评估方法的
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法。

在加裕，我们将继续发展对母猪效率的详尽
的了解方案，并且正在开发先进的基因组评
估和选育流程用于母猪效率的关键性状。

母猪和猪的健康
健康能对养殖户们的利润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健康问题爆发时必然是毁灭性的，通过疾
病对性能的影响会产生巨大的成本损失。

提高猪对疾病的适应力不仅对在稳定但是健
康水平较低的环境下的性能有影响，也会对
疾病爆发期间的性能有影响。

加裕了解健康的巨大影响，并且从2009年
开始就一直参与侧重健康方面的项目。

基因组技术为疾病复原力方面的遗传进展提供
了巨大的潜力。保持核心群和扩繁体系处于高
度健康状态的需求往往会束缚健康性状获得遗
传进展的机会。目前正在开发的基因组工具能
够联结起处于疾病挑战或低健康环境下的性能
的不同点，从而帮助处于高健康状态的核心群
疾病复原力的选育。该研发领域的整体目标是
通过开发和实施结合了疾病复原力的遗传改良
体系来提高猪的疾病复原力。

保育猪项目
在“保育猪项目”中，发现了一个对处于
蓝耳病挑战过程中的猪的性能有影响的重
要区域。带有有利基因型的猪比带有不利
基因型的猪释放的病毒更少，生长更快。
该区域已经纳入我们的定制SNP芯片中，
相关研究结果也将作为核心群公猪和后备
母猪选育过程的一部分。

母猪复原力
在母猪层面，加裕一直参与了一些研发项
目，不仅关注较低健康水平的商品猪群，
也收集了一些经历了疾病爆发的猪群的数
据。在这一研究领域，爆发了疾病的猪群
拥有大量的关于疾病挑战的信息和数据。

加裕参与了几项研究，对一个疾病爆发猪
群的窝产仔性状的基因组和表型信息进行
分析。能够识别出在接触蓝耳病毒过程中
影响一头母猪的性能的重要基因组标记或
基因是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项相关研究侧重于在稳定但是健康水
平较低的商品场的后备母猪和经产母猪的
性能。在该项研究中，我们把高度健康的
F1代后备母猪引入到较低健康水平的商品
群。我们对后备母猪在驯化阶段以及之后
4个胎次的生产阶段的性能进行监测。相
关基因组信息和性能数据将用于决定在较
低健康水平的商品群中对后备母猪驯化和
母猪性能的遗传影响。

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把识别出的基
因组区域或基因纳入我们的遗传改良体系，
从而生成出能够承受疾病挑战的同时还能继
续发挥性能的后备母猪和经产母猪。

生长-育肥复原力
许多生长-育肥猪在它们处于生长-育肥舍的
时间中感染了蓝耳病毒和其他常见猪病。
加裕正在参与一个项目，该项目旨在识别
出能够用于选育核心群中有更高的疾病复
原力并因此在生长-育肥阶段表现更好的猪
的重要基因组区域。

加裕之所以参与这些围绕猪病问题开展的
大规模合作研究项目，是因为健康对于广
大客户的经济收益极其重要。这些健康研
究项目将为提高母猪，仔猪，保育和生长-
育肥猪的疾病复原力奠定基础，加裕相信
会通过这些重要的项目对客户产生积极影
响。

除了加裕提供资金开展这些项目，我们还
有以下资助合作伙伴，包括加拿大猪健康
董事会，加拿大基因组学会，阿尔伯塔基
因组学会，美国农业部，加拿大，美国，
欧洲的一些大学和其他猪育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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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注册纯种
杜洛克猪群，在全球范围有超
过4500头核心生产母猪并且
数量仍在增加。加裕杜洛克建
立于选育了20多年的的加拿大

注册纯种杜洛克猪基础之上。加裕杜洛克体
系的关键选育工具是父系指数（SLI），根
据对于屠宰猪利润很重要的性状的经济价
值将其和基因组估计育种值（GEBV）结合
成一个值。我们的父系指数SLI的重点是生
长，饲料采食，胴体和猪肉品质等性状。以
利润作为驱动的父系指数SLI确保了客户利
润是选育的主导因素。

这使得一头猪具有出色的生长速度，存活性
能，胴体构成和猪肉品质，同时保持了同行
业中比较有竞争力的效率。

快速，高效的生长
所有养殖户们都会有一个共识，饲料是生产
成本中最大的一部分，占总成本的比例超过
60%。直接选育FCR可能会导致生长，饲料
采食，健康，猪肉品质等性状由于它们之间
潜在的相关性而出现一些不希望得到的反应。

考虑到这些问题，加裕已经把这方面的思考
纳入到育种目标的发展过程中，已经使猪的
整体性能取得了大幅提高。

虽然饲料采食量是重要的，生长速度也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性状，因为生长速度带动
胴体重量，这是从屠宰猪获得收入的主要
决定因素。因此，将生长速度和饲料采食
量结合到一起考虑从而侧重增重成本会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利润衡量指标。

从2004年起，加裕性能测定就开始采用
专门的个体饲料采食饲喂器和射频技术来
测量个体每天的饲料采食量。在最后七周
对猪进行生长-育肥性能测定，体重大约
在75公斤到120公斤。一旦这些猪测定结
束，就要对它们进行超声测量背膘厚，眼
肌厚和肌内脂肪。

这种做法可以使加裕识别出生长更快， 
增重成本较低并且整个生产过程都很 
健壮的高效公猪。

父
系
指
数

终端品种
加裕注册纯种杜洛克

加裕杜洛克性能
 

前%
日龄

（天数）

背膘厚

（毫米）

眼肌厚

（毫米）

5 139.9 10.8 81.2 
25 146.6 12.2 77.5 
50 151.0 13.3 75.3 

7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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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洛克FCR

前%
（公斤）

开始日龄

（天数）

结束日龄

（天数）

开始体重

（公斤）

结束体重

（公斤）

日均饲料采食量

（公斤）

平均日增重

（公斤）
FCR

父系指数

SLI （分数）

5 104 149 68.4 118.0 2.10 1.08 2.00 161
25 105 153 69.4 118.0 2.41 1.03 2.42 146

平均 106 154 68.9 117.9 2.63 1.03 2.64 124

5年期间每年遗传进展趋势 
– 杜洛克

性状 每年变化

父系指数 4.80
达120公斤天数 -1.40
日均饲料采食量 （公斤） 0.03
眼肌厚（毫米） 0.20

背膘厚（毫米） -0.10
热胴体重（公斤） 0.00
大理石纹 0.00
色度 0.00
24小时 0.00
瘦肉产量指数 4.20

加裕父系指数进展（S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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胴体和猪肉品质

加裕杜洛克胴体和肉质

一些关键的关联性说明了选育要点：

• 生长速度将不会很大程度地改善猪肉品质性状

• 饲料转化率和猪肉颜色相关，猪肉颜色越浅，
猪肉品质就会降低

• 胴体越瘦，就会减少大理石纹，并且增加蒸
煮损失和火腿的苍白度

• 大理石纹将会小幅改善其他猪肉品质性状

有传言说选育猪肉品质或食用体验会使生产
过程中的猪的效率低下。这并不是真的，而
只不过会比只选育FCR，瘦肉增长和瘦肉产
量要困难一点。

需要育种公司收集新的且贵的胴体和肉质表
现型，来了解FCR，瘦肉增长，瘦肉产量和
猪肉品质之间的关系，然后更新育种目标/
选育指数并实施相应的选育策略。

加裕一直拥有改善猪肉品质的愿景

• 20多年的研发历程 

• 测定了18,000多头猪 

• 900多周的数据 

• 猪场生长和超声数据 

• 屠宰场胴体构成和猪肉品质数据 

• 带有胴体和猪肉品质数据的基因型分析

记录%
大理石纹

评分
热胴体重

公斤 
眼肌厚
毫米

背膘厚
毫米

色度 pH

12.5 5+ 102.2 67.1 17.9 50.0 5.9
32.2 4+ 102.1 67.7 17.1 49.5 5.9
66.4 3+ 102.1 68.5 16.6 49.1 5.9
100 3.1 102.0 68.6 16.1 48.9 5.9

我们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开发出了具
有最顶级的生产性能和带有出色的大理石
纹，更深的色泽以及出色的PH值的优质
猪肉，增强了客户购买力和食用体验，因
为我们相信这也是未来整个行业的发展方
向。当整个行业开始意识到口感和风味所
带来的好处能帮助提高国内和国际市场的
客户需求时，我们已经做到了这点。

对于我们来说下一个逻辑步骤是发现提高
原始构成和品质的机会，从而提高客户的
利润。

该项目关注于发掘现有的和新的研究领域
以及行业合作伙伴包括新技术方面的合作 
（近红外光谱和双能源X线吸收法测定）
。这一新的关注点建立于之前加裕的研究
结果基础之上，那项研究报告了对商品猪
的性能，猪肉品质和胴体构成应用基因组
技术和遗传相关性的几种选择。

加裕一直都很强调口感，嫩度和多汁性，
不会为了在瘦肉产量和单一性状方面获得
更快的遗传进展而牺牲这些肉质方面的性
状。

除了瘦肉产量和生长效率以外，加裕在选
育指数中还包括了大理石纹，从而不仅能
让产品在生产成本方面更具竞争力，而且
还能为消费者保持绝佳的食用体验。

加裕杜洛克以其出色的胴体和食用品质等性
状而知名。以加裕杜洛克作为父系的商品猪
在多项胴体和肉质实验中都独占鳌头。

加裕胴体原始分布

杜洛克母猪，平均活重130公斤
2 NPPC大理石纹评分是1到6



加裕公司 遗传研发

10

胴体，肉质和食用品质的基因组学

加裕进行了一项基于基因组技术的研究项目，关注了1000头加裕商品
杂交猪的胴体、猪肉和食用品质，该研究说明了如果在育种体系中不
强调猪肉品质，食用体验就会下降。

对这些猪要测定从出生到屠宰的生产性状，胴体，猪肉品质和消费者口
感评判等。屠宰后要收集数据，并且采用Illumina 公司的猪60k基因芯
片进行基因型分析 。

所记录的性状总共超过70个，包括生长速度，超声厚度，胴体产量， 
胴体原始重量，PH，颜色，剪切力，大理石纹等。

由于该项目，加裕已经实施了一个基因组评估体系，用于评估胴体构
成、大理石纹、PH和颜色。此外，一些重要结果如下：

• 消费者们更倾向于有更高的大理石纹的猪肉 
• 从消费者喜好来说，大理石纹比PH更重要
• SSC1上的区域和胴体背膘厚以及大理石纹评分相关（表1）
• X染色体上的区域和胴体背膘厚，眼肌厚以及眼肌区域相关（表2）
• •SSC2上的区域和肉的嫩度相关。（表3）

10

加裕公司 遗传研发

胴体背膘厚（毫米）

胴体背膘厚（毫米）

剪切力（N）

图1

图2

图3

大理石纹评分（单元）

眼肌面积（平方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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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应用营养学研发获得的进展

• 关注适用于加裕猪的最佳日粮配方
• Rock Lake研究中心
• 1200头保育猪, 2400头育肥猪
• 大栏饲喂，称重和超声测定
• 55000个SNP基因型
• 胴体和大理石纹数据  
（Biotronics Bio Qscan ®）

2016年起，位于曼尼托巴省巴
拉顿附近的 Rock Lake研究中
心就开始提供设施给加裕进行
饲料采食量，生长速度和身体

构成方面的测量，确保加裕的日粮规格是
最新的并且关注每磅增重成本。生长-育肥
测定结束时，猪被送到一个商品场(Tyson 
Storm Lake) 进行胴体构成和猪肉品质的数
据收集工作。

在Rock Lake研究中心测定了24000多头商
品猪。将加裕完整育种体系下生产的猪每
八周分成一组（1200头）放到保育舍，开
始评估和更新日粮规格的过程。在保育和
生长-育肥阶段，按阶段饲喂猪来确定猪的
整个生命周期中最盈利的日粮。

关键的一点是该超声现代研究设施采用了自
动饲喂记录设备和严格的研究流程，包括了
每两周称重，活猪超声测定，屠宰场胴体评

估等。对每一个阶段有清楚的了解是很重要
的，这样才能确保通过优化猪的营养需求，
性能和胴体价值之间的平衡关系来达到最低
营养标准并最大化利润。

赖氨酸，作为第一限制氨基酸是日粮中最
重要的元素之一。加裕在研究中发现一件
事情，采用平均营养需求建议结合加裕猪
的高食欲特征往往会饲喂过多的赖氨酸。

自此，加裕就一直不断地更新日粮规格推荐
方案，从而提高了饲料转化率并降低了增重
成本。但是，赖氨酸并不是一个营养推荐中
的唯一评估要素。赖氨酸/能量比和其他氨
基酸也同样重要，并对优化每磅增重成本起
到了关键作用。猪随着它们不断生长会以不
同速度沉淀蛋白质和脂肪。 

了解这些沉淀曲线对了解改进的机会是很重
要的。加裕进行了多项试验来评估蛋白质和
脂肪的沉淀曲线，到目前为止有15项试验
来开发和保持当前的日粮规格。

从开始到育肥全程测量是精确地了解营养推
荐方案的唯一方式。

饲料转化率和
饲料采食量
有几种方式改善FCR，包括但不限于：

• 选育更快的长速，但是饲料采食量不变
• 选育更低的饲料采食量，但是长速不变
• 选育更快的长速和更低的饲料采食量

加裕的猪有很好的食欲，因此加裕测重
于在保持饲料采食量在原有水平的同时
选育生长更快的猪。

这使得加裕的猪因为良好的食欲，能够
在改善FCR的同时还能处理好所面对的
一些应激情况（比如疾病挑战，没有饲
料的情况，管理等）

了解如何根据猪的食欲和营养需求来喂
猪对于获得利润至关重要。

由于大多数育种公司把FCR作为一个主要
的关注点，他们就压低了猪的采食量，
这些猪和拥有更高的食欲的猪不能采取
同样的饲喂方式。

通常由于倾向于FCR而会忽略饲料采食量
这个重要的生产因素。但其实它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生产指标，并且很容易监测。

自由采食是一个带有和生长速度直接相
关的重要遗传影响的性状。

加裕期望在育肥舍的猪每天平均能吃到
大约2.5公斤饲料（5.5磅）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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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10 12 13 15 17 19 21 23 25 26

* 平均数据来源于对24000头加裕完整育种体系的猪（加裕F1代x加裕杜洛克）的不同日粮试验

日龄 ( 周 ) 日龄 ( 周 )

加裕猪营养规格试验
• 赖氨酸滴定，色氨酸滴定（5个试验） 
• 蛋白质和脂肪沉淀曲线（3个试验）
• 净能滴定（2个试验）
• 氨基酸评估（4个试验）
• 营养可消化性

加裕进行这项研究的好处是：
• 提高生长速度 
• 优化日粮规格来最小化增重成本 
• 将商品场数据纳入育种体系 
• 评估胴体构成和猪肉品质

依据日龄的加裕商品猪平均重量 依据日龄的加裕商品猪日均饲料采食量

136.0 

113.4 

  90.7

  68.0 

  45.4

  22.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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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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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育种体系完全关注于加裕商品猪
和我们的客户。加裕商品猪因以下
特征著称：

• 出色的生产力
• 有竞争力的生产成本
• 出色的胴体构成
• 优秀的猪肉和食用品质

加裕关注如何通过专业员工实施的可协调的和
有效的体系来把遗传进展转移到客户层面。

大型的育种核心群是该体系的基础。这确保了
为客户选择的用于生产商品猪的公猪要么是杜
洛克或者用于生产扩繁群或体系内扩繁需要的

加裕研发对商品群层面的影响

每年每个产床断奶超过170头仔猪！

每年每平方米的保育和育肥空间销售超过520公斤的猪!

每年每头母猪销售超过4吨活重!

F1代后备母猪的情况，都主要是同窝公猪，并
且为核心群选育的母猪和核心群后备母猪有同
样的遗传成绩。

除此之外，所测定的大量的公猪和母猪确保了
能达到所需要的公猪和母猪的数量。

同时，该体系去除了所需要的一个生产所需公
猪的扩繁层面，因此极大地缩短了将遗传进展
从核心群传递到商品群层面的时间

Sow Reproduction 
Meat quality 

Growth Performance 
Health Chalange testing

 
SSBLUP

  EBV

GENESUS 
Nucleus 

GENESUS 
Multiplication

GENESUS 
Comercial 

Phenotyopes
data

Genomic
data base

Pedigree
data base

Adjusted
Genomic info

GEBV 

• 母猪繁殖性能
• 饲料采食和生长性能
• 胴体和肉质
• 疾病挑战抵抗力

表型数据 基因组数据库

校正基因 
组信息 

系谱数据库

加裕核心群 加裕商品群加裕扩繁群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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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猪

更好的猪

为您带来更多的利润 

整
体
方
案

杂
交
优
势此外，公猪站的所有公猪都由加裕控制，

并且每季度对所有存栏公猪进行评估和选
育后备猪，从而最大化公猪站可用公猪的
遗传价值。

这些结合起来能够为商品猪层面生产巨大
的经济效益。在上表中可以看到加裕商品
猪过去5年的平均遗传进展。这种遗传影响
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营养和环境方面的改
善机会相互补充，完全最大化加裕商品猪
带来的利润。

平均遗传进展对商品猪的影响
性状 5年累积

生长速度(达120公斤天数) -7.5
日均饲料采食量（公斤） 0.15
FCR -0.20
眼肌厚（120公斤时的毫米数） 0.25
背膘厚（120公斤时的毫米数） -0.40
总产仔数 （F1代每窝）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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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裕遗传领导团队
• Bob Kemp 博士 
• Dinesh Thekkoot 博士
• 张春燕博士
• Everestus Akanno 博士
• Bob McKay 博士
• Ed Sutcliffe 硕士

加裕正在进行的研发项目
• 胴体和肉质基因组学
• 长速，饲料采食和饲料效率
• 母猪效率和寿命
• 猪群健康

• 蓝耳病
• 母猪健壮性
• 疾病复原力

• 应用商品群和核心群数据进行的基
因组评估
• 基因组选育策略

加裕研发合作伙伴
• 阿尔伯塔大学
• 圭尔夫大学
• 爱荷华州立大学
• 堪萨斯州立大学
• 内布拉斯加大学
• 加拿大基因组学会
• 阿尔伯塔基因组学会
• 美国农业部
• 东40肉食加工厂
• McKay Genstat 有限公司
• Rock Lake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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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最大的注册纯种猪群
最大化生长速度

优质的胴体和肉质

整
体
方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