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猪的品种及其分类

一、内容：主要介绍猪的品种分类方法及各类猪的代表品种，国内外主要品种的外貌特

征及生产性能，杂交利用等知识。

二、目的要求： 通过理论教学及图片等观看、熟悉猪的分类方法，了解掌握国内外主

要品种的外貌特征和生产特点，以及各主要品种的杂交利用的性能等。

三、重 难 点：①国内所饲养的主要品种外貌特征及生产性能。

②国内外优良品种的杂交组合。

四、学时与教法：其中理论讲授 3学时，观看品种的图片和幻灯片。

五、教学过程：

一、品种概念：猪的品种概念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是通过人工选育产生的具有经济价值和育种价值的家畜类群。

2、具有相对稳定的在一定条件下能巩固地遗传下去的各种特性。

3、具有相对的同质性。同一品种的猪具有共同的或相似的来源、外形、性能和生物学

特征。

4、具有完整的品种结构，并保持一定程度的异质性。品种的内部结构是指：品种内具

有的品系、品族、亲缘群等，不同的类群。

5、拥有足够的数量：根据全国猪种协作组规定，作为一个品种需要有纯种母猪 1000

头以上，符合育种指标要求的应在 70%以上的繁殖母猪，种公猪具有 50 头以上。

二、猪的品种分类

（一）按自然农业区域分类：

这种分类法主要用于我国地方猪种的分类，采用该法把我国现有的地方猪种分归六大类

型。具体为：

1、华北型（5 个） 主要分布在淮河、秦岭以北地区、主要包括的猪种有东北民猪（东

北）、黄淮海黑猪（河北等）、汉江黑猪（陕西）、沂蒙黑猪（山东）、八眉猪（甘肃）等。

2、华南型（9 个） 主要分布在南岭与珠江流域以南，

3、江海型（7个） 主要分布在淮河与长江之间，包括汉水、长江中下游和沿海平

原地区，以及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汉中盆地。

4、华中型（19 个） 主要分布在长江和珠江之间，

5、西南型（7个） 主要分布在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

6、高原型（1 个） 分布在青芷高原、高寒气候、饲料缺乏、

(二)按经济用途分类：根据胴体中肉脂的比例及膘厚来划分类型。

1、脂肪型：这一类型体和接近相等或长 2－5cm 左右，从外形上看，体躯呈方箱形、宽

大、深而不长、肉多、肉质细嫩、肥育早期易沉积脂肪。

2、瘦肉型：体长论胸围长 15－20cm，从外形上看，体躯呈梯形，前躯轻后躯重，中躯

较长，背腹线平直，头轻而小，后躯肌肉发达，四肢高长而结实。

3、肉用型：体型特征介于二者之间，体长大于胸围 6－15cm 之间。

（三）按猪种的来源及培育方式分类：

1、地方猪种： 我国地方品种繁多（117 个），但比较混杂，现有五个品种：香猪、

巴马香猪、五指山微型猪、版纳微型猪、藏猪等。

2、引入品种：目 前在我国推广的主要品种有：大约克夏、长白猪、杜洛克、汉普夏、

皮特兰等瘦肉型猪。

共同特点：生长速度快、胴体瘦肉多、屠宰率高，但产仔数较少、肉质较差，对饲养管

理条件要求高。



3、我国新培育猪种：

优点：与引入品种相比具有发情明显、繁殖力高、抗逆性强、肉质鲜嫩无应激综合症和

PSE 肉。与地方品种相比皮较薄，背腰宽平，

大腿丰满，采食量大，生长速度、屠宰率和瘦肉率明显提高。

课后小结：我们这节课主要学习了猪的品种分类，内容较多，但个品种之间差别很大，

极易掌握。学员听课很认真，掌握很好。

思 考 题：

1、简述猪的生物学特性？

2、简述当地猪的品种及主要生产性能和外貌特性？

3、简述我国主要引进品种猪的产地、外貌特征和生产性能？



第二节 猪的生物学特性及行为习性

一、内容：主要介绍猪的生物学特性和行为习性的特点，以及这些生物学特性及行为

习性在养猪生产中的运用。

二、目的要求：通过学习，要求学员能熟知猪的生理和行态上的特点，并掌握用这些猪

的自身特点来提养猪生产的饲养管理水平。

三、学时与教法：本节总计 3学时，采用课堂理论讲授的方法。

四、重难点：主要是猪的行为类型、特点及其在生产中的运用。

五、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猪的生物学特性

引入新课：家猪是由野猪驯化而来的，在长期驯化和进化过程中，形成许多生物学特

性，这些生物学特性因不同的猪种或类型，有的是其种属的共性，有的是它们各自的特性，

特别是一些新的经济学特性，饲养者能够认识和掌握，就可加以利用，以获得较好的饲养和

繁育效果，达到较大的经济效益。

新课讲解：

一、猪的生物学特性：

（一）、繁殖力强、世代间隔短

一般而言，猪在 4-5 月龄即达性成熟，6-8 月龄就可以初次配种，猪的妊娠期短（只有

114 天），一年内就可第一次产仔，对于经产母猪一年可产两胎以上，若缩短仔猪哺乳期，

母猪进行激素处理，可达到 2年 5胎或 1 年 3 胎。由于猪的性成熟早，妊娠期和哺乳期均较

短，因而猪的世代间隔亦短。

（二）、食性广，饲料转化率高

猪是杂食动物，可食饲料的种类和范围很广，对饲料的转化率猪仅次于家禽为 1：3-3.5，

而高于牛羊（肉牛 1：6-8、羊 1：5-6），猪的这种消化特点与其自身的消化道特点是密切

相关的。猪嘴：牙齿发达、上唇短厚、下唇尖小、活动性不大、口裂大，牙齿和舌尖露到外

面即可采食，喝水靠口腔内的压力吸水。

（三）、生长期短、周转快

在肉用家畜中，猪和马、牛、羊相比，无论是胚胎生长期或生后生长期都最短。

表 2-1 不同家畜的生长发育期

畜 别 猪 牛 羊 马 驴

胚胎期（月） 3.8 9.5 5.0 11.34 12.0

生辰生长期（年）
1.5－

2.0

3－

4
2－3 4－5

4.5－

5.0

猪由于胚, 胎期短、同胎仔猪数又多，出生时初生重小，各系统的器官发育不充分，对

外界环境抵抗力差，因此，对初生仔猪需精心护理。

（四）、屠宰率高，产肉多

在肉用家畜中，猪比其他家畜更能充分利用饲料的营养物质转成肉食品，而具有增重快，

饲料报酬高，尤以瘦肉型猪生长速度快，代谢强度高，对饲料蛋白质的转化率比其他类型猪

高，因而沉积瘦肉的能力强，转化为瘦肉的效率比脂肪型猪更高，产肉量大，猪采食。

（五）、适应性强、分布广

猪的适应能力很强，是世界上分布广，数量最多的家畜之一。

（六）、感觉器官的特点

1、猪的听觉器官发达 2、猪的嗅觉非常灵敏 3、味觉感觉中等



在味觉成份中，猪首先分辨出甜味和苦味还能区分不同咸度的含盐饲料，如能识别含有

1.5%和 2%食盐的饲料。

4、猪的视力很差

5、猪的触觉装置遍布全身，痛觉很敏感

猪的触觉全身都有，尤其鼻端部位更发达，在觅食和相互往来中常常以吻相互接触来感

觉信息。人若对猪过分粗暴，甚至棒打脚踢，猪就会躲避人，甚至伤害人，而且猪对这种痛

觉的记忆长久而深刻。

课后小结：

这节课很成功，结合实际生产情况，各位学员都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且提出了适合农

村发展的新建议，对所学内容理解的很透彻。

思 考 题：

1、猪有哪些生物学特性？

2、猪的感觉器官特点有哪些，这些特点对猪的行为习性的形成有怎样的作用？



第 2 课时 猪的行为习性

一、 引入：动物的行为习性和生物学特性一样，有的取决于先天遗传（内部因

素），有的取决于后天的调教，训练或使用（外来因素），猪和其它动物一样对其生活环境，

气候和饲料管理等条件，在行为上的反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随着养猪生产的发展，猪的行

为活动方式越来越被生产者重视，人们对这些行为加以训练和调教，在创造适合于猪生活习

性的环境条件同时，使其后天行为符合现代化生产要求，以充分发挥猪自身的生产潜能，获

得最好的经济效益。近几十年来，通过对猪行为的观察与研究表明，猪的行为一般可分为以

下几个类型：

二、讲授新课：猪的行为习性

（一）、采食行为

采食行为主要包括采食和饮水两种方式，并具有年龄特征.。猪的采食行为主要表现为：

①吃食具有选择性。特别喜爱吃甜食。颗粒料和粉料相比，猪爱吃颗粒料，干湿料相比，

猪爱吃湿料，且采食花费的时间也少。

②采食频率和次数： 猪在白天的采食次数比夜间多。每次走近饲槽采食都持续 10-20

分钟，猪的采食量和采食频率随着体重增长而增多，同时与不同的饲喂方法和饲料的形状有

关， ③饮水：在多数情况下，饮水和采食同时进行，吃干料的猪每次采食后立即需饮水，

且在任意采食时，猪饮水和采食交替进行，直到满意为止，而限饲时，猪则在吃完所有饲料

后才饮水，猪的饮水量是相当大的，一般的吃混合料的小猪每昼夜饮水 9-10 次.

2、排泄行为

家畜的排泄行为往往是仿效其野生祖先的通常方式，但可受饲养管理方式的影响。例如：

猪不去吃睡的地方排粪尿，这是祖先遗传下来的本性，因为野猪为避免敌兽发现不在窝边拉

粪尿。

①在时间上：生长猪在采食过程中一般不排粪，饱食后约 5 分钟左右开始排粪 1-2 次至

多 3-4 次，且多为先排粪后排尿；在喂料前也有排泄行为，但多为先排尿后排粪；在两次饲

喂间隔里猪多排尿很少排粪；②在地点上：猪虽然一般在食后、饮水和起卧时容易排泄粪尿，

如墙角、潮湿、荫蔽或有粪便气味的地方。大猪在天冷时亦有尿窝的现象。

3、活动和睡眠

猪的行为有明显的昼夜节律。猪的活动大部分在白天，温暖季节和夏天，夜间也活动和

采食；遇上阴冷的天气，活动时间缩短。猪的躺卧和睡眠时间很多，延长休息和睡眠时间是

正常的功能行为。

4、热调节行为

猪从出生到成年，随着在体格大小和体重的变化，对温度耐受力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即

对冷耐受力提高，对热的耐受力降低。对成年猪而言，热应激比冷应激影响更大。瘦肉型猪

由于背膘薄，即不耐热不耐寒。适于在 20-23℃温度下生活，猪舍内最适宜的温度为 15-25℃，

相对湿度为 60-80%（肥育猪最大适宜湿度为 85%）。

5、探究行为

探究行为包括探查和体验行为，这种探查和体验行为促进猪对新事物学习和适应能力。

6、争斗行为

争斗行为包括防御、进攻（侵袭）、躲避和守势的活动。争斗行为常发生在相互陌生的

两头猪或两群猪之间，它的作用是确立等级，在生产中常见到的争斗行为，是群体内为了争

夺饲料和地盘所引起的，新合并猪群内相互交锋，除争夺饲料和地盘外，还有调整群居结构

的作用（这方面因素起主导）。

7、群居行为



猪是群居家畜，在野生状态下，常以母猪带领它们的仔猪组成群体，一般 3-4 头母猪和

它们的仔猪形成一群，这种群居行为，由于现代化饲养方法，猪被限制在一定面积的圈舍内，

使它们无法充分表现，不过在群饲的猪群内仍保留猪的合群性。另外，建立优势序列的猪群，

应与动物交往中能够相互识别群内各个体的头数相适应，一般猪以 20 头为宜，如果头数过

多，就难以建立等级关系，相互斗架频率高而影响休息和吃食，这也是我们在饲养管理中应

注意的问题。

课后小结：我们通过以上猪行为类型学习，可以在生产中加以运用和训练，使猪更能适

应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当然，我们不可忽视的是人的行为和活动对猪行为的影响，如通过抚

摩和搔抓猪的头部或用手喂点饲料，猪不仅能很快学会操作性条件反射，同时，可使饲养员

注意到猪只或猪群行为的变化，从而得以迅速预防猪性能受到不良的影响，还可以克服因人

为造成猪的不利行为所带来经济上的损失，这也是管理现代化猪场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提高

养猪生产的经济效益有一定意义。

布置作业：猪的行为习性的形成有怎样的特点？



第三节 猪饲养管理的一般原则

目标：掌握猪的一般饲养管理原则，不同生理阶段猪的饲养管理要点，肉猪的生产技术

重点：猪的一般饲养管理原则

难点：猪的正确饲养方法

猪的科学管理技术

方法：讲授法

教学过程

引入：要提高猪的生产水平，必须实行科学的饲养管理方法，最大限度的提高猪的生产

潜力；要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对待每一个生产环节；要根据猪的生物学特性和不同阶段的生

理特性有针对性的采取有效饲养管理措施，才能获得较高的成效。

一、合理调制饲料，科学配置日粮

俗话说：同样的草，同样的料，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膘。常用的饲料加工调制方法

有：将青绿多汁饲料切碎、切短、打浆，将高淀粉类饲料煮熟，将高能量的籽实饲料粉碎等

方法。

猪体需要各种营养物质，各种饲料中所含营养物质的成分与含量不同，而在单一饲

料中，往往营养物质不全面，不能满足猪的生长发育与繁殖等方面的需要。为此，必须选择

多种饲料合理搭配，这样可以发挥蛋白质的互补作用，从而提高蛋白质的生物学价值。

二、正确饲养

1.定时、定量、定质饲喂

（1）定时，就是每天喂猪的时间，次数要固定。定时饲喂，可使猪的生活有规律，建

立良好的条件反射，有利于消化液的分泌，从而提高猪的食欲和饲料利用率。

（2）定量，喂食一定要掌握好数量，不可忽多忽少，以免影响食欲，造成消化不良，

降低饲料利用率。定量不是绝对的，要根据气候，饲料种类，猪的食欲，生理状态，食量等

情况等随时调整。每次喂量以掌握在猪吃到八九成饱为宜，这样才能使猪在每顿喂食时保持

旺盛的食欲。

（3）定质，对于不同种类的猪，在配合日粮时，首先要符合饲养标准，其次要科学的

安排精、粗、青饲料的比例，而饲料的种类与比例要保持相对稳定，不可变动太大，这样才

有利于提高猪的食欲和饲料的利用率。禁止饲喂发霉、变质、腐烂及冰冻的饲料。

2、合理的饲喂方法

(1)饲喂方式;根据所用饲料的理化性质不同，猪的饲喂方式可分为 生喂和熟喂两

种。

生喂：就是用生的饲料来喂猪。好处是可提高饲料中的蛋白质转化率，提高饲料中

维生素的利用率，节省燃料，预防饲料中毒。缺点；对淀粉类饲料的消化率低，易感染寄生

虫病。

熟喂：就是将饲料加工成熟料来饲喂。好处是可以用高温杀灭饲料中的寄生虫卵，

软化饲料中的纤维素，提高淀粉类饲料的消化率。缺点：降低饲料中蛋白质的转化率，降低

饲料中维生素的含量，浪费燃料。

(2)饲喂的料型

常用的有干粉剂、颗粒剂、湿拌剂、稀粥剂。

在我国农村，多采用稀料熟喂的方式，现在提倡颗粒剂、湿拌剂、干粉剂、稀粥剂。

三、科学管理

1、保障充足的饮水；水是猪体重要的组成成分，对饲料的消化、吸收，对营养的运输，

体温的调节，猪体的新陈代谢以及生理功能的保持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每天必须供给



充足而清洁的饮水。供水方法，一般是在圈内或运动场设置水槽，要勤换、勤刷、勤消毒。

最好安装自动饮水器。

2、精心管理猪群

（1）合理分群。一般掌握“留弱不留强”、“拆多不拆少”、“夜合昼不合”的原则。

针对猪的视觉较差而嗅觉灵敏的特性，对并卷合群的猪可喷洒药液，消除气味差异，便于合

群成功。

(2)加强调教，搞好卫生。促其养成“三点定位”的习惯，使猪吃食、睡觉和排粪尿

的地点固定，猪圈应每天打扫，猪体要经常刷拭。

（3）适当运动。运动可以增强猪的新陈代谢，结实肌肉，促进食欲，增强体质。 运动

方式有：运动场内自由运动，驱赶运动，放牧运动，运动跑到运动，游水（洗澡）等。

3.认真调控猪的生活环境

猪的生活环境主要是猪舍内环境，保持猪舍内适宜温度，湿度，光照与空气鲜度，

是提高猪生产性能的重要措施。

（1）温度。猪的生理特点是小猪怕冷、大猪怕热、且猪对过冷、过热的环境很敏感。

猪舍温度过低，会增加饲料的消耗，猪的增重减慢，甚至发生发病或死亡。在低温季节，猪

舍应注意加热保温，猪在高温条件下会出现食欲下降采食量减少等现象，甚至中暑，死亡。

因此，在高温条件下，应采取防暑降温措施。气温过高过低，都会影响猪的增重与饲料的利

用率。

（2）湿度。如果猪舍内气温适宜，空气相对湿度的高低对猪肉增重与饲料利用率影响

不大。但高温高湿或低温高湿对肉猪的健康，增重与饲料利用率有不良影响。特别是低温高

湿的影响更为严重。空气相对湿度过低也不利，会增加猪的呼吸道疾病与皮肤病。

（3）光照。猪舍的光照因光源不同可分为自然光照与人工光照。一般情况下，光照对

肉猪的生产性能影响不大。但强烈光照会影响猪的休息与睡眠，所以育肥猪一般采取暗光照

管理。

（4）空气新鲜度。猪舍要求设计合理，注意通风换气，特别是封闭式猪舍更应如此，

猪舍要每天清扫，以保持猪舍空气新鲜。

4.合理安排圈舍的饲养密度

猪虽然是群居性动物，可以群养，但如果群体饲养密度过大，每一头猪在群体中的

位置就不稳定，致使猪群争咬不断，直接影响猪的生长发育。因此，确定一个较为合理的饲

养密度是养好猪的基础之一。一般是：小猪为 20~30 头一群，肥育阶段为 10~12 头一群。

5.建立可靠的防疫治病程序

猪生长发育好坏的另一个关键是猪的健康状况，猪患病时，原有的生产能力不能正

常展示，自身的生产潜力不能发挥。因此，应防治猪发生疾病，特别是传染病。

6.稳定的饲养管理制度

猪的饲养管理制度，是猪场饲养管理工作的根本依据，一旦确定，不得随意更改和变动，

饲养员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

练习题 1、根据饲料的形态不同，常用的饲喂方式有那几种？

2、猪舍适宜的温度是多少

3、什么是三定饲喂？什么是三点定位?

课后小结：这节课很成功，结合实际生产情况，各位学员都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并提出

了适合农村发展的新建议，对所学内容理解的很透彻。



第四节 种猪生产

(一)种公猪的饲养管理

目的：掌握种公猪的饲养管理

重点：种公猪的选择、饲养及管理技术

难点：掌握猪的一般饲养管理原则，不同生理阶段猪的饲养管理要点。

方法：讲授、自由讨论、实践

过程：引入：种公猪是用来做繁殖后代的亲本，在生产上一般数量较少，但要求的质量

却很高。俗话说”母好好一窝，公好好一坡”这充分说明了种猪的作用巨大。

一.种公猪的饲养管理

目的：饲养种公猪的目的是使种公猪保持良好的种用体况及具有较强的配种能力，即精

力充沛，性欲旺盛，能产生量多优质的精液，提高母猪受胎率，获得数量多，质量好的仔猪。

俗话说：“母好好一窝，公好好一坡。”这充分说明了公猪的作用巨大。因此，对种公猪必

须进行科学饲养管理与合理利用，使“营养、运动与利用”三者之间保持相对平衡，充分发

挥种公猪的种用价值。

（一）种公猪的选择

种公猪要求具有良好的繁殖力，产肉能力和健康的体质，；其次，再挑选的公猪必须具

有雄相，身体健康，体质紧凑背腰稍短而深广，后躯充实，四肢强健粗大，睾丸发育良好。

患有疝气，单睾和包皮积尿的公猪不宜做种猪用。

总之，优良的种公猪应具备两个最基本的能力：一是要有产生优良精子的能力，二

是要有旺盛的性欲，二者缺一不可。

（二）种公猪的饲养

为使种公猪保持良好的种用膘情——中上等膘，健康结实，精力充沛，性欲旺盛，生产

能量多，质优的精液，应进行科学的饲养。

1.种公猪的生理特点

（1）射精量大 一次约 250 毫升

（2）交配时间长 一般为 5~10 分钟

（3）精液组成 精子占 2%~5%水分约占 97%

2.营养需要

首先应供给种公猪适当的能量，但能量也不可供应过多，否则，导致公猪体质过肥，对

其繁殖性能极度不利。

（1）蛋白质对公猪的作用很大。如果日粮中蛋白质不足，会造成公猪精液量少，精

子密度低，发育不完全，活力差，受胎率下降，甚至丧失配种能力。

（2）种公猪对维生素的需要不多，但维生素育种公猪的健康和精液品质密切相关。

日粮中缺乏维生素 A，公猪性欲不强，精液品质下降，不产生精子；缺乏维生素 D，会影响

公猪对钙、磷的吸收，间接影响精液的品质；缺乏维生素 E，睾丸发育不良，精子衰弱或畸

形，公猪性欲降低，缺乏维生素 B1，维生素 B2，引起睾丸萎缩与性欲减退。

（3）矿物质对种公猪的精液品质影响较大。缺钙会使精子发育不全，精子活力低下；

缺磷引起生殖机能衰退，缺锰产生精子畸形，缺锌时睾丸发育不良，精子生成停止，缺硒导

致精液品质下降，睾丸萎缩退化

3.日粮供应与饲喂技术

采用季节性繁殖的猪场，在配种前 45 天要逐渐提高营养水平，以改善猪体状况，提高

配种能力，配种季节过后，可适当降低营养水平，但应供给维持种用体况的营养物质，种公



猪的饲喂一般采用限量饲喂方式，常用的料型有湿拌料、干粉料，颗粒料等，日喂 2~3 次，

注意供给充足清洁的饮水，禁止喂发霉、变质、有毒的饲料。

（三）种公猪的管理

1.运动： 每天应进行 1~2 次圈外驱赶运动或在运动跑道中运动，每次约 1小时，距离

1.5 千米，速度不可太快。

2.保持猪体清洁：每天应用硬毛刷刷拭一次。

3.定期称重： 了解其体重变化，以便调整日粮水平。

4.定期检查精液品质： 特别是在配种准备期与配种期，应每天检查一次精液品质，以

便调整营养、运动及配种强度。

5.防治公猪咬架： 公猪咬架时应迅速用木板将公猪隔开，也可用水猛冲其眼部将公猪

撵走。

6.防寒防暑：最适宜的 生活温度是 18~20℃



（二）种母猪的饲养管理

目的：掌握种母猪的饲养管理

重点：种母猪的选择、饲养及管理技术

难点：掌握猪的一般饲养管理原则，不同生理阶段猪的饲养管理要点。

方法：讲授、自由讨论、实践

种母猪是用来做繁殖后代的母本，在生产上一般要求数量多、质量好。

（一）配种前母猪的饲养管理

母猪从仔猪断奶再到发情配种这段时间叫空怀期，这段时间母猪体能消耗很大，多

数母猪膘情较差，急需营养补充，产后的后备母猪本身还没有达到体成熟，自身还在生长，

又要为仔猪的生长发育和泌乳做准备，对营养的需求也很大。因此，应该加强此期的饲养管

理，促使空怀母猪及早发情排卵。

1.配前优饲

（1）短期优饲，即后备母猪配种前 10~14d，在原日粮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精料喂养，

尽可能减少每圈饲养头数，以防抢食，引起母猪体况的肥瘦差异。同时，每天坚持刷拭猪体，

是母猪性情温驯，易于接近。

（2）配种优饲，可采用“配种优饲”，即配种前要加强营养，适当多喂饼类饲料与青

绿多汁饲料，以利于增膘复壮，早发情，多排卵，及时配上种，时间约为一个月，甚至更长。

2.正确管理

空怀母猪有单栏饲养和群养两种方式。单栏饲养是近年来工厂化养猪生产中的一种

形式。即将母猪固定在限位栏内饲养，活动范围小，小群饲养是将同期断奶的母猪饲养在同

一栏内，可以自由运动。由于爬跨和外激素的刺激，可引诱其他空怀母猪发情。这样便于根

据爬跨等行为表现，鉴别母猪是否发情。

3.促进母猪发情排卵的措施

（1）改善饲养管理；加强营养，供给平衡日粮

（2）诱情：用试情公猪追逐、爬跨、刺激

（3）乳房按摩：每天早晨喂食后进行

另外，将不发情的母猪放入大圈内饲养，增加活动空间和范围，或驱赶运动，可促

进新陈代谢，改善膘情，有利于发情排卵。

（二）母猪的配种

种猪的配种是提高母猪繁殖率和衡量猪场生产力水平与经济效益最关键的生产环节。

1.母猪的发情与排卵规律

（1）母猪发情规律。

发情周期。母猪发育到一定年龄时所表现的性活动现象称为发情。性成熟而未妊娠的母

猪，在正常情况下，每隔一定时间，就会出现一定发情，直至衰老为止，这种有规律的性周

期称为发情周期。

（2）母猪发情表现

开始时，发情母猪表现为兴奋不安，有时哼叫，阴部微充血肿胀，食欲减退，之

后跳栏、爬跨、喜欢接近公猪，当公猪爬上其背时则安定不动。

（3）适时配种

技术人员或饲养人员用手压母猪背部或臀部，母猪呆立不动，或用试情公猪爬跨母

猪，母猪呆立不动，即老百姓通常所说的“木马反射。”即俗话说：“老配早、少配晚、不



老不少配中间”。

（4）配种方法 有自然交配（本交）与人工受精两种

①人工辅助交配。

②人工授精。人工授精可提高优良种公猪的利用率，减少公猪的饲养头数，可克服公、

母猪体重相差过大进行本交的困难，有利于杂交改良；有利于混精输精，提高受精率；

有利于防治生殖道疾病的传播；有利于精液远距离运输；如果再行精液冷冻技术，可以

长期保存优秀种公猪的精液。

（5）配种方式,在生产中，常用的配种方式有以下三种

①单次配种 , ②重复配种, ③多次配种。

（三）妊娠母猪的饲养管理

1.妊娠诊断

（1）外部观察法。母猪配种后经 21 天左右，如不在发情，贪睡、食欲旺，易上膘、

皮毛光、性温顺、行动稳、夹尾走、阴门缩，则表明已妊娠。个别母猪妊娠后有时会表现发

情，此种发情称为假发情。

（2）激素测定法。在母猪配种后 16-18 天注射 1 毫升的乙烯雌酚未孕猪一般经二十

三天后出现明显发情表现，怀孕猪则无反应。采用此法时间必须准确，尤其不能过早。

2.妊娠母猪的饲养

（1）抓两头带中间饲养方式。这种方式适合配种时较瘦弱的经产母猪，妊娠前期，一

般在妊娠后的 20~40d，可适当增加含蛋白质较多的精饲料，使母猪尽快恢复体力与膘情。

妊娠中期可适当增加一些品质好的青绿多汁饲料与粗饲料。妊娠后期，胎儿生长十分迅速，

母猪体重也增加较快，此时，应把精料量加到最大。

（2）前粗后精饲养方式。这种方式适于配种前膘情较好的经产母猪。。

（3)步步登高饲养方式：这种方式适合初产母猪与繁殖力特别高的母猪。

3、妊娠母猪的管理

（1）单栏或小群饲养，单栏饲养时母猪从妊娠到产子前，均饲养在限位栏内。

（2）适当运动。妊娠中后期适当运动，有利于增强母猪体质和胎儿发育，但在产前一

周要停止运动。

（3）注重青绿多汁饲料的供应。。

（4）供给充足的饮水。要保证母猪充足的饮水。

（5）做好日常管理，防治流产。

（四）母猪的分娩、接产及仔猪的护理

1、母猪的分娩，母猪分娩时养猪生产中最繁忙、最细致、最重要、最易出问题，也是

决定猪场效益高低的重要环节。为了保证每头母猪安全分娩，使初生仔猪成活率高，必须加

强母猪分娩前后的饲养管理。

（1）预产期的推算。母猪妊娠期平均为 114 天，范围 111-117 天。①、“三三三”推

算法，即 3个月 3 周零 3天

②、计算法，此法根据三个原则，完全根据公历来计算，因为公历闰年时只闰二月，既

二月为 29 天，平年为 28 天，根据妊娠期为 114 提案来计算预产期，为此在生产中，应在预

产期的前两天做好接产准备；

（2）母猪的临产表现。产前 15-20 天，乳房下垂、膨大、挺直，产前 24 小时出现絮窝、

拱地、起卧不安、经常翻身、阴门红肿、频频排尿、乳房有光泽，用手挤第一对乳头可挤出

乳汁，当最后一对乳头挤出乳汁时约 6 小时分娩，当母猪四肢伸直、阵缩时间逐渐缩短、呼

吸急促时，说明即将产仔。

（3）母猪分娩前的准备工作



A 产房的准备 B接产用具的准备 C猪体的清洁与消毒

2、接产及仔猪护理

1）接产技术；接产人员应剪掉指甲、磨平、洗净再用 2%的来苏尔消毒。还应做到（1）

三擦一破（2）断脐（3）剪除犬齿（4）及早吃初乳（5）注意胎衣是否排尽，及时清理垫草。

2)假死仔猪的急救。仔猪产后呼吸基本停止，但心脏与脐动脉仍在跳动，这种现象叫假

死。

①初生仔猪假死的原因。仔猪在母猪产道内停留时间过长，吸进产道内的羊水与粘液，

从而造成暂时性的窒息。

②急救技术。将仔猪口、鼻内的粘液与羊水用力甩出（或捋出）并擦干后再进行急救，

而且急救速度要快，否则假死会变成真死。方法有：

A、人工呼吸法：用左手托起，用右手屈伸两前肢或前后肢，促其呼吸

B、吹气法：即向假死仔猪鼻内或嘴内用力吹气，促其呼吸（吹气时，最好用一个塑料

小漏斗，这样，人的嘴就不易碰到猪嘴了）。提起仔猪的两后腿，拍胸或拍背，促其呼吸。

（五）哺乳母猪的饲养管理

饲养泌乳母猪的基本任务是：提高母猪的泌乳量，保证仔猪正常发育，已获得较大的断

奶窝重；同时，还要使母猪在哺乳后期保持一定的膘情（六七成膘），以使母猪在仔猪断奶

后，能正常发情与排卵，以达到断奶后及时配种的目的。

1.哺乳母猪的饲养

（1）母猪产后的头几天，不宜喂的过多、过饱。（2）饲料配合应多样化。

（3）适量多喂动物性饲料。 （4）饲料品质要优良。 （5）供给充足饮水。

（6）仔猪断奶前后的处理

2.哺乳母猪的管理

（1）安静舒适的环境。（2）适当运动。（3）每天清点仔猪。（4）注意保护母猪乳房。

布置作业；

1、哺乳仔猪的生长发育和生理特点？

2、哺乳仔猪的饲养？

3、培育仔猪的饲养管理程序？

4、种公猪的饲养与管理？

5、配种前母猪的饲养管理 ？

6、猪只饲养密度？



第五节： 仔猪的培育

目标：学习哺乳仔猪的生理特点、哺乳仔猪的饲养管理、断乳仔猪的饲养管理。

重点：1、哺乳仔猪的生理特点

2、哺乳仔猪的饲养管理技术

3、断乳仔猪的饲养管理技术

难点：养好哺乳仔猪的关键措施

方法：讲授、讨论

过程：复习导入（略）

一、哺乳仔猪的饲养管理

（一）哺乳仔猪的生理特点

1.生长发育快，物质代谢旺盛

2.体温调节机能不健全，抗寒力差

3.消化道不发达，消化机能不完善

4.缺乏先天性免疫力，容易得病

5.体内含铁少，易患贫血病

（二）养好哺乳仔猪的关键措施

养好哺乳仔猪要抓二食（奶食、料食）、过三关（初生关、补料关与断乳关）

1.抓奶时，过好初生关

（1）及时吃上初乳

（2）固定乳头

（3）防冻、防压

（二）养好哺乳仔猪的关键措施

①防冻。仔猪出生时的适宜温度是 32~34℃，采取保温措施：如果采取常年产仔，

可采用红外线灯加热。

②防压。一般体大过肥、行动不便、腹大下垂、年老耳聋与初产无护子经验的母猪

易压死仔猪。防护措施是：

A、加强对仔猪的护理，掌握母猪压死仔猪的规律。

B、栏圈内设护子间

C、栏圈内设护子栏

D、采用高床网上分娩栏

（4）仔猪寄养

2.抓料食，过好补料关

（1）开始补料的时间。以 7 日龄左右开始较好。

（2）补料方法。训练仔猪开始补料，必须抓好以下三个时期

①调教期。从 5 日龄到 10 日龄这一时期，将煮熟的黄豆、高粱、破碎玉米等混合料

撒在圈内由母猪带领仔猪吃食，俗称”以老带少“

②适应期。从 10 日龄到 20 日龄这一时期为仔猪正式吃料时期，吃湿拌料，饲养次

数每天 4-6 次。

（3）补料期间应注意的问题。饲料必须清洁、新鲜，不喂霉烂、变质饲料；食槽、水

槽与用具要经常洗刷和消毒;做到少喂勤添，以防仔猪饥饱不匀;补料与补水同时进行，有的

猪场补水比补料更早些.

（4）铁、铜、硒的补充

3.断乳关



哺乳仔猪到了一定年龄，离开母猪不在吃奶，叫断乳。

（1）断乳日龄。猪自然断乳时间为 8-12 周龄

（2）断乳方法

①一次断乳 ②分批断乳法

③逐渐断乳 ④早期断乳

此外，仔猪生后还应做到:剪牙,防治仔猪争奶而咬伤奶头；断尾，为防治咬尾和方便配

种;去势仔猪初生后 1 周内，将不做种用的小公猪去势。

二、断乳仔猪的饲养管理

从断乳到 4月龄的仔猪教断乳仔猪。养育断乳仔猪的主要任务是：力争仔猪断乳后全活、

全壮，并获得较高的日增重，既为培育后备猪打基础，又为肥育打基础。

（一）断乳仔猪的营养需要

1、能量：12-20 公斤的断乳仔猪每日每头需消化能 12.59MJ

2、矿物质：仔猪断乳后，骨骼发育非常迅速，必须供给充足的矿物质，主要是钙、磷、

其次是硒、锌、碘。

3、蛋白质；断乳仔猪肌肉生长十分强烈，蛋白质代谢也很旺盛，为此必须供给充足而

优质的蛋白质饲料。

4、维生素：骨骼与肌肉的生长都需要维生素的参与代谢，特别是维生素 A、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等较为重要

青绿多汁饲料不仅适口性好、易消化、营养价值较高、且富含维生素。因此，在

断乳仔猪日粮中应补充适量品质好的青绿多汁饲料，但不能过多，否则会引起仔猪拉稀，另

外，让仔猪多晒晒太阳，以获得维生素 D。

（二）断乳仔猪的饲养

1.少喂勤添，定时定量

2.供给充足，清洁的饮水

（三）断乳仔猪的管理

1.合理分群。应使体重相差不超过 2~3kg 的仔猪合为一群；体重小，体质弱的仔猪应单

独组群，给予细致护理。

2.创造舒适的小环境。利用仔猪培育栏，减少冬季地面传导散热损失，有利于取暖，其

次粪尿、污水能随时通过漏粪板进入到粪尿沟中。传统的仔猪圈必须阳光充足，温度适宜

（22℃左右）清洁干燥。

3.有足够的占地面积与饲槽。断乳仔猪的占地面积为每头 0.5~0.8 ㎡较好，每群一般为

以 10 头左右为宜，并设有足够的食槽与水槽，让每头仔猪都能吃饱饮足，不发生争食现象。

4.防寒保温。在入冬前要维修好猪圈必要时圈前、圈后挂草或生火炉等。

5.细心调教。训练仔猪定点排便，采食，睡卧的“三点定位”

6.预防水肿病。主要预防措施是减少应激，特别是断乳后一周内尽量不更换日粮。在日

粮中加喂抗生素和各种维生素及微量元素进行预防。

（四）断乳仔猪的选择

在选择断乳仔猪留种时，应从其父母品质优秀，同窝仔猪多而均匀、断乳窝重大的窝

内，选留初生体重与断乳体重大的个体留种。

作业： 1、哺乳仔猪的生理特点？

2、哺乳仔猪的饲养管理技术？

3、断乳仔猪的饲养管理技术？



第六节 肥育猪生产

目标：了解猪的生长规律，掌握影响生长肥育的因素，生产中常用的肥育方式及肥育猪

的饲养管理。

重点：1、掌握影响生长肥育的因素

2、生产中常用的肥育方式

3、肥育猪的饲养管理。

难点：肥育猪的饲养管理

方法：讲授、讨论、实践

课时：2

过程：商品肉猪的饲养管理，是养猪生产中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主要

任务是：利用最少的饲料与劳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获得大量成本低、质量好的猪肉。

• 在养猪生产中，肉猪的数量占养猪总头数的 80%以上。而饲料成本又占养猪总成本

的 60%~80%，为此，提高商品肉猪的增重速度，降低饲料消耗，特别是降低精料的消耗是提

高养猪生产经济效益的关键。

• 一、猪的生长规律

• （一）猪体重的变化规律

• 随日零增长而提高，表现为不规则的抛物线，呈现“慢—快—慢”的趋势。

• （二）骨骼的生长发育规律。在胚胎期，猪的中轴骨生长慢，外围骨和头骨生长快，

所以猪出生后显得身体短、高、窄、头大，出生后中轴骨生长快，外围骨和头骨生长相对较

慢，所以体型显得越来越长、矮、宽。

• （三）体躯各组织生长顺序及化学成分变化规律

• 依次是：骨骼、肌肉、脂肪，化学成分变化：水分、蛋白质、矿物质随年龄的增加

而相对减少，脂肪则逐渐增多。在整个肥育过程中，增重成分前后不一，前期增加水分、蛋

白质和灰分较多，中期渐减，而后期更少。脂肪则前期增加很少，中期渐多，后期最高。

• 二、影响生长肥育的因素

• （一）品种与经济类型

• 引进品种在以精饲料，高营养水平的饲养条件下，其肥育结果比地方品种好。

（二）经济杂交。利用杂种优势是提高肥育猪效果的有效措施之一。

（三）仔猪初生体重与断乳体重

仔猪初生重、断乳重与肥育期增重期间增重之间呈正相关。

（四）营养水平与饲料品质

1.营养水平。

能量的供给水平与增重和肉质成分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能量摄取越多，日增重越快，

饲料利用率越高，屠宰率、同体脂肪含量也越高。

蛋白质对肥育也有影响，在一定范围内，日粮蛋白质水平越高，增重越快。此外，矿物

质、维生素在日粮中应注意补充。

2.饲料品质。

在肥育猪的日粮结构上，要注意饲料品种及其合理搭配。

（五）环境条件。

环境因素中，以温度（15~25℃）、湿度、光照、风速和猪舍内有害气体的浓度对猪的影

响较大。

（六）性别与去势

公、母猪经去势后有利于肥育，能更好的利用所吸收的营养，使增重速度提高，改善肉



的品质。

三、肥育方式

我国常用的肥育方式有：生长猪肥育法（包括：一贯肥育法和阶段肥育法）和淘汰种猪

肥育法。

（一）生长猪肥育法

1.一贯肥育法（又叫一条龙肥育法），从仔猪断奶到肥育结束，全程均采用较高的饲养

水平，实行均衡饲养的方式。一般至 5~6 月龄体重可达 90~100kg。具体实施过程要做好以

下几点：

（1）日粮配合要求多样化，营养物质较为全面。

（2）饲喂方法。小猪阶段适当增加饲喂次数，随着日龄和体重的增加，可减少日喂次

数，在整个肥育期，应注意供给青饲料，否则将会造成维生素缺乏，影响增重效果。

2.阶段肥育法（又称吊架子肥育法或分期肥育）即把猪分为：幼猪、架子猪和催肥三个

阶段，采用一头一尾精细喂，中间时间吊架子的方式。其三个阶段大体划分是。

（1）小猪阶段。断乳到体重 25kg 左右，饲养期约两个月。此阶段小猪生长快，因而日

两种精料比较重大，日增重要求达到 200~250g。

（2）架子猪阶段。体重从 25~50kg 起，饲养期 4~5 个月。此阶段以青、粗饲料为主，

适当搭配部分精料，可是骨骼和肌肉得到充分发育，使其长一个大架子，且锻炼了消化机能，

为催肥期打下了良好基础。

（3）催肥阶段。体重从 50kg 左右到出栏，饲养期约两个月。

此阶段猪肉主要沉积脂肪，要集中使用精料特别是能量饲料，加快肥育。

除抓好以上三个饲养管理之外，还应顺序的实行两过渡，即小猪进入架子猪阶段，架子

猪进入催肥阶段两次过渡，防治因突然增减精粗饲料喂量而导致消化不良和增重减少。

(二)淘汰种猪肥育法

是利用淘汰的成年种公猪，母猪，为了改善肉的品质，并使其变得安静，一般需去势处

理后进行肥育。

四、肥育猪的饲养管理

（一）合理分群

1.按杂交组合分群。

2.按体重大小，体质强弱分群。

3.组群后，猪群要相对稳定。

合理分群的习惯做法是：留弱不留强，拆多不拆少，夜并昼不并。

（二）饲料调制和饲喂

1.饲料调制。育肥猪的饲料调制一般要求缩小饲料容积，提高适口性和利用效率，青饲

料常切碎、打浆生喂，粗饲料可进行粉碎、浸泡、发酵后饲喂。

2.饲喂方法。

（1）限量饲喂与不限量饲喂。限量饲喂是每天定量给猪饲喂日粮。不限量饲喂，一种

方法是将日粮装入自动饲槽，任猪自由采食；另一种方法是按顿饲喂，不限量，每顿吃到稍

有剩余为止。

（2）日喂次数。要根据猪的年龄和日粮组成来掌握。小猪阶段，每天宜喂 3~4 次。中

猪和大猪阶段，可每天饲喂 2~3 次。

（三）供给充足清洁的饮水

水是生物体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体温调节，养分运输、消化、吸收和废物的排泄等

有重要作用。

（四）创造适宜的小环境



肥育猪舍的环境应清洁干燥，空气新鲜，温度适宜。

（五）调教

使其养成在固定位置排便、睡觉、采食和饮水的习惯。

（六）去势

肥育的小公猪去势的时间一般再生后七日龄内。

（七）防疫、驱虫

1.防疫。防疫工作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除了要采取圈舍环境的卫生消毒，、“封闭

式饲养”、“自繁自养”、“全进全出”等措施以外，还必须认真检疫，药物防治，更重要

的是一定要做好免疫接种工作。免疫接种是控制疫病流行十分重要的措施。

2.驱虫。猪的体内外寄生虫种类多，传播面广，几乎各类猪群都普遍发生。对肥育猪威

胁较大的寄生虫主要是蛔虫、绦虫、姜片吸虫等体内寄生虫，因此在整个肥育期间应驱虫 2

次，第一次在断乳后 1 周左右进行，第二次在飞育中期进行。

五、适时出栏

（一）市场的要求

肉猪出栏体重宜控制在 90~110kg 范围内。

（二）以经济效益和酮体品质来确定适宜出栏期

（三）不同品种和杂交类型的肥育猪，适宜出栏期也不同

课后小结：我们这节课了解猪的生长规律，掌握影响生长肥育的因素，生产中常用的肥

育方式及肥育猪的饲养管理。内容较多，需要平时多观察、总结、用于实践。

布置作业：1、掌握影响生长肥育的因素？

2、生产中常用的肥育方式？

3、肥育猪的饲养管理？

4、肥育猪的卫生防疫？



第七节 提高养猪瘦肉率的关键技术

目标：通过培训师学员掌握提高养猪瘦肉率的关键技术，增加收入。

重难点：优化饲料配方，提高饲养水平

方法：讲授、实践操作

过程： 大量研究表明，猪能长多少瘦肉，或者说屠宰后瘦肉率的高低，是由遗

传和环境两个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受猪种和饲养管理条件的影响。但饲养瘦肉型猪，如不

根据其特点采用相应的饲养方法，也是难以充分发挥其多长瘦肉的优势的。因此，要提高养

猪瘦肉率，生产上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 选择优良品种

品种是决定瘦肉率的关键因素。脂肪型猪或地方品种猪瘦肉率一般为 38%～45％，经过

用杜洛克等优种猪杂交的后代瘦肉率可达 55％，而饲养杜洛克、长白，约克夏或其他瘦肉

型猪生产的三元杂交商品猪，瘦肉率可达 64％以上。因此，选择饲养外血型杂交猪种，是

提高瘦肉率的基础。

二、优化饲料配方

优化饲料配方，重点要在调整配方中的蛋白质水平上做文章，也就是说要依据猪生长发

育的不同阶段调配不同的蛋白质含量。各生长阶段日粮中蛋白质的最佳水平是：开食期即体

重在 10 千克～20 千克时为 22%～20%；生长期即体重在 40 千克～60 千克时为 19%～16%；育

肥期即体重在 60 千克～90 千克时为 16%～14%。同时，注意补喂充足的新鲜青绿饲料。通过

调整和优化各阶段的日粮配方，有效地加速育肥前期的生长速度，优化料肉比，抑制育肥后

期脂肪的增长，降低饲料成本，提高胴体瘦肉率。

三、 提高饲养水平

子猪阶段饲养要抓“四食”过“四关”：即抓乳食过好初生关，抓护理过好下痢关，抓

开食过好补料关，抓旺食过好断奶关。在饲养方式上，应采用“前放后限”的“促、控”方

法，即 60 千克前放开饲喂，让其能吃多少喂多少；60 千克后则限制饲喂，一般以限 10％～

15％较适宜。人为控制营养水平和采食量，以利瘦肉的生长积累。据试验：猪生长前期脂肪

沉积平均每天增长速度为 29 克～120 克，而 60 千克以后高达 120 克～378 克。因此，前期

应让猪吃饱(不限量),充分发育骨、脂、肉；后期适当控制喂量(吃到八成)可减少脂肪沉积。

瘦肉型猪要喂干料或湿拌料。试验证明：干料或湿拌料比汤料容易被猪消化吸收转化，一方

面是生理要求，另一方面也便于饲喂；湿拌料，料与水的比例大约为 1∶1.25～1.50，以手

握指缝不滴水为宜。日喂次数：小猪阶段 50 千克前 4 次；中大猪阶段 50 千克后 3 次，饮水

不限。做好疫病防治，传统的养猪方式，受疾（疫）病威胁和危害较大，不利猪的健康生长、

发育。因此，要摒弃传统的养猪陋习，运用先进的养猪技术，并建立规范完善的防疫和免疫

程序，切实做好春秋两季定期防疫和不定期的防疫、驱虫、环卫及消毒工作，以提高瘦肉型

猪的出栏效率。

四、适时出栏屠宰

掌握屠宰时机，既可提高胴体瘦肉率，又能提高养猪总体经济效益。屠宰体重的确定，

要全面考量胴体品质和养猪经济效益，也就是说要兼顾瘦肉率、屠宰率、增重速度和饲料效

率。生产所说的“适宜的屠宰时期”，亦即“适宜的屠宰体重”。一般瘦肉型杂交猪以 90 千

克～100 千克体重为宜。据试验：每增重 1千克肉大约要耗掉 27 千卡以上的能量，而增长 1

千克脂肪(油)则要耗掉 70 千卡以上的能量。即增长 1 千克油所耗饲料是增长 1 千克肉所消

耗饲料的 3倍。可见，“肥猪越大越赚钱”是不对的。一般品种猪毛重达到 90 千克时出栏为

最佳，而三元杂交猪即使到 110 千克毛重出栏，一般不会降低胴体等级，而可能更适合消费

者对“肥中有瘦、瘦中有肥”的肉质要求。



第八节、猪场建设

目的:掌握猪场场址的选择、建造及注意事项。

重点：生产中如何选择猪场场址、建造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难点：生产中根据具体情况合理建造猪场

方法：讲授、实践操作

过程：先理论讲述、后结合实际情况安排实习

一、猪场场址的选择

1.地势，地形的选择

猪场的地势应高燥，地面要平坦而稍有坡度，选择的地方应开阔整齐，尽量选比较方正

的，以利用社区建筑物的合理布局。

2.环境的选择

猪场的位置应选在比较安静的地方，最好在居民点的下风向，地势低于居民点，但要离

开居民点污水排放口，更不应选在屠宰场，化工厂，皮革厂等容易造成污染企业的下风口或

附近。

3.水质，水源的选择

必须有一个质好，量多的水源，不但要考虑养猪用水，生活用水，还应考虑消防用水及

养猪场未来发展需要。

4.交通与电源

要求交通便利，选址时还应考虑供电条件，因饲料加工，供水以及饲养人员生活都离不

开电。

二、猪场布局

三、猪舍的结构和基本建筑要求

1.墙壁。应坚固、耐久、抗震、防水、结构简单、便于清扫和消毒，同时要具有良好的

保温、隔热性能。尽可能选用隔热性能好的材料。

2.屋顶。屋顶是猪舍上部的外围护结构，要求坚固、耐用、不透风、不漏雨、保温隔热。

比较理想的屋顶为水泥预制板平板式，并加 15~20cm 厚的土以保温、防暑。

3.地面。要求地面坚固、耐用、保温、不透水，便于清扫消毒。

4.粪尿沟。开放式猪舍要求设在前墙外面，全封闭，半封闭（冬天扣塑棚）式猪舍可设

在距南墙 40cm 处。

5.门窗。窗用于采光和通风，其面积大小和数量关系到保温、防暑及采光。应据当地气

候酌情而定。

6.猪栏。除通栏猪舍外，隔栏材料基本上是两种：砖砌墙水泥抹面，及刚栅栏。

课后小结：掌握猪场场址的选择、建造及注意事项。重点掌握生产中如何选择猪场场址、

建造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布置作业：

1、生产中根据具体情况合理建造猪场？

2、猪舍的设备流程图如何设置？

3、绘出保育舍、产仔舍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