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2月8日，云南农业发展历程上
树起一块新里程碑——农业部为“云岭牛”颁
发了新品种证书。

“云岭牛”很牛，它是中国首个自主培育的
三元杂交肉牛新品种、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第
四个肉牛新品种、中国南方第一个自主培育的
肉牛新品种；“云岭牛”很牛，它适应温带、热带
亚热带环境，抗病、耐湿热、生长快，可生产出国
际最高标准的雪花牛肉，打破了高档牛肉主要
依赖日本和牛的技术壁垒；“云岭牛”很牛，凭借
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已吸引企业投入数十亿
元，潜心打造这支“牛市的潜力股”。

不过，这“牛”的背后，却是云南从实际出
发，专注培育优质特色畜禽新品种的31载科技
长征路；是近年云南农业发挥比较优势，打造以
丰富多样、生态环保、安全优质、四季飘香为特
征的高原特色农业的生动实践。

中国首个自主培育的三元杂交肉牛新品种中国首个自主培育的三元杂交肉牛新品种、、新中国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全国第四个肉第四个肉牛新牛新品种品种、、中国南方第一个自主培育的肉牛新品种中国南方第一个自主培育的肉牛新品种

云岭大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草原
和连片草场，或一眼弥望，或如绿毯铺
展于林间。

云南有万亩以上连片草场 1048

块，草原面积2.29亿亩居全国第7位。这
既是彩云南的一番别样景致，也是高原
牧业发展的广阔天地。如今，“云岭牛”
走进了这片天地，被寄予新的期待。1984年，当乘坐飞机对国人来说还

是件稀罕事的时候，一架白色大鹏载着中
国农业部门“特别邀请”的一批澳大利亚
莫累灰牛，从南半球的墨尔本展翅腾空，
跨越大洋，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

31年后的 2015年，昆明新空港长
水国际机场一派繁忙，飞机穿越云层的
轰鸣像雷声不时滚过近旁小哨乡阡陌
起伏的牧场。2月6日中午时分，云南省
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院长黄必志和他
的同事来到草场的牛舍内，一头头黑
色、黄色、灰色的牛从栏内伸出脖子摇
头晃脑，摆动大耳朵，向他们围过来。弯
腰拍拍一头大眼睛长睫毛的小牛的额
头，黄必志直起身四下望了望，指着后
排几头体型健硕、毛色黑亮、个头一致，
沉默地“摆着造型”的大公牛，对记者自

豪地说：“漂亮吧，这就是“云岭牛”的
种牛。它 1/4的血缘来自上世纪八十年
代从澳大利亚来到小哨的莫累灰牛。”

1982年，在赴 10余省市进行考察
之后，澳大利亚畜牧专家和中国外经贸
部国际局官员把小哨的这片牧场选作
中澳双方进行草场与牲畜改良合作的

“握手之地”。第二年由云南省人民政府
与澳大利亚国际发展援助局正式签署
项目谅解备忘录，成立了云南省肉牛和
牧草研究中心（2008 年更名为省草地
动物科学研究院）。

谁也想不到，这个始于改良本土黄
牛个体小、生长慢、产肉率低的想法，会
在随后遭遇的挫折中，从改良思路中一
跃而出，蜕变为一只闪耀创新光彩的美
丽蝴蝶。

一篇写了31载的牛故事
——“云岭牛”诞生记

一段高原牧歌的新传奇
——“云岭牛”探访记

从澳大利亚远道而来的 87头 9个
家系的莫累灰牛，同云南黄牛的“联
姻”产生了“莫云”杂群体。1985年，当
长相不一般的“莫云”出现在小哨草场
时，让附近农民吃了一惊:这黄牛长这
么大!“莫云”有了外国“血亲”的高大
健美，但没能从本地黄牛的亲缘中继
承两项重要素质——抗病性、适应性。
这在它的外国亲戚莫累灰牛身上也显
露无遗：不耐湿热，被中国南方的牛蜱
叮咬后，极易传染血液原虫病，发热、
高烧、死亡。到 1994年，引进的莫累灰
牛全部死亡。

问题出现后，中澳专家组提出引
进适应热带亚热带的瘤牛再改良。
1988年，项目组从广西引入婆罗门牛
冻精做三元杂交。令科学家兴奋不已
的是，十多个组合中有一个发病率低，
抗蜱能力提高。“从这个方向努力，可以
考虑创新选育南方优良品种。”

从此，代号 B（婆罗门牛）M（莫累

灰牛）Y（云南黄牛）的杂交牛群体像一
颗发光的火种，在科研工作者前面闪
耀。不过，直到中澳合作项目结束，它还
是这样忽明忽暗。为什么？

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的科研人
员给记者做了个科普：基因固定才能形
成新品种，其培育过程需要不断分离、
筛选。两个品种杂交会产生3种杂交表
现，三个品种杂交会产生 9种表现。当
这种几何式的组合变化与时间和生物
群体数量发生联系时，筛选与分离将是
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浩大工程。以牛为
例，一个杂交世代需要 5 年左右产生
500—600头基数，它们生长至配种、产
犊又要 3年，如此经历 5代(15年)才可
能固定一个品种的优良性状。之后，还
要用 5 年在不同地域杂交繁育至少
1500头群体进行综合测试。

从二元到三元，一个“B”字母的加
入，把云南引向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创新
之路，但其难度也前所未有。

目前，我省肉牛存栏量居全国第
3位，出栏量为第 7位，而产品产值为
11位。黄必志说，从数据可以看出，我
省肉牛产业处于产业链低端，提升我
省肉牛产业整体发展水平迫在眉睫。

为此，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依
托农业和科技部门，牵头成立“云南省
肉牛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整合科
研、养殖、加工力量共建平台，充分开
发推广“云岭牛”，已累计推广 100多
万头，覆盖云南普洱、德宏、大理、临
沧、曲靖、保山、楚雄、文山等8个州市
33个县。今年省农业厅计划在全省16
个州市全面推广养殖“云岭牛”。

随着繁育工作及推广工作的深入，
每年可提供特一级公牛200至300头，
冻精500万至800万剂，基本满足国内
和东南亚热带亚热带地区肉牛改良的
需要，推广应用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科技要转化为生产力，关键看产
业转化率，规模以上企业牵头才能成
为“云岭牛”产业发展的支柱。尽管“云
岭牛”还是个新鲜事物，可一批规模企
业已提前布局。

作为联盟成员之一，双友牧业第
一个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已建设完
成，30万头能繁母牛的牛源体系建设
是公司的发展核心。在政府引导下，公
司与农民建立合理的利益链互补机
制，效益反哺到养殖环节，促进肉牛产

业良性循环。农户以能繁母牛入社，缴
纳 200 元/头保证金，每年按 50 元/头
发放母牛红利；犊牛报价回收，按 300
元/头发放犊牛红利。公司为入社的母
牛提供冻精、统一防疫等服务，同时建
立溯源档案。

黄鑫向记者展示了一个叫RFID
耳标的东西，“它整合二维码溯源，里
面还有芯片，与养殖、屠宰环节的芯片
追溯管理系统以及物流标准化管理系
统衔接，真正构成了从田园到餐桌的
全产业链追溯体系。”他认为，抗病、适
应性强、肉质好的“云岭牛”具备了“特
色基础”，而规模化企业进入全产业
链，将以规范运作带动改善整个产业
生态，真正把高原特色农产品生态环
保、安全优质的要求落到实处。

不久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大改
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
干意见》，提出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
整。“其中就有加大对生猪、奶牛、肉牛
等的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力度，实施
畜禽良种工程，加快推进规模化、集约
化、标准化畜禽养殖，增强畜牧业竞争
力。”黄必志说，在他印象中这是此类
文件第一次具体提到“肉牛”。作为“云
岭牛”的研发和推广者之一，他期待在
农业提质增效的转型升级中，在高原
特色农业的喜人发展中，“云岭牛”能
有一番大作为。

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提供的资
料显示，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云岭牛”
有极强的耐热抗蜱能力。同时，能够适
应温带、热带亚热带气候环境，且在高
温、高湿环境中表现出较好的防治能
力和生长速度；耐粗饲，对体内外寄生
虫、肠毒血症等疾病有较强的抵抗力。

该研究院院长黄必志告诉记者，
在含婆罗门牛血缘 50%、莫累灰牛血
缘25%和云南黄牛血缘25%的组合中，
出现了让“云岭牛”拥有莫累灰牛高繁
殖、婆罗门牛耐热抗蜱和云南黄牛肉
质好及广泛适应性的优良特性。通过
杂交利用，“云岭牛”可以改善本地黄牛
的品质，为农民增收和普通肉牛养殖
企业打开一扇新的大门。而这才是它
对于云南农业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2月6日，禄丰彩云镇外的一面山
坡上，禄丰彩云印象现代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二期建设的标准化牛舍已接近
尾声。公司总经理李增洪告诉记者，
2010 年公司引入云岭牛冻精作为父
本，“第一批小牛犊诞生不久就惊喜地

发现，牛犊生长迅速而且耐粗饲料，边
长骨架边长肉，20至24个月就达到出
栏标准。我们从中看到了真正的商
机。”他给记者算笔账，养殖西门塔尔
牛利润在 1500 元/头，而“云岭牛”改
良肉牛则是3000元/头。

“养殖成本低，价钱好，牛好卖。”
彩云村村委会书记王成中一条条讲述
村民发展“云岭牛”杂交养殖的体会，

“一头成年西门塔尔牛一天的饲料可
以喂饱一大一小两头‘云岭牛’改良肉
牛。”“改良肉牛1岁时体重就有370公
斤能卖 9000 多元，西门塔尔牛仅有
150公斤左右。”待牛犊长到4个月（体
重 120公斤）后由彩云印象现代农业
开发公司按 42 元/公斤回收，每年出
售3头以上的，每年每头还有500元的
奖励金。“对公司来说这是双赢。发动
更多农户参与‘企业+基地+农户’的
经营模式，生产的规模效益才能显
现。”李增洪说，下一步要发展以种植
养殖为主的农业庄园，计划实现年出
栏6000头优质肉牛的规模。

看牛，也可以是件稀奇事。
立春刚过，马龙县马鸣乡还看不

到青青草场放牧牛羊的风景，但走进
云南马龙双友牧业有限公司的养殖区
却可看到另一幅有意思的画面。

在养殖观摩区，隔着玻璃幕墙，整
个标准化牛舍尽收眼底。栏内，数十头

“云岭牛”或卧或站在锯糠“软床”上，有
的还将身子凑到栏边的按摩棒下碰蹭，
一副安逸的样子。“按生产要求，它们还
能听音乐、喝啤酒。”公司总经理黄鑫说，
舒缓的音乐可以让牛改善身体机能，加
酒糟的精料能增加营养、改善肉质。

高档肉牛，没错。在肌肉丰厚、体
躯宽深、蹄质结实的健美身材下，有着
莫累灰牛血缘的“云岭牛”，经过试验，
在 2009年成功具备高档雪花牛肉的
生产能力。参照被公认为世界最好肉
牛——日本和牛的牛肉分割定级标准
A5（最高）、A4、A3、A2、A，“云岭牛”
70%的肉品质达到“A3”的中等以上等
级，可以看见大理石和雪花纹状分布。

但这只看到了热闹。在国内规模

化养殖企业多使用日本和牛冻精以生
产高档肉牛的状况下，“云岭牛”能产

“雪花牛肉”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追随市
场价格获利，而在于以完全属于云南
的品种资源和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
中国南方没有生产高档“雪花牛肉”的
专门化品种的空白，突破了高档牛肉
依赖日本和牛的技术壁垒。

黄鑫说，公司正是看到这一点，在
调整产业结构时，决定投资 20亿元，
从钢铁产业扩展到“云岭牛”产业，预
计 2018年以后，每年提供牛肉 3.5万
吨及相关衍生产品，实现产值70亿元
以上。他认为，“云岭牛”是企业最重要
的资源，“拥有自主的品种，技术不受
制于人，这对于立志于做大做强的企
业来说，才是化解风险，实现长久发展
的可靠支撑。”

采访中，黄鑫接了一个电话，得
知有 3个“云岭牛”商标在 2月 4日成
功注册，至此，公司共注册“云岭牛”
商标 38 个。“我们就是认定这头牛
了。”他说。

1984年，一批澳大利亚莫累灰牛来到昆明。

1985年，从澳大利亚远道而来的莫累灰牛，同
云南黄牛的“联姻”产生的“莫云”出现在小哨草场。

1988年，项目组从广西引入婆罗门牛冻精做
三元杂交，迈出试探性一步。

代号B（婆罗门牛）M（莫累灰牛）Y（云南黄牛）
的杂交牛群体像一颗发光的火种，在科研工作者前
面闪耀。

2013年11月，省农业厅向国家畜禽遗传资
源委员会提交肉牛新品种审定申请。

2014年4月23—25日，国家品种资
源委员会牛、马、驼审定委员会对“云岭牛”进行了
现场审定。

2014年10月27日，农业部组织全国畜
禽资源委员会专家在北京召开国家新品种（配套
系）终审，“云岭牛”通过审定，随后公示20天。

2014年12月8日，农业部为“云岭牛”颁
发了新品种证书，编号：农02新品种证字第7号。

“最难的是什么？”
不同时间、地点，黄必志和该院肉

牛研究所所长金显栋不约而同给出了
一个技术之外的答案：“坚持。”

科学没有捷径。“云岭牛”的“创新基
因”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严谨观
察、测量、筛选、分析、改良中从量变走到
质变。从刚毕业的大学生到如今的科技
骨干，金显栋用18年时光陪伴“云岭牛”
诞生，他记得所里1000多头“云岭牛”固
定时间段的体检，同事们需要严谨认真
地一一完成，不容有差错；记得几任老所
长退休、调职后依旧对云岭牛项目牵挂。
项目审定后，所里没有激动狂欢，每天的
数据记录、分析依旧在进行。

先后有80余名云南畜牧科研人员
坚守在培育“一头牛”的漫长等待中，
31年中参与培育工作的科技人员有千
余人，单位有 28家。“历经整整三代科
学家”，记者在科研工作者口中听到了
一个关于 30 余年时光的极有分量的
注解。

而从开始只想着种牧草的年轻技术
员到带领团队攻关“云岭牛”的研究院院
长，黄必志在30年里完成了研究方向与
职业定位的巨大转变。在他看来，云岭牛
诞生之路同样变化巨大。从上世纪八十年
代初以国外品种和技术为蓝本的单向引
进，到莫累灰牛“水土不服”引发的三元杂
交，云南越来越清晰地选择立足本地、优
势互补的科技融合创新之路。在前期中澳
合作项目奠定的基础上，我省不断探索，
通过“云岭牛”项目建立健全优质肉牛的
创新培育机制，最终在云南经济转型升级
的新阶段，与高原特色农业产生对接。

“云岭牛”有持续的动力。从“八五”
至“十二五”，历届省委、省政府都给予
高度关注，我省农业和科技部门倾斜投
入，建设并完备了科研基础设施设备，
而“云南省肉牛杂交优势利用和配套技
术研究”“云南省热带亚热带肉牛新品
系（种）选育研究”“云南省BMY肉牛产
业化重大专项”等数十个项目累计投入

超过2亿元，在一个个研发节点给予有
力支撑。

“云岭牛”真正实现了产研对接。由
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牵头成立“云南
省肉牛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打通
了科研、生产、加工、销售全链，以开发
反哺研发，加速了BMY牛繁殖及改良
的示范推广工作。目前，有30多家畜牧
企业围绕“云岭牛”开展相关生产。

“云岭牛”引导了规范建设和科技
创新。培育过程中，围绕肉牛选育和养
殖，我省制订地方标准12个，登记国家
牧草品种 11个，拥有 32项发明和相关
专利。

方向正确、持之以恒、创新实践，使
我省在肉牛新品种选育方面走在全国
前列。1996年BMY牛群体进入横交选
育阶段，建立核心群、扩繁群、改良群三
位一体的育种体系。横交选育五代后，
基本形成新品种。

2013年 11月，省农业厅向国家畜
禽遗传资源委员会提交肉牛新品种审
定申请；2014年4月23日至25日，国家
品种资源委员会牛、马、驼审定委员会
通过了“云岭牛”现场审定，报送到农业
部国家品种资源委员会；2014年 10月
27日，农业部在北京召开国家新品种
（配套系）终审，“云岭牛”通过审定；经
公示，2014年 12月 8日，农业部为“云
岭牛”颁发了新品种证书，编号：农 02
新品种证字第7号。

BMY牛——育种技术路线

M( )×Y( )

B( )×MY( )

BMY

横交选育

扩繁

BMY牛新品种
B:Brahman 婆罗门牛

M:Murray Grey 莫累灰牛

Y:Yunnan Yellow cattle 云南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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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就携手合作的价值之路

开启富民增收的价值之门

抓住自主创新的价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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