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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親繁殖

2

為甚麼
近親繁殖是
一個難題? 

甚麼是
近親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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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親繁殖是一個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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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牛的現況近親係數 未來的預測近親係數



經濟衝擊
在一個流動的市場，奶牛的近親繁殖率每上升1%，註冊的荷斯坦奶牛群體（更
完整的系譜）在奶牛的整個生命周期内遭受的相對淨收益（經機會成本調整）預
估損失達24美元=744新台幣。

2015年數值:

美金 $35=1100新台幣

英鎊£24

歐元 €31

日圓¥3850
*L.A. Smith 等人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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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親繁殖缺陷導致的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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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近親繁殖缺陷每上升1%

首次產犢的年齡 +.36年 +4.32個月

使用年限 (PL) -13 days -13天

终生產奶量 –磅 -790 磅 -358公斤

终生乳脂產量 –磅 -29 磅 -13公斤

终生乳蛋白產量 –磅 -25 磅 -11公斤

首個泌乳期產奶量 –磅 -82 磅 -37公斤



所有奶牛生來平等嗎? 

奶牛B –高 % 近親繁殖奶牛A –低 % 近親繁殖
終生性能表現的損失

牛奶總產量(磅/公斤)    -9877       -4480

脂肪總產量 -364        -165

蛋白質總產量 -315        -143

使用年限(PL) -163(天)

净收益损失 -$437 -€387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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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生性能表現的損失

牛奶總產量(磅/公斤)    -4938     -2240

脂肪總產量 -183         -83

蛋白質總產量 -159         -72

使用年限(PL) -82(天)

净收益損失 -$219 -€19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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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頭泌乳牛A牧場 vs

100頭泌乳牛B牧場

牛奶總產量(磅/公斤) +493,900  +224,000

脂肪總產量 +18,100            +8,300

蛋白質總產量 +15,600            +7,200

使用年限(PL) +8,200 (天)

淨收益(NM) +$21,900 

+€19,400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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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利來自乳牛基因躍進

YODER*SUPERSIRE*MAN O MAN



獲利來自乳牛基因躍進

YODER*SUPERSIRE*MAN O MAN

MAN O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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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S基因樹-計算近親交配系數

範例 –乳牛9276

使用七代GMS家族系譜

核查父系親畜和母系親畜

(知道媽媽的爸爸是誰!)

11ABS基因管理系統GMS 2.0幫您做好育種
獲利來自乳牛基因躍進



12

乳牛9276



GMS基因樹-計算近親交配係數

範例 –乳牛9276

使用七代GMS家族系譜

核查父系親畜和母系親畜

(知道媽媽的爸爸是誰!)

(也知道媽媽的媽媽的爸爸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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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牛9276



我們從中學習借鏡到甚麼?

• 同一頭女(母)牛或公牛所計算出的近親繁殖係數
可能不同，因為這取決於計算中所使用的家族系
譜廣度&深度。

• 針對一頭乳牛計算近親繁殖率和在你的選配計畫
中設法管控整個牛群的近親繁殖是兩碼子事。

• 重要的是，你要有一套近親繁殖管理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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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管理系統(GMS)能將一群服役種公牛的近親繁殖率降至最低。

• 從現在開始，我們需要與客户攜手合作定義一個牧場的目標，並在
遺傳基因優化和管控近親繁殖兩方面達到最理想的平衡。

• 近親繁殖並不總是壞事。受歡迎的遺傳基因變得流行起来，是因為
它們具備值得推廣的理想性狀。

• 憑藉基因管理系统的帮助，我們可以在客户的乳牛群體中監控和消
除近親繁殖的高峰。我們的策略是，增加遺傳基因優化的進展，同
時確保近親繁殖率處於可管控的水平，以利於將来的交配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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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中學習借鏡到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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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單譜染色體

?

什麼是
隱性不良基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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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性不良基因

• 牛軟骨發育不全

• 牛白血球黏附缺陷病 -

BLAD

• 脊椎畸形綜合症-CVM

• 侏儒症

• 尿苷磷酸鹽合成酶缺乏症

• 先天性稀毛症

• 先天性缺皮症

• 短脊椎綜合症 - BY

• 牛軟腿病

• 騾蹄

• 延期妊娠

• 先天性卟啉代謝症(紅齒症)

• 陰道緊窄

• 脊椎肌肉萎縮

• 後肢輕癱、共濟失調、

性腺萎縮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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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的系統才能為您除掉不良基因?



帶原的雜合型頻率分別為8.56%和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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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脊椎綜合症(BY)



繁殖力單譜基因 (Haplotypes)

膽固醇缺乏單譜基因（H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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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種 單譜基因 發生頻率 終止懷孕

荷蘭牛(Holstein) HH1 4.5% 100天前

荷蘭牛(Holstein) HH2 4.6% 60天前

荷蘭牛(Holstein) HH3 4.7% 60天前

荷蘭牛(Holstein) HH4 0.7% 不清楚

荷蘭牛(Holstein) HH5 4.8% 60天前

荷蘭牛(Holstein) HH6 0.44% 35天前

荷蘭牛(Holstein) HCD 不清楚 健康出生後
不久死亡

娟姍牛(Jersey) JH1 23% 60天前

娟姍牛(Jersey) JH2 2.6% 60天前

褐色瑞士牛
(Brown Swiss)

BH1 14% 100天前

褐色瑞士牛
(Brown Swiss)

BH2 20% 死產或懷孕後期
流產



繁殖力單譜基因-H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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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酪農的單譜&隱性不良基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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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譜基因/隱性基因 發生頻率 (頭數) 單譜基因/隱性基因 發生頻率 (頭數)

HH1 5.2% (16/307) HH0 (BY) 5.86% (18/307)

HH2 0% (0/307) HHC (CVM) 1.30% (4/307)

HH3 11.07% (34/307) HH0 + HH3 1.30% (4/307)

HH4 0% (0/307) HH0 + HHC 0.32% (1/307)

HH5 3.58% (11/307) HH1 + HH5 0.32% (1/307)

HH6 0% (0/307) HH3 + HH5 0.32% (1/307)

HCD 3.91% (12/307) HH3 + HHD 0.32% (1/307)

HHB (BLAD) 0% (0/307) HH0 + HH1 + HH3 0.32% (1/307)

單譜基因+隱性不良基因=30.95% (95/307)

台灣某1位酪農的單譜&隱性不良基因比例
(採樣時間：20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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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譜基因/隱性基因 發生頻率 (頭數) 單譜基因/隱性基因 發生頻率 (頭數)

HH0 (BY) 3.5%(18/514) HH0 + HH1 0.19%(1/514)

HH1 4.86%(25/514) HH0 + HH3 0.97%(5/514)

HH2 0.39%(2/514) HH0 + HHB 0.39%(2/514)

HH3 7.78%(40/514) HH0 + HHC 0.19%(1/514)

HH4 0%(0/514) HH1 + HH5 0.19%(1/514)

HH5 1.95%(10/514) HH1 + HHB 0.19%(1/514)

HH6 0%(0/514) HH1 + HCD 0.19%(1/514)

HCD 3.11%(16/514) HH2 + HCD 0.19%(1/514)

HHB (BLAD) 0.19%(1/514) HH3 + HH5 0.19%(1/514)

HHC (CVM) 0.58%(3/514) HH3 + HCD 0.19%(1/514)

HH1+HH3+HHB 0.19%(1/514) HH0 + HH1 + HH3 0.19%(1/514)

單譜基因+隱性不良基因=25.68% (132/514)

台灣某5位酪農的單譜&隱性不良基因比例
(採樣時間：2017-2019)

獲利來自乳牛基因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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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 根據分析的家族系譜深度和可供分析的系譜數量，近
親繁殖係數可能存在差異。

• ABS遺傳基因管理服務將繼續與你攜手同行，以確保
近親繁殖管理策略，能讓您在牧場牛群選配中，使用
精英種牛，而將遺傳基因優化的收益最大化，並將近
親繁殖的缺陷降至最低。

• ABS基因管理系統（GMS 2.0）對於預防隱性不良基
因和單譜基因是至關重要的。

26ABS基因管理系統GMS 2.0幫您做好育種
獲利來自乳牛基因躍進



ABS基因管理系統GMS 2.0幫您做好育種
獲利來自乳牛基因躍進

雖然條條大道通羅馬
但是別讓大道路迢迢

#讓您在精準育種乳牛的道路上
前往羅馬-不再只是配種

#讓乳量和乳成分均衡發展-不必
擔心乳成分趕不上乳量

#讓母牛的使用年限變長產次變
多-消除母牛淘汰的原因

#讓母牛的體型依照酪農意願雕
塑-整齊度一致適合管理

#讓危害獲利的近親交配成為過
去-乳量健康好體格才來

#讓隱性不良基因無法遺傳下一
代-每一胎小女年都正常

#讓單譜基因不成為母牛流產惡
魔-胚胎早期流產不再來

#只有ABS的基因管理系統
GMS2.0-知道那隻母牛該配種
那隻公牛!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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