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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授精技术在云南肉牛和水牛改良中的应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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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授精技术是迄今为止应用最广泛并最有成效的繁殖技术。本文从人工授精技术在云南肉牛和水牛改良中应

用推广过程、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展望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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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授精(Artificial Insemination, AI)被称为动物繁殖技术的一次革命。它是迄今为止应用最广泛并最

有成效的繁殖技术。在我国，牛人工授精技术是在解放后发展起来的。首先在北京双桥农场进行，1956

年以后在国内逐步推广、普及。由于人工授精具有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优秀公牛的配种效率等优点，因而

发展较快。据于德洪报道，到 1982 年，全国约 64 万头奶牛人工授精[1]。从全国范围而言，肉牛人工授

精技术推广较晚于奶牛。人工授精技术的应用大致经历了输精方法由最初的开膣器阴道输精法(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直肠把握输精法(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精液剂型由鲜精(20 世纪 50 年代)到颗粒冻精(20 世

纪 60 年代)再到细管冻精(20 世纪 70 年代)的过程。 

云南省肉牛改良工作起步较晚，始于 1976 年[2]，当时主要在昭通、会泽、南涧等 6 个县市进行，品

种以海福特牛、短角牛等为主，冻精以颗粒冻精为主，输精以开膣器辅助子宫颈内输精为主。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产业结构特别是畜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政府加大了对养牛业投入力

度，先后从国外引进了 352 头肉种牛，并从法国进口了先进的冷冻精液生产设备，生产细管冷冻精液，

并开始向全省示范推广，标志着规模化肉牛杂交改良的开始。 

1  人工授精技术在云南黄牛改良中的应用 

云南黄牛是长期在不同地区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下选择形成的。从而形成了多种类群，其典型的代

表类群有文山黄牛、昭通黄牛和迪庆黄牛。由于立体气候，特别是山区多，云南黄牛数量多，分布广，

但体型小，生长速度慢，个体产肉率低，群体生产水平不高。云南黄牛生产性能还有潜力，通过选育、

杂交，改善饲养管理等技术可以加大体形、提高各项生产性能[3]。杂交是提高其产肉性能的有效途径之

一。 

2003 年底，全省已建成牛冻精改良站(点)1006 个，覆盖全省 16 个地州市的近百个县市，已初步形

成全省肉牛繁育网络。2000 年用冻精配种数达 10.1 万头，约为 1996 年的 2 倍[2]。仅文山州从 1996 年至

2005 年建立的冻改良点就达 300 多个，人工授精 19.6 万多头，受胎率达 70%，产杂交牛 6 万多头，农

民增收 2 亿多元[4]。云南省黄牛存栏 600 万头，2007 年云南黄牛冻精改良母牛数达 38.3 万头，受胎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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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头，受胎率 72.3%，产犊 21.1 万头[5]。 

短角牛与云南滇东南地区黄牛杂交F1代牛的初生、6、12、18、24 月龄的平均体重分别比云南黄牛

提高 74.76%、41.37%、57.05%、36.76%和 49.32%，显著高于本地黄牛[6]。西门塔尔与云南本地黄牛杂

交F1代牛的初生、6、12、24 月龄的体重分别比本地牛高 82%、18%、69%、50%和 78%[7]。在相近的饲

养管理条件下，杂交牛生长发育快。36 月龄西本杂牛的屠宰率和净肉率分别为 510%和 36.6%，高档肉

产率和优质肉产率分别为 937%和 28.63%。表明西本杂牛的商业分割高档肉及优质肉产率较高[8]。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来热带亚热带肉牛婆罗门牛( Brahman)和BMY牛[1/2 婆罗门(Brahman)·1/4 莫

累灰(Murray Grey)·1/4 云南黄牛(Yunnan yellow cattle) ]冷冻精液已在云南省西南或南部(如德宏、楚雄、

巍山、临沧等)地区应用，并取得良好的改良效果。由于杂交后代具有生产发育快，适应性强等优点，深

受广大养殖户的欢迎，改良数量也在逐年增加。

2  人工授精技术在水牛改良中的应用 

云南是我国水牛主产区之一，不仅存栏位居全国第二位，而且在全国水牛品种(类群)中，云南就有

德宏水牛、滇东南水牛、盐津水牛和槟榔江水牛 4 个，是我国发展水牛产业的宝贵遗传资源。 

由于云南省具有独特的气候生态环境和地理区位，大部分地区均有水牛分布。云南水牛具有体质结

实，役力和抗病力强，耐粗饲等特点。作为役用或役肉型品种，在耕作、运输、提供有机肥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水牛的役用用途越来越小。加之人们对水牛肉奶食品营养价

值认知程度的提高以及饮食消费结构的改变和市场的推动，近几年来，我国加快了水牛杂交改良步伐，

水牛生产逐渐从传统的役用型向肉乳兼用和乳用型方向发展，水牛奶业前景看好。 

我国水牛杂交改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在多个省区开展，但由于资金不足等多种原因，只有广西和

云南的少数县区坚持下来。真正意义上的水牛改良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利用摩拉和尼里拉菲水

牛冻精，通过人工授精对本地牛进行杂交改良。特别是 1997 年“中国—欧盟水牛开发项目”在德宏州的

实施，极大地推动了人工授精技术在水牛杂交改良中的应用进程。2006 年全省水牛改良数突破 10 万头，

达 12.10 万头；2007 年人工授精头数达 14.2 万头，受胎 7.5 万头，受胎率 52.8%，产犊 5.5 万头[5]，自

1997 年以来累计冻精改良 56.80 万头[9]，发展势头良好。水牛杂交改良区以德宏、大理、文山、保山、

红河等地为代表。德宏州 1997～2002 年累计开展水牛人工授精 9911 头，产杂交水牛 4425 头；至 2007

年，累计改良配种 4.76 万头，产杂交水牛 1.73 万头，奶水牛存栏数达 6223 头，投产 964 头，产奶 1175t[10]。

红河州 2007 年水牛存栏 493619 头，其中能繁母水牛 140641 头；现有 56 个冻精改良点，共杂交改良水

牛 12282 头，受胎率 54.91%，产水牛犊 5828 头[11]。可见，近几年来水牛改良力度大，见效快。 

10 多年来，由于各级政府的重视支持以及成百上千技术人员、生产者的共同努力，通过应用人工授

精技术，水牛杂交效果明显，在农村经济发展和向社会提供优质乳肉食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表

明，杂交水牛第一胎平均产奶天数为 246.80d，平均产奶量 1548.60kg，泌乳高峰出现在产后 14～30d[12]。

在偏低营养水平下，摩本杂F1水牛的平均泌乳天数为 407.19d，产奶量 1313.97kg；摩本杂F2水牛的平均

泌乳天数为 465.63d，泌乳量为 1756.42kg；摩本杂F1水牛奶的乳脂率为 8.51%、乳蛋白率 4.67%，乳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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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13]。摩本杂F1在放牧条件下第一胎 305d的平均产奶量达 2015.38kg[14]。杂交水牛在现有的饲养条

件下，按每头年均产奶 1300kg，4 元/kg计算，年可收入 5200 元以上[15]。尼本杂和德宏水牛的屠宰率分

别是 62.78%和 58.26%，净肉率分别是 54.93%和 48.96%。通过尼里、摩拉水牛与德宏水牛杂交后显著提

高了德宏水牛的屠宰性能，而且尼里水牛比摩拉水牛的杂交效果好[16]。 

目前水牛受胎率偏低，制约了水牛繁殖率的提高。其影响因素包括了水牛本身的生物学特性、营养

水平、人工授精、季节、发情鉴定、母水牛年龄与胎次、卵泡发育程度等。刘红文[17]报道，初产与经产

母水牛的受胎率差异不显著；子宫颈开口较大，输精枪容易插入的受胎率极显著高于难以插入的；卵泡

触感破裂或波动明显，一触即破之感的受胎率最高；摩本杂交F1代的受胎高于本地水牛，春季高于其它

季节。输精员的技术熟练程度对受胎率影响较大。提示通过科学的饲养管理和繁殖管理，提高水牛繁殖

率的潜力较大。 

云南省有着丰富的水牛品种资源，但繁殖率低，种群生产性能低，急需应用先进的繁殖技术对其进

行改良。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率先在云南省开展了水牛同期发情、超数排卵及胚胎移植试验研究，

超排后成功获可用胚胎，并进行了移植[18]，为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2008 年云南省畜牧兽医科

学研究院等单位在德宏已成功获得胚胎移植水牛犊，这标志着水牛繁殖技术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3  珍稀牛种－大额牛冷冻精液制作及其在杂交中的应用研究 

大额牛是我国半野生珍稀牛种。大额牛公牛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用电刺激法和假阴道法对大额牛进行

采精，并成功制作细管冷冻精液。虽然大额牛的射精量(4.92mL)极显著低于婆罗门、西门塔尔牛和荷斯

坦牛；但其精子密度(16.79×108个/mL)极显著高于婆罗门、西门塔尔牛和荷斯坦牛；原精活力和冻精活

力分别为0.63和0.37，与上述三个品种均无差异[19～20]。大额牛采精及其精液超低温冷冻保存的成功为其

精子库建立提供了技术保障，同时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必要材料。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致力于大

额牛的扩繁保护与杂交利用方面的研究工作。大额牛冻精在瘤牛超排中应用研究获得发育良好的胚胎，

2006年首例通过人工授精的大额牛与瘤牛种间杂交F1牛犊诞生[21]，目前已获批量杂交后代，F1代适应性

强，生长发育快，展示了良好的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前景[22]。 

4  建议与展望 

 “黄牛一改，增收一千块；水牛改一改，增收两千块”，“家有一头杂交牛，小孩上学不用愁”[23]等

顺口溜充分反映新时期牛杂交改良工作在农民经济生活和农村脱贫致富中的重要性。然而，牛人工授精

技术的示范推广是一项涉及面广、技术性强、工作难度大的工作。基层牛冻精改良站(点)直接承担面向

农户的技术服务，其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直接关系到实现冻精改良的受配率、受胎率、产犊率及犊牛的

成活率等技术经济指标。因此，在各级政府不懈支持的前提下，关注新时期的基层牛冻精改良站(点)的

工作特点，改善其工作条件，制定激励机制以及加大技术培训，稳定和壮大技术队伍是保证牛改良工作

持续、有效开展的重要措施。 

生殖生物技术（如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和低温冷冻技术的发展为遗传物质—生物个体及其种质资

源的保存，特别是珍稀动物的迁地保护提供了希望，被称为濒危类的“诺亚方舟”[24]。人工授精、胚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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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体外受精和性别控制被认为是家畜育种和畜牧业生产所利用繁殖新技术的四大法宝[25]，进一步加大

人工授精技术推广力度，开发应用胚胎移植技术，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优秀种公牛的利用率，充分挖掘母

牛的繁殖潜力，实现肉牛和水牛增殖、高效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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