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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发资〔2017〕298 号附件 13 

 

 

“畜禽重大疫病防控与高效安全养殖 

综合技术研发”重点专项 

2018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畜禽养殖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支柱产业。当前，我国

畜禽养殖产业正面临“养殖效益低下、疫病问题突出、环境污染

严重、设施设备落后”4 大瓶颈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

在于大力开展畜禽疫病防控、净化与根除，推进养殖废弃物的无

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加强养殖设施设备的自主创新与产业化。 

为推进我国畜禽重大疫病防控与高效安全养殖的科技创新，

驱动我国畜禽养殖产业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依据《国家中长

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国家中长期动物

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 年）》（国办发〔2012〕31 号）和《国

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

的通知》（国发〔2014〕64 号）等精神，启动实施“畜禽重大疫

病防控与高效安全养殖综合技术研发”重点专项。专项聚焦畜禽

重大疫病防控、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养殖设施

设备研发 3 大领域，贯通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技术集

成与示范科技创新链条，进行一体化设计，突破畜禽重大疫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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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与高效安全养殖领域的重大基础理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

立应用示范基地，辐射带动产业创新能力整体提升。实现核心场

与示范场在原有基础上，畜禽病死率下降 8-10%，常规污染物排

放消减 60%，粪污及病死动物资源化利用率达 80%以上，“全封

闭、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养殖。 

根据专项实施方案的统一部署，在 2016 年、2017 年启动实

施 39 个项目的基础上，2018 年拟发布 20 个任务方向，其中基础

研究 4 个任务方向、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3 个任务方向，技术集成

创新研究与示范 13 个任务方向，拟安排国拨经费 2.655 亿元。 

一、基础研究类 

1. 畜禽重要病原共感染与协同致病机制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临床上常见的、容易发生共感染和继发感染

的重要畜禽病原，解析多病原共感染与继发感染的发病规律；建

立多病原共感染与继发感染的细胞模型、动物模型；研究共感染

或继发感染条件下的组学特征与交互调控网络；研究病原共感染

与继发感染对宿主天然免疫、获得性免疫及免疫损伤的影响及其

作用机制。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解析 3-4 类常见的畜禽多病原共感

染与继发感染所致疫病的发病规律；建立共感染与继发感染的细

胞和动物模型 5-6 种；阐明 3-4 类多病原共感染与协同致病的分

子机理；发表高水平论文 40-50 篇。【预期性指标】建立畜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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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共感染与继发感染的研究平台与技术体系。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 畜禽养殖废弃物生物降解与资源转化调控机制 

研究内容：针对畜禽养殖产生的废弃物（粪便、废水、废气），

以及畜禽尸体与屠宰废弃物，研究畜禽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过程中

微生物群落演变特征与物质变化之间的关系；挖掘与筛选促进畜

禽废弃物降解的特定功能微生物菌种与昆虫资源,研究其降解废

弃物的生物学机制；研究二次固体发酵过程中功能物质的作用机

理、合成途径及环境因子的影响；研究堆肥土著微生物与外源添

加功能菌剂的互作过程与影响因素；研究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与

资源化营养物质转化调控机制；研究养殖废弃物及其转化应用过

程中铅、砷、铜、锌、汞、铬、镉等重金属元素的形态转化及其

脱毒机理与环境效应；研究生物转化养殖废弃物中四环类、氟喹

诺酮、大环内酯类、β 内酰胺、氯霉素类等抗生素的动态过程及

其分解的生物学途径；研究微生物对养殖和废弃物处理过程中异

味气体的消减作用和机理；研究畜禽重要病原体在废弃物资源转

化中的迁移规律与环境效应。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挖掘与筛选促进畜禽废弃物资源

转化的特定功能微生物菌种资源或优势工程菌 20 个以上；克隆功

能微生物相关功能基因 15 个以上，并揭示其功能与调控途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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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3 种以上重金属在养殖废弃物资源转化中的形态转化、脱毒机

理和途径；揭示 4 种以上抗生素在养殖废弃物中的分解、转化的

生物学机理；解析 8 种以上畜禽重要病原体在废弃物资源转化过

程中的迁移规律与环境效应；提出针对畜禽不同废弃物原料种类

的复合菌剂复配原理；阐明微生物与昆虫联合转化不同废弃物的

协同作用原理；发表高水平论文 50-60 篇。【预期性指标】申请专

利 10-15 项。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3. 畜禽药物的代谢转归和耐药性形成机制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大肠杆菌、葡萄球菌、链球菌、副猪嗜血杆

菌、巴氏杆菌等畜禽重要病原菌，研究修饰酶、外排泵、生物被

膜等介导的耐药机制，解析重要耐药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筛选特

异性耐药蛋白靶向性抑制剂；研究主要病原菌耐药株及耐药基因

的分布特征、传播模式和流行规律，分析关键影响因素。针对球

虫等畜禽感染普遍的寄生虫，调查流行虫株的耐药谱，研究其对

重要抗寄生虫药耐药的产生机制，建立寄生虫耐药性的分子检测

技术。针对畜禽重要药物，研究抗菌药物、抗寄生虫药物在生态

环境中的代谢、迁移与转归机制，调查其对环境微生物种群及其

耐药性的影响，建立风险评估模型。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揭示 5-7 种重要动物病原耐药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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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机制，阐明 2-3 种关键耐药蛋白的结构与功能；获得 2-3 个

耐药靶点蛋白的特异性先导药物前体；探明 6-8 种耐药株及其耐

药基因的分布特征、传播模式、流行规律及影响因素；阐明 3-5

种畜禽用药物在环境中的代谢和转化规律；发表高水平论文60-80

篇。【预期性指标】提出兽用抗菌药和抗寄生虫药环境生态安全评

价及风险评估规程各一套；建立风险评估模型。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4. 日粮组成与饲养体制对畜禽健康优质肉形成的调控及机制 

研究内容：围绕生产健康、安全、优质畜禽肉的需求，针对

我国畜禽肉品质不高、滴水损失严重、氧化酸败速度较快、白肌

肉（PSE）和黑干肉（DFD）肉时有发生的现状，研究畜禽肌肉

糖原代谢、肌纤维类型组成及肌肉脂肪沉积的规律；研究以生产

优质肉为目标的畜禽营养需求特点；研究日粮结构对畜禽肉品质

的调控及其机理；研究母子一体化营养、饲养周期等饲养体制对

肉品质形成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多不饱和脂肪酸、功能性氨基酸

及其衍生物、碳水化合物、植物提取物、微生物制剂等功能性营

养组分对畜禽肉品质形成的影响与及机制。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筛选调控畜禽优质肉品质形成的

关键靶点和关键饲料成分；解析糖原、蛋白质代谢关键信号通路

与肉品质性状的关系；建立生产优健康品质畜禽肉的关键饲料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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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参数 5-8 个；鉴定出 3-5 种提高畜禽肉品质的功能性添加物；

提出生产优质肉的日粮组成模式 4-5 套；获得生产优品质肉的饲

养体制 3-4 套；发表高水平论文 30-50 篇。【预期性指标】申请专

利 10-15 项。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类 

5. 重要人畜共患食源性病原微生物在动物养殖和屠宰过程

中的风险监测和防控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以动物养殖和屠宰过程为切入点，针对肉、蛋、

奶等动物源性食品中沙门菌、大肠杆菌、空肠弯曲菌、单核细胞

增生李斯特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产气荚膜梭菌、耶尔森菌等重

要病原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开展病原的分离鉴定，明晰其在养

殖、屠宰中的流行和传播规律研究，分析其对动物源性食品产业

链的风险；研发适用于动物安全生产监测的重要病原微生物及其

致病因子等新型快速检测技术及分子溯源技术与产品；研究重要

病原微生物致病风险评估关键技术，构建其在动物养殖和屠宰中

的风险评估及预警模型；研发重要病原微生物在动物养殖和屠宰

过程中的综合防控技术及产品；监测和防控技术及产品在养殖、

屠宰加工企业和检测机构的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分离鉴定重要食源性病原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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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株以上；阐明 5 种以上重要病原微生物在动物养殖和屠宰为

主体的食品生产链的流行和传播规律；建立病原微生物在养殖和

屠宰中的风险识别技术 10-15 种；建立适用于动物安全生产监测

的病原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的检测和分子溯源技术 10-20 种；建

立动物源性食品中病原微生物在养殖和屠宰环节的控制技术

10-15 项；申请专利 10-20 项；研制病原微生物检测和防控产品

4-6 种。【预期性指标】建立动物源性食品中病原微生物菌种库和

致病因子数据库 1-2 个；建立重要人畜共患食源性病原微生物在

动物养殖和屠宰过程中的风险评估及预警模型 4-6 个；发表论文

30-40 篇。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6. 畜禽养殖绿色安全饲料饲养新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畜禽饲养过程中饲养效率不高，动物机

体免疫力低，抗生素、微量元素、促生长剂过度使用等问题，研

发提高畜禽饲养效率的饲料新型生产工艺和配制技术；研发健康

养殖免疫（氧化应激）调节的功能性饲料成分和调控技术；研发

免疫防御肽、功能性氨基酸和植物提取物等安全高效防病抗病生

物活性因子；研究调控畜禽肠道健康的生物饲料生产和饲喂关键

技术；研发饲料矿物质微量元素减量供给关键技术及畜禽无抗饲

养关键技术，构建畜禽养殖绿色安全饲料饲养应用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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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建立高效饲养猪、家禽、牛和羊

等饲料新型生产工艺配制技术 4-6 套；形成促进畜禽肠道健康的

生物饲料生产和饲喂技术 3-5 套；研发矿物质微量元素减量使用

和畜禽无抗饲养技术 2-3 套；创制抗防病抗病绿色饲料添加剂新

产品 4-5 种；申请发明专利 10-20 项。【预期性指标】发表研究论

文 10-20 篇，建立畜禽养殖绿色安全饲料饲养应用技术体系。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7. 畜禽养殖智能装备与信息化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开展畜禽舍建筑与热环境调控技术研究，研发现

代装配式标准化畜禽舍；研究畜禽舍内环境因子监测与调控技术，

研发畜禽舍环境自动调控系统；研发智能化喂饲系统、饮水系统

和投药系统；研发自动化清粪系统；研究满足畜禽健康养殖管理、

产品溯源需求的养殖过程实时监测系统、疾病预警系统和智能信

息管理系统。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自主研发模块化装配式畜禽舍 15

套以上，畜禽舍温度、湿度、光照、风速及 CO2、H2S 和 NH3浓

度监测设备 10 套以上，畜禽舍环境自动化调控系统 8 套以上，智

能化喂料、饮水、投药设备 25 套以上，自动清粪系统 10 套以上，

高效安全养殖信息系统 8-10 套；并在专项相关示范推广应用；制

定标准 8-10 项，申请专利 30-40 项。【预期性指标】发表研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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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30-40 篇；智能装备与信息化技术、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三、技术集成创新研究与示范类 

8. 猪伪狂犬病、猪瘟区域净化与根除及种猪场高致病性蓝耳

病净化技术集成与示范 

研究内容：阐明我国猪伪狂犬病病毒、猪瘟病毒、高致病性

蓝耳病病毒变异与分布情况，完善猪伪狂犬病、猪瘟的病原检测

方法和标记疫苗效果评价，建立猪伪狂犬病和猪瘟等疫苗抗原含

量测定和免疫效果评价方法，集成猪伪狂犬病、猪瘟、高致病性

蓝耳病净化与根除技术，制订区域性规模化猪场、养殖集团和养

殖合作社的猪伪狂犬病与猪瘟区域净化与根除方案及高致病性蓝

耳病种猪场净化方案，并在全国进行示范与推广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建立并完善 4 种以上猪伪狂犬病

猪瘟、高致病性蓝耳病诊断和疫苗免疫效果评价方法；制订猪伪

狂犬病和猪瘟净化与根除方案并在 8 个以上区域性种猪场、养猪

集团公司和养猪合作社进行技术集成与示范；制定高致病性蓝耳

病种猪场净化方案，并在 10 个以上原种猪场示范应用；建立年出

栏 100 万头以上的猪伪狂犬病、猪瘟或高致病性蓝耳病净化示范

区 1-2 个。【预期性指标】在重点原种猪场或示范区实现猪伪狂犬

病、猪瘟、高致病性蓝耳病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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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9. 种畜场牛结核和布鲁氏菌病综合防控与净化技术集成与

示范 

研究内容：建立牛分支杆菌和布鲁氏菌抗原高效检测方法；

建立或完善区分布鲁氏菌病疫苗免疫和自然感染鉴别诊断方法；

研究两种病的流行现况、影响流行的关键风险因子和病原学分布

特征；选择牛结核和布鲁氏菌病不同流行水平、不同地区和不同

规模的牛羊种畜场，集成相关技术，制定控制和净化方案，采取

免疫、检测、隔离、扑杀、移动控制和消毒相结合的综合防控措

施，建立牛结核和布鲁氏菌病的净化示范场。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建立牛结核、牛羊布鲁氏菌病检

测方法 2-3 种；建立牛结核和布鲁氏菌病净化示范场 15 个以上；

集成综合防控技术，形成牛结核和布鲁氏菌病控制净化技术方案

4 套以上。【预期性指标】建立种畜场牛结核和布鲁氏菌病综合防

控与净化技术体系，并在全国进行推广应用。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0. 高产种猪高效安全养殖技术应用与示范 

研究内容：开展独立公猪站的设计工艺研究与应用示范；标

准化猪人工授精技术集成与示范；精液高效保存技术体系建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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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社会化供精体系建设与示范；妊娠、分娩和泌乳母猪精准

饲喂技术集成应用与示范；母猪妊娠、分娩和泌乳标准化管理技

术集成应用与示范；种猪繁殖障碍性疾病的综合防控技术与安全

用药技术的集成应用与示范；建立优质高产种猪养殖的标准化技

术体系。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依托龙头企业，建立不同品种种

猪高效安全养殖核心场、示范场 10 个以上，示范规模 10 万头以

上；建立不同品种、不同饲养规模的种猪高效安全养殖标准化技

术体系 10 套以上；每头母猪每年所能提供的断奶仔猪头数（PSY）

25 头以上，21 日龄断奶个体重 6.5kg 以上；猪精社会化供精体系

覆盖母猪 50 万头，公猪年淘汰率降低 20%以上；通过技术集成

与示范，示范场发病率与死亡率在原有基础上降低 10%、粪污及

病死动物资源化率达到 80%以上，种猪生产效率提升 10%以上。

【预期性指标】培训种猪养殖一线生产技术人员 800-1000 人，技

术辐射我国 70 万头种猪养殖。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1. 优质商品猪高效安全养殖技术应用与示范 

研究内容：开展哺乳仔猪、保育猪、育成育肥猪的标准化、

规范化饲养管理技术集成与示范；优质高效绿色饲料配制及无抗

饲养技术集成与示范；商品猪主要疾病综合防控技术与安全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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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集成与示范；商品猪舍的设计工艺、环境控制技术与工艺

集成与示范；开展生猪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发展模式与效

益评估体系的研究与应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依托龙头企业，建立不同商品猪

高效安全养殖核心场、示范场 15 个以上，示范规模 80 万头以上；

建立不同品种、不同饲养规模的商品猪高效安全养殖标准化技术

体系 10 套以上；示范场商品猪达 115kg 日龄缩短 1-2 天，全群饲

料转化效率降低 0.1 以上；建立生猪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

发展模式与效益评估指标体系；通过技术集成与示范，示范场发

病率与死亡率在原有基础上降低 10%、常规污染物排放量消减

60%以上、粪污及病死动物资源化率达到 80%以上，生产效率提

升 10%以上。【预期性指标】培训商品猪养殖一线生产技术人员

5000-6000 人；技术辐射我国 900 万头商品猪养殖。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2. 特色地方猪高效安全养殖技术应用与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不同地方猪养殖区域，开展特色地方猪

及其不同杂交模式下，日粮配制技术与特色饲料资源的开发及应

用示范；开展提高断奶窝重和缩短仔猪断奶时间的先进生产工艺

研究与技术集成；开展特色优质猪肉产品生产关键技术应用与示

范；开展特色地方猪规模化饲养条件下疫病综合防控技术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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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技术的集成与示范；建立特色地方猪高效安全养殖的标准化

技术体系与规程。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依托龙头企业，建立不同特色地

方猪高效安全养殖核心场、示范场 10 个以上，示范规模 3 万头以

上；建立不同品种、不同饲养规模的特色地方猪高效安全养殖标

准化技术体系 3-5 套；通过技术集成与示范，示范场发病率与死

亡率在原有基础上降低 10%、常规污染物排放量消减 20%-30%，

粪污及病死动物资源化率提高 30%-40%，生产效率提升 5%以上。

【预期性指标】培训地方猪养殖一线生产技术人员 1000-2000 人，

技术辐射我国 30 万头地方猪规模化养殖。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3. 高产蛋鸡高效安全养殖技术应用与示范 

研究内容：集成先进种鸡和商品蛋鸡舍设计、高效饲养技术、

疫病防控技术、环境控制技术等，开展蛋鸡场标准化、规范化的

养殖技术示范；开展蛋种鸡高效繁殖、高效生产的关键技术集成

与示范，全程绿色饲养技术集成与示范；开展蛋种鸡、商品蛋鸡

主要疫病综合防控技术与安全用药技术的集成与示范；研究蛋鸡

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发展模式与效益评估体系；编制高产

蛋鸡生产技术规程，进行技术示范推广，建立国产蛋鸡不同品种、

不同饲养阶段、不同饲养环境和模式下的高效安全养殖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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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辐射带动我国蛋鸡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依托龙头企业，建立不同规模、

不同品种的蛋鸡标准化示范养殖场 10 个以上，示范规模 500 万只

以上；示范场发病率与死亡率在原有基础上降低 10%以上、常规

污染物排放量消减 60%以上、粪污及病死动物资源化率达到 80%

以上；建立高产蛋鸡安全高效生产新工艺 5 种以上、编制生产技

术规程 10 项以上、形成技术规范 3 种以上；组装集成蛋鸡标准化、

规范化养殖技术 3-5 套并进行示范推广；建立蛋鸡产业提质增效、

转型升级的发展模式与效益评估指标体系。【预期性指标】培训蛋

鸡养殖一线生产技术人员 3000-5000 人，技术辐射我国 5000 万只

蛋鸡养殖。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4. 优质肉鸡高效安全养殖技术应用与示范 

研究内容：集成先进禽舍设计、高效饲养技术、疫病防控技

术、环境控制技术等，开展肉鸡场标准化、规范化的高效安全养

殖示范，全程绿色饲养技术集成与示范；开展肉鸡主要疫病综合

防控技术与安全用药技术的集成与示范；通过编制生产技术规程、

技术示范推广，建立我国肉鸡不同饲养阶段、不同饲养环境和模

式下的高效安全养殖的标准化技术体系，辐射带动我国肉鸡产业

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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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依托龙头企业，建立不同规模、

不同品种高标准的肉鸡核心场、示范养殖场 10 个以上，示范规模

500 万只以上；示范场发病率与死亡率在原有基础上降低 10%以

上、常规污染物排放量消减 60%以上、粪污及病死动物资源化率

达到 80%以上；建立优质肉鸡安全高效生产新工艺 5 种以上、编

制生产技术规程 10 项以上、形成技术规范 3 种以上；组装集成肉

鸡标准化、规范化养殖技术 3-5 套并进行示范推广。【预期性指

标】培训肉鸡养殖一线生产技术人员 2000-3000 人，技术辐射我

国 5000 万只肉鸡养殖。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5. 绿色水禽高效安全养殖技术应用与示范 

研究内容：集成先进禽舍设计、高效饲养技术、疫病防控技

术、环境控制技术等，开展鸭、鹅等水禽场标准化、规范化的高

效安全养殖示范，全程绿色饲养技术集成与示范；开展水禽主要

疫病综合防控技术与安全用药技术的集成与示范；通过编制生产

技术规程、技术示范推广，建立我国水禽不同饲养阶段、不同饲

养环境和模式下的高效安全养殖的标准化技术体系，辐射带动我

国水禽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依托龙头企业或规模化大型养殖

场，建立不同规模、不同品种高标准的水禽核心场、示范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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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以上，示范规模 1000 万只以上；示范场发病率与死亡率在

原有基础上降低 10%以上、常规污染物排放量消减 60%以上、粪

污及病死动物资源化率达到 80%以上；建立绿色水禽安全高效生

产新工艺 5 种以上、编制生产技术规程 10 项以上、形成技术规范

3 种以上；组装集成水禽标准化、规范化养殖技术 3-5 套并进行

示范推广。【预期性指标】培训水禽养殖一线生产技术人员

1000-2000 人，技术辐射我国 5000 万只水禽养殖。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6. 现代奶牛高效安全养殖技术应用与示范 

研究内容：集成奶牛高效饲养技术、疫病防控技术、环境控

制技术等，开展不同地区的奶牛、奶水牛高效安全养殖技术应用

与示范，全程绿色饲养技术集成与示范；开展奶牛、奶水牛主要

疫病和繁殖障碍综合防控技术与安全用药技术的集成与示范；建

立我国主要养殖优势区域、不同生理和泌乳阶段的奶牛、奶水牛

高效安全养殖技术体系；创新产品结构，优化乳制品加工关键技

术和生产工艺，完善质量标准；通过技术推广应用，辐射和带动

我国奶牛、奶水牛高效安全养殖技术水平的提升，构建奶业提质

增效、转型升级的发展新模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依托龙头企业，建立奶牛、奶水

牛适度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核心场与示范场 10 个以上，示范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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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万头以上；示范场犊牛成活率达到 95%以上;奶牛饲料转化率

提高 5%以上，降低饲养成本 5%以上，养殖生产整体效益提高

5-10%；通过技术集成与示范，核心场与示范场在原有基础上，

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 8-10%；氮、磷排放减少 5%-10%，粪污资

源化率达到 80%。【预期性指标】建立不同饲养环境和模式下的

奶牛高效安全养殖的标准化技术体系；培训奶牛养殖一线生产技

术人员 3000-5000 人；技术辐射我国 300 万头奶牛养殖。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7. 优质肉牛高效安全养殖技术应用与示范 

研究内容：集成先进牛舍设计、高效饲养技术、疫病防控技

术、环境控制技术等，开展不同地区的肉牛高效安全养殖技术应

用与示范，全程绿色饲养技术集成与示范；开展肉牛主要疫病综

合防控技术与安全用药技术的集成与示范；建立不同地区的肉牛

高效安全养殖技术体系，并通过技术推广应用，辐射和带动我国

肉牛高效安全养殖技术水平的提升。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依托龙头企业，建立肉牛适度规

模化、标准化生产核心场与示范场 10 个以上，示范规模 10 万头

以上；示范场繁殖母牛繁殖率提高 5-10%,犊牛成活率达到 95%以

上;肉牛饲料转化率提高 5%以上，降低饲养成本 5%以上，养殖生

产整体效益提高 5-10%；通过技术集成与示范，核心场与示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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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有基础上，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 8-10%，常规污染物排放量

消减 60%，粪污及病死动物资源化率达到 80%。【预期性指标】

建立不同饲养环境和模式下的肉牛高效安全养殖的标准化技术体

系；培训肉牛养殖一线生产技术人员 2000-3000 人；技术辐射我

国 100 万头肉牛养殖。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8. 山羊高效安全养殖技术应用与示范 

研究内容：集成先进羊舍设计、高效饲养技术、疫病防控技

术、环境控制技术、农副产品利用与饲料资源开发技术等，开展

肉用山羊培育新品种推广与示范，开展不同地区肉用山羊高效安

全养殖技术应用与示范；开展肉用山羊主要疫病综合防控技术与

安全用药技术的集成与示范；建立不同地区的肉用山羊高效安全

养殖技术体系，并通过技术推广应用，辐射和带动我国肉用山羊

高效安全养殖技术水平的提升。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建立肉用山羊不同养殖环境下的

适度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核心场与示范场 10-15 个以上，示范规

模 1-2 万只，示范带动规模 20 万只以上， 项目区肉用山羊良种

覆盖率 15%以上；示范场育肥羊增重效果在 200 克/天以上；通过

技术集成与示范，核心场与示范场在原有基础上，发病率与死亡

率降低 15%以上，生产整体效率提高 5-10%，常规污染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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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减 60%以上，粪污及病死动物资源化率达到 80%。【预期性指

标】培训养殖一线生产技术人员 1000-2000 人；建立不同地区、

不同饲养环境和模式下肉用山羊高效安全养殖的标准化技术示范

基地，技术辐射覆盖 250 万只肉羊养殖。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9. 绵羊高效安全养殖技术应用与示范 

研究内容：集成先进羊舍设计、高效饲养技术、疫病防控技

术、环境控制技术、农副产品利用与饲料资源开发技术等，开展

不同地区的绵羊高效安全养殖技术应用与示范，全程绿色饲养技

术集成与示范；开展绵羊主要疫病综合防控技术与安全用药技术

的集成与示范；建立不同地区的绵羊高效安全养殖技术体系，并

通过技术推广应用，辐射和带动我国绵羊高效安全养殖技术水平

的提升。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建立绵羊不同养殖环境下的适度规

模化、标准化生产核心场与示范场 10-15 个以上，示范规模 30 万

只以上；通过技术集成与示范，核心场与示范场在原有基础上，

发病率与死亡率降低 10%以上，养殖生产整体效率提高 5-10%，

常规污染物排放量消减 60%以上，粪污及病死动物资源化率达到

80%。【预期性指标】培训养殖一线生产技术人 500-2000 人；建立

绵羊不同饲养阶段、不同饲养环境和模式下的高效安全养殖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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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技术示范基地和技术体系，技术辐射覆盖 250 万只绵羊养殖。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0. 经济动物高效安全养殖技术应用与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重要经济动物安全高效养殖生产的重大需

求，集成经济动物良种快繁新技术、疾病防控技术、安全用药技

术、精细饲养技术、环境控制与废弃物处理等技术，开展貂、狐、

貉等毛皮动物高效安全养殖技术应用与示范；兔高效安全养殖技

术应用与示范；鹿、麝等经济动物高效安全养殖技术应用与示范。 

预期目标：【约束性指标】建立毛皮动物良种快繁体系，繁

殖成活率提高 10%以上；确定经济动物主要营养素需要量，综合

提高饲料利用率 8%以上；建立貂、狐、貉、兔、鹿、驴等经济

动物适度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示范场 20 个以上，示范场内疾病发

病率和死亡率降低 8%以上，示范场养殖生产整体效率提高

5%-10%，常规污染物排放量减少 60%以上，粪污及病死动物资

源化利用率达到 80%以上。【预期性指标】培训各类生产技术人

员 1500-2000 人；建立不同饲养阶段、不同饲养环境、不同区域

和模式下的高效安全养殖的标准化技术示范基地和技术体系，辐

射我国 3000 万只经济动物养殖生产。 

执行期限：2018-2020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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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要求 

 

1. 本专项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报，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

部考核指标。 

2. 每个项目下设课题不超过 6 个，每个课题参与单位不超过

5 家（含承担单位）。 

3. 鼓励项目申报单位与畜牧业产业优势区和中西部地区符

合条件的单位联合申报；鼓励企业牵头申报，集成示范类项目必

须有企业（场）参与申报。 

4. 牵头申报的企业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政经费、自筹经费

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参与申报

的企业（场）自筹经费与企业申报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于 1:1。

须出具有效的经费来源证明。 

5. 如有涉及高致病性病原研究的项目，应按照国家高致病性

病原管理要求，提供相应的批准文件。 

6. 如有涉及实验动物使用的项目，应按照国家实验动物管理

有关要求，提供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