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迎来农历辛丑牛年。对中华民族

来说，牛是刻苦、踏实、坚韧的象征，深受中国

人民喜爱。牛，经历了怎样的起源和驯化过

程？中国现有哪些牛品种？让我们一起一探

究竟。

牛在动物分类学中的地位

牛在动物分类学上属反刍亚目、牛亚科

的牛属和水牛属。

在牛属中包括7个牛种：

普通牛：涵盖了世界上各种奶牛、肉牛、

兼用牛品种和我国大多数的黄牛品种。

瘤牛：包括印度瘤牛、非洲瘤牛、美国婆

罗门牛等。

牦牛:主要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及部分

中亚高原。

爪哇牛：分布在印度尼西亚诸岛，英语

称其为班腾牛。

牛。

大额牛：主要分布于亚洲南部。

野牛。

追溯这些牛种的原祖，除欧洲野牛、亚

洲野牛和野牦牛外，其他原祖牛种均已被驯

化的后代所替代。

在水牛属中的水牛种，又分为亚洲水牛

和非洲水牛，二者间不能相互繁殖。亚洲水

牛又划分为河流型和沼泽型，两种类型水牛

染色体对数不同，但可相互繁殖，故一些学

者认为两种类型来源于同一野生祖先。非

洲水牛至今仍处在野生状态。

牛的起源与驯化

最早牛类约1800万年前出现，随着环境

变化，草原不断扩展，牛科动物不断繁盛，至今

已发现的牛科动物有137个现生种和300多

个化石种。中国黄牛的祖先——原牛的化石

材料，也在南北许多地方发现，如大同博物馆

陈列的原牛头骨，经鉴定已有7万年。

普通牛早在8000年前就在西亚和中国被

驯化。我们通常说的役用黄牛、奶牛、肉牛等都

属于普通牛的范畴，与人类生存与发展息息相

关。我国现有普通牛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和引进

品种80个，饲养规模约8000万头，在发展我国

现代养牛业，改善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和帮助广大

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瘤牛原产于印度，也是在全世界饲养数量

较多的牛种，因在鬐甲部有一肌肉组织隆起似

瘤而得名，是热带地区的特有牛种。我国于

20世纪40年代引入少量瘤牛品种（如辛地红

牛、婆罗门牛），我国许多地方黄牛品种均含有

瘤牛的血统，特别是婆罗门瘤牛引进我国后，

参与了云岭牛等品种的培育，对改善南方普通

牛的抗寄生虫病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水牛是我国南方地区的重要畜种。据史

料记载，中国水牛经过驯化选育和饲养管理

已有7000年之久，水牛主要作为中国南方水

稻地区农业生产中的传统役用活畜。据

FAO 统计，2018 年我国水牛存栏数约为

2300万头，位居世界第三位。

牦牛起源于我国，是一个古老而原始的

牛种，主要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和部分中亚

高原，我国牦牛数量占世界总数量的85%以

上，是藏区牧民生产肉、奶、皮、毛等生活必需

品和重要经济收入来源。

大额牛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贡山县

独龙江流域一带，又称独龙牛，是独龙江流域

独龙族人民将野生大额牛长期驯养和自然选

择形成的。其觅食能力强，常活动于海拔

2000米上下的高山草丛和林地，是一个适应

性和抗逆性较强、适宜高山峡谷陡坡环境生

存发展的珍稀牛种资源。

中国现有哪些牛品种

最近发布的《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

（2021版）》包括了普通牛、瘤牛、水牛、牦牛、

大额牛等132个牛品种，其中普通牛地方品种

55种，培育品种10种，引入品种15种；瘤牛引

入品种1种；水牛地方品种27种，引入品种3

种；牦牛地方品种18种，培育品种2种；大额牛

地方品种1种。 （畜总）

曷牛

年年

牛牛说说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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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滩涂提质增效型生态养殖模式

根据黄河滩涂的地理特殊性，结合池塘与

生态湖特点，通过在池塘架设生物浮床，在生

态沟、生态湖种植水生植物，在2万亩养殖小区

建立完整的从池塘经由生态沟渠最终进入生

态湖的循环水养殖系统，“池塘+生态沟渠+生

态湖”循环水养殖系统有效运行，实现2万亩养

殖小区养殖尾水循环利用和零排放，综合增效

20%以上，节水减排30%以上，减少氮磷等物

质排放10%以上，形成生态化养殖生产环境。

按每年生产3万吨鱼计算，每年可至少减

排总氮13.2吨、总磷0.23吨、COD（化学需氧

量）123吨，节水30%。同时提高了鱼肉品质，

共生的水生蔬菜鲜嫩可口，可做草鱼饲料，养

殖小区水质和水产品分别达到绿色农产品产

地和产品要求。

该模式成为黄河滩涂开展生态养殖的典

型模式，在河南省乃至我国中部地区池塘生态

健康养殖模式的发展中起标杆及引领示范作

用。2020年，该模式经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推荐给联合国粮农组织。

小水体底排污循环模式

该模式是将池塘分割为70%左右的养殖

区和30%的水处理区。养殖区为4口具有底

排污设施的池塘，水处理区为“潜流湿地”结

构。每个养殖池上口大小为45米×45米，

池深 2.5 米，坡比 1.75∶1，圆锥形底，底部锥

形池上口35米，深2米。排污口设置在圆锥

形底中央，通过管道通向水处理区集污池，

经固液分离，固体有机沉淀物作为有机肥用

于种植农作物，上清液流入潜流湿地、生态

渠或进入池塘循环再利用，形成一个良性循

环系统。

在养殖过程中，综合应用强增氧、原位水

净化、多营养层级、精准投喂、健康护理、无抗、

尾水循环处理等技术，达到清洁池塘及让鱼类

在舒适的水环境中健康生长的目的。

与传统池塘相比，池塘底排污系统可以为

鱼类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可使亩平均产量提

高20%，饲料利用率提高3%~5%，成本折旧降

低15%~20%，实现减少药物和水电使用量，实

现节能减排、提质增效和生态保护。这一模式

的示范应用，将革新水产养殖模式，适宜在全

省范围推广。

水库生态渔业增养殖模式

该技术模式被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列为

2020年农业主推技术之一。该技术模式是在

大型水库生物和环境本底调查基础上，人工调

整水域鱼类等生物组成结构，稳定和优化水库

生态系统，定期全面监测水域生态系统，并进

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调整优化措施，进而

促进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和渔业效益。目前

该技术模式已在全省80%以上大型水库中推

广应用。

“3116”工厂化循环水处理模式

该技术模式能够有效地去除水体中多余

的有机物，具有能耗低、易操作的特点，是工厂

化养殖水处理技术的革新和工艺的补充。“3”

即三级沉淀池代替微滤机，第一个“1”即增加

一个厌氧池反硝化反应（或兼性生化处理池），

第二个“1”即设置一个好氧生化池硝化反应，

“6”即使用6大水处理技术处理尾水中的有害

物质。该项技术模式在我省现有工厂化养殖

水处理系统中已成为主流技术，应用有率达

90%以上。

稻渔综合种养“繁养分离、秋苗繁
育”技术模式

繁养分离是将稻田分为繁殖田和养殖田，

繁殖田中繁育的虾苗在春节后放入养殖田，放

多少捕多少，避免种质退化，提高养殖效益。

受气候限制，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是小龙虾

供应的空白期，4~5月产量较低，价格较高，

一直到6月才进入供应高峰期，随之小龙虾价

格急剧下降，整个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我省信

阳地区降水充沛、日照充足、雨热同季，小龙

虾越冬期短，采用此种模式可以实现秋季繁

育，次年5月前产出大规格成虾，恰好可弥补

小龙虾产业发展中集中上市价格波动大这一

短板。

在信阳市浉河区吴家店镇，有这样一个传

奇的“鹅倌”——2017年之前，他还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脱贫之星”和

“致富带头人”，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鹅倌”。

新春时节，走进吴家店镇河头村，未见“鹅

倌”，先闻鹅鸣。闻讯赶来的“鹅倌”汪存良自

豪地说：“这些鹅都已经被客户订走了啊！不

愁卖！”

汪存良是吴家店镇河头村上旱泥组的村

民。2010年，他从广州务工回家后，开始了务

农生活。2014年，由于收入低，汪存良被确定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经过短短3年的养鹅历

程，他率先富裕了起来，并于2017年顺利脱

贫。

“听说我有养鹅的打算以后，村里给我出

招并提供了很多技术上的支持，帮扶单位也通

过企业捐赠、小额贷款等多种形式对我进行了

扶持。”汪存良笑着说，“2020年年底，我去信用

社偿还5万元的扶贫贷款时，却被告知‘脱贫不

脱政策’，贷款还可以再续贷2年哩！”

有了技术和资金，汪存良的“鹅生意”逐渐

风生水起。“从2018年11月贷款下来以后，我

有了启动资金，想法就可以变现了。2019年，

我养鹅的纯利润就达到了7万元。后来受市场

等因素的影响，我从今年开始做起了鹅的深加

工。别看这小小的鹅，全身可都是宝！”汪存良

介绍道。

从鹅肠、鹅毛等鹅产品，到褪毛整只的白

条鹅，汪存良和市区的火锅店、餐馆有了稳定

供货合作，销售渠道也慢慢地打开了。“安徽的

老板老早就给我打电话预订，说近期就要来拉

鹅毛。晒干的鹅毛能卖到35块钱一斤呢！”汪

存良说。

“如今，汪存良被评为‘脱贫之星’和‘致富

带头人’，村里还把他当作入党积极分子和后备

干部在培养。”河头村驻村第一书记武强说。

“下一步，我想在做大产业的同时，也带动

周边的困难村民一起增收致富。”提起身份的

转变，汪存良略显羞涩。

据了解，浉河区把发展产业作为脱贫攻坚

的重要内容，按照产业扶持精准到户到人的要

求，制订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强化龙头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和产业大户带动，因地制宜发展

“1+N”产业，特色茶产业、“多彩田园”、村级集体

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困难群众就业增收渠道明

显增多，实现了大产业增收全覆盖、小项目增收

精准到户。2016年至2020年，该区累计投入产

业扶持资金1.247亿元，实施产业发展项目394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覆盖率达100%。

“乡村有了他们这些能人，乡村的活力就

慢慢显现出来了！”浉河区吴家店镇宣传委员

李德斌说。 （董勇徐铭）

近期，双汇发展已完成近70亿元定增募资，并将其主

要投资于养殖业务建设和生产技术升级。

双汇发展本次定增主要面向养殖板块发力，目前，双

汇发展屠宰业务、肉制品业务处于国内领军地位，但与屠

宰和肉制品的原料需求相比，其畜禽养殖业务存在较大差

距。

当前，“集中屠宰、品牌经营、冷链流通、冷鲜上市”的

屠宰行业发展方向对生猪屠宰现代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

求。因此，双汇发展本次定增的另一发力点在于技术升

级。 （本报综合）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2月22日国

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新增的生猪产能陆续

兑现为猪肉产量，猪肉市场供应最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后

期供需关系将会越来越宽松。

唐仁健表示，从去年开始，农业农村部就采取了多项措

施来支持恢复生猪的产能，稳定生猪生产和市场供应。按

原来的计划，去年年底生猪存栏要恢复到正常年景，也就是

2017年水平的80%，截至去年年底，已经恢复到92%以上，

超过预期12个百分点。

下一步，随着新增的生猪产能陆续兑现为猪肉产量，猪

肉市场供应最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后期供需关系将会越

来越宽松。预计今年一季度，也就是3月份前后，将比上年

同期增长四成左右。到二季度也就是6月份前后，生猪存

栏可以恢复到2017年正常年景的水平。下半年，生猪出栏

和猪肉供应将逐步恢复到正常年景水平。

唐仁健指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

要求保护生猪基础产能，健全生猪产业平稳有序发展长效

机制。所以，既要立足当前抓恢复，同时也要着眼长远稳生

产。 （钟欣）

牛年已来临，我国的牛肉市场在2021年会怎么样呢？

2020年我国肉类市场整体上涨，这都源于非洲猪瘟导

致猪肉供应紧缺，致使所以肉类都跟着大幅上涨，牛肉也不

例外。但是牛肉一直非常稳定，涨幅也算合理。

对于2021年的牛肉及牛的市场行情应充满信心。牛

的繁殖周期一直都是牛大规模快速繁殖的瓶颈，所以牛肉

及牛的市场行情一旦涨起来，大幅掉价的可能很小，即使掉

价也是在合理范围之内，不会出现断崖式暴跌。我国的基

础母牛的保有量也不是很稳定，每年都在小幅的减少，这也

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基础母牛的减少，就意味着每年投放

市场的牛犊也会减少，这也是托底牛价的一个重要因素。

外部原因也可能导致国内牛肉及牛的市场行情不稳

定。在国内牛肉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国家不得不大量进口

牛肉及活牛，可是平均到我国这么庞大的市场上，可以说是

杯水车薪，主要还得依靠国内的活牛和牛产品供应，这也是

国家战略调整的一个重头戏，大力发展国内养牛业，才是保

障我国牛肉自给自足的最好策略。

2021年养牛依然看好，只要坚定信心，大踏步向前走，

未来养牛业的发展必定会给养牛人最好的回报，最终实现

我国牛肉自给自足。 （卓然）

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

创新五种典型技术模式 助推渔业绿色发展
□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冯建新

农业农村部部长：

生猪供应最紧张时期已过去
下半年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

今年肉牛行情依然看好

科学家探明DNA甲基化如何调控猪肉性状

“鹅倌”致富记

看看我国都有哪些牛品种？

生物立体浮床

信息速览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猪基

因组设计育种创新团队揭示了DNA甲基化调控猪产肉性

状形成的分子机制。该研究不仅对动物品种改良具有价

值，也为人类肌肉相关疾病研究提供了宝贵信息。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猪养殖和猪肉消费国，培育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性状优良的种猪是保障我国生猪养殖业

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而揭示性状形成的遗传机制是品

种改良的基础。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肉类（含杂碎）累计

进口991万吨，同比增加60.4%。其中，猪肉进口量439.22

万吨，同比增加108.34%。

伴随猪肉进口量创下历史新高，牛肉进口量在2018年

首次超过 100万吨，到 2019年激增到 165.9 万吨，再到

2020年增长到211.83万吨，短短三年间，牛肉进口量已然

翻番。此外，进口牛肉量占国内牛肉供应量的比重，2018

年为16.1%，2019年为24.9%，2020年为31.5%。

经国务院批准，近日调整后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名录》（以下简称《名录》）正式向公众发布。调整后的《名

录》，共列入野生动物980种和8类，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234种和1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46种和7类。

据介绍，新《名录》新增517种（类）野生动物，将豺、长

江江豚等65种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升为国家一级，将

熊猴、北山羊、蟒蛇3种野生动物因种群稳定、分布较广由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调整为国家二级。

去年猪肉牛肉进口均创历史新高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正式公布

双汇定增募资近70亿元发力养殖板块与技术升级

市场风向

核心提示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
央关于推进水产绿色健
康养殖的重要部署，推进
我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和高质量发展，河南省水
产科学研究院以优质水
产品专项、国家大宗淡水
鱼产业技术体系郑州综
合试验站、河南省大宗淡
水鱼产业技术体系等项
目为支撑，联合河南省农
业科学院等单位，加强团
结协作，成立了由鱼类育
种、淡水鱼养殖、水产病
害防控、资源环境控制、
水稻栽培等多领域专家
组成的专家团。

在池塘养殖、大水面
生态渔业和稻渔综合种
养方面，通过区域化布
局，专家团集成创新了5
种典型的技术模式，其中
1 种经由中科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推荐给联合国
粮农组织，1种由河南省
农业农村厅列入 2020
年河南农业主推技术。

▲瘤牛▲大额牛 ▲普通牛

牦牛 水牛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