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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内江猪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现状， 剖析了内江猪种质资源在保护与利用中的不足， 并从筑牢种质根

基、 标准化生产和创新驱动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内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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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猪是人类经过千百年的驯化留下来的宝贵资

源，距今已有 1 800多年的饲养历史。2000年内江猪被

纳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是国家重点保护

的地方品种资源之一，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授予内江猪

重大贡献奖，2010 年内江猪取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

定。内江猪肉质好、风味佳，富含胶原蛋白，含粗脂肪

5.42%、粗蛋白 22.1%、干物质 28.12%，肉色评分

3.25～3.5，系水力 91.04%，大理石纹评分 3.27～3.5，

是优质的生猪肉质基因库[1]。内江猪适应性强、耐粗饲，

在高寒气候、高海拔地区和极端不良的环境下均能表现

出优异的抗逆性和耐受性[2]。内江猪配合力好、杂种优

势明显，与外种杂交可获得优质的杂交后代，是开展杂

种优势利用的较好亲本 [3]。同时，内江猪也存在皮厚、

增重速度慢、瘦肉率低、屠宰率低和产仔数少（与外种

猪比）等遗传缺陷 [4]。如何发挥好内江猪的种质优势，

克服遗传短板，对内江猪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尤

为重要。

1 内江猪种质资源保护现状

1.1 内江猪保种工作较长， 但种群数量锐减快

内江猪保种工作可追溯到建国前的 1938 年，但直

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才开始真正重视地方猪品种的保

护，内江猪保种工作才得到了快速发展。1956年，扩建

内江专区种猪场，专门繁育内江猪。1973年，组建内江

猪育种协作组，并相继建立县区种猪场，形成了以内江

市为中心区、内江县为主产区，分布在资中、资阳、简

阳、安岳、威远、隆昌、富顺等县的内江猪养殖群体[5]。

20世纪 90年代以后，受外来种猪大量引进的巨大冲击，

内江猪种群数量急剧下降，据报道，1985 年，内江猪

种群数量为 108 609头、1995年为 87 695 头、2013 年

为 9 908头[2]，种群数量持续下降；2019 年，又受非洲

猪瘟疫情影响，内江猪核心种群数量仅维持在 180 头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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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内江猪保种方式不断丰富， 但保种体系未健全

长期以来，内江猪保种方式主要依据地方猪种系统

保护理论，采用活体有限群体保种，保种方式单一，未

建立起“冷冻保存库+核心保种场+保护区”相结合的

三级猪遗传资源保种体系。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为保

护好内江猪的遗传多样性，2019年，由内江市农业农村

局牵头，与四川农业大学、重庆市畜牧科学院等科研院

所合作，完成 3.2 万剂内江猪精液、60 头内江猪体细

胞、61枚内江猪胚胎的冷冻保存，同时，建成了国家级

畜禽（内江猪）遗传资源保种场 1个，备份场 2个，备

份内江猪种猪 300 余头。尽管内江猪的保种工作有了一

定进展，但与川渝两地知名度相一致的荣昌猪的保种水

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如早在 2013 年，已保存荣昌

猪DNA 样本 10 012 份、精液 10 026 份、胚胎 407 枚，

建成冷冻保存库 1个、保种场 2个、保护区 4个[6]。

1.3 内江猪保种技术不断提升， 但缺乏现代育种

技术

为加强内江猪种质资源保护，内江市开展了一系列

的保种措施。2011年，内江市种猪场会同相关专家制定

了《内江猪资源保护方案》和科学合理的配种计划，开

展了一系列内江猪的性能测定、杂交试验、育肥试验

等，并从外引进内江猪血缘，增加了独立血缘 1个，同

时还聘请四川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四川省畜牧科学院

等相关领域专家担任内江猪保种技术顾问。2018 年非洲

猪瘟疫情发生后，与企业合作在阿坝州汶川县建立内江

猪异地保种备份场 1个，极大地降低了保种风险。但由

于内江市种猪场保种设施较落后，技术团队学历较低，

现代育种技术应用较少，还未开展内江猪保种群体基因

测序，也未建立内江猪种群基因图谱[7]。

2 内江猪种质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2.1 内江猪杂交利用开发进程缓慢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全国著名养猪专家许振英、

张龙治等率先在国内开展了内江猪选育、内江种猪标准

化、内江猪三元杂交利用等研究，使内江猪生长速度、

饲料报酬、瘦肉率等性能得到了很大提高。1981年国家

标准总局颁布了“内江猪国家标准”，内江猪成为我国首

个建立品种标准的地方猪。1991年“以内江猪为第一母

本的三元杂交组合”获内江市科技进步三等奖，该项目

研究成果为我国地方猪品种的杂交利用奠定基础。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受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双重影响，内

江猪市场占有率越来越小，内江猪种质资源开发利用进

程缓慢，在内江猪新品种（品系）培育方面仍然未突破

零的记录。

2.2 内江黑猪产业化经营程度较低

近年来内江从筑牢种源安全、强化科技支撑、强化

开发利用、增强品牌力量等 4个方面推动内江黑猪产业

化发展。先后引进四川恒通、四川德康等龙头企业，构

建内江黑猪“饲养—屠宰—加工—销售”一体化融合发

展新格局。截至 2020 年底，内江已建成内江黑猪一级

扩繁场 1个、二级扩繁场 2个，规模化商品猪养殖单元

450 个，年存栏内江黑猪 18.24 万头。目前，内江黑猪

以生产白条肉、销售生鲜肉为主，产品加工仅限于腌制

腊肉香肠，未依托内江黑猪特有的自然禀赋开发出附加

值较高的产品，深加工的产品种类不全，品类不多，精深

加工仍然不足。内江黑猪产品缺乏创新的推广渠道和推广

方式，实体专卖店建设相对滞后，产业化经营程度低。

2.3 内江黑猪品牌附加值不高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对猪肉品质和风味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内江以“甜城味”区域公用品牌为

统领，从标准制定、体验店、专卖店、文化挖掘等方面

入手，全力打造内江黑猪单品区域品牌，制定了《内江

黑猪商品猪生产技术规程》 《内江黑猪回锅肉烹饪工艺

规程》 《内江黑猪标准》等地方标准，大力推进内江黑

猪及其产品标准化生产，形成了“黑德香”“云顶土内

江黑猪”“弘济黑猪”“潴源润”等产品品牌，先后在

成都、重庆等地开设内江黑猪特色菜品体验馆、产品专

卖店。2014年内江被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分会授予“中

国黑猪（内江猪）之乡”称号，2020 年获得全国绿色农

业十佳畜牧地标品牌称号，内江黑猪（内江猪）的品牌

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受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压力影

响，以内江黑猪品牌拉动的“品牌+旅游”“品牌+体

验”“品牌+消费”“品牌+电商”等商业模式发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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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滞后、水平不高、结构不优，品牌附加值还未得到

充分展现。

3 内江猪产业的发展对策

3.1 坚持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并重

保种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开发是为了更好地保种。

坚持政府是保种主体，企业是开发主体，借鉴重庆荣昌

猪的成功保种经验，建立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保种机

构，制定内江猪保种中长期规划，完善内江猪保护体

系，建立保种数据库，优化保种群体结构，丰富血统。

强化市校（院）合作，引进生猪遗传育种领域的专家智

力，开展冷冻精液、冷冻体细胞、冷冻胚胎等遗传物质

保存，开展内江猪保种群体基因测序，建立种群基因图

谱，构建完善的内江猪“冷冻保存库+保种场+备份

场+保护区”多层次保种体系。充分利用内江猪配合力

好、适应性强等种质特性，应用现代先进选育技术，开

展内江猪杂交综合利用，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内江

猪新品种（品系）或配套系，将内江猪资源优势转化为

产业优势。

3.2 推动内江猪全产业链发展

按照畜禽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

制度化、粪污资源化原则，实施内江猪标准化生产工

程。建立健全内江猪标准体系，制定内江猪品种标准、

营养标准、屠宰标准、阶段化饲养标准、肉质标准等。

支持产业化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

生产经营主体建设全自动、全环控、低耗能、环保型的现

代化高标准养殖场，创新内江猪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建立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合作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内

江猪生产风险防控能力。鼓励龙头企业开展养殖、屠宰、

加工、配送、销售、农旅、研学等一体化全产业链经营，

支持配套冷库、低温分割车间等冷藏加工设施和冷链运输

设备，实现就地屠宰、就地分割、就地加工，拓展销售网

络，助推内江猪产品步入中高端产品第一方阵。

3.3 促进内江猪产业生态健康发展

坚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

所的智力资源优势，支持保种、开发、防疫、加工和减

排固碳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内江猪保种、开发、

防疫、加工、循环等科技创新能力。根据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优化养殖区域布局，严控养殖红线。坚持“以种

定养、以养定种”种养循环的发展理念，鼓励养殖基地

与种植基地有机结合，鼓励发展“养猪—沼气—蔬菜”

“养猪—沼气—果树”“养猪—沼气—粮食作物”等种养

循环模式，打造现代化、标准化种养循环乡村振兴样板。

充分发挥内江猪耐粗饲种质优势，鼓励开展内江猪生物

饲料的开发与利用，缓解养猪业与粮争地的矛盾。推广

实施粪污干湿分离、固体粪便覆膜静态好氧堆肥、液体

粪污密闭贮存发酵、粪肥深施还田等畜禽粪便管理温室

气体减排技术，实现减排固碳，变废为宝，推动内江猪

产业生态健康循环发展。

4 小结

综上所述，内江猪种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依旧任重

道远。为进一步筑牢种业根基，确保种质安全，需坚持

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市场主体、创新驱动发展原则，

以自主创新为关键，以供种安全为底线，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汇聚资源、集中攻关、重点突破，政策引领、健全体

系、创新机制，加快推动内江猪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促进内江市、四川省乃至全国地方猪产业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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