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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igCom 版本 1.90 是设计用于记录和报告猪群身体活动性能的。PigCom既适用于单个猪群

或猪场，也适用于多个猪群或猪场。目前，PigCom 还不能详述或报告财务业绩状况，而

能报告饲料成本情况

PigCom 程序的建立基于微软的 SQL 数据库，用户界面为 Microsoft Access。要通读该手

册，需要有一定的计算机知识。在某些与 PigCom 相关之处也会对 Windows 和 Access 的

使用做简单的说明。

安装
目前有两种 PigCom安装包，它们都安装相同的基础包，不同之处是所安装的软件版本。

原始安装（仅适用于低于版本 1.73）可以在旧的软件组件 Microsoft SQL 2000 Desktop

Engine 和 Microsoft Access XP (2002) Runtime 上运行。 较新的安装包可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R2 and Microsoft Access 2010 runtime 上运行。有 3 种较新的安装包可供选择，

根据安装环境进行选择（参照以下表格）。

目标 PC 端已安装的微软 Office 版本

目标 PC 端安装的微软

Windows 版本

MS Office 32-bit
2000/XP/2002/2003/2007/2010

MS Office 64-bit
2010

Windows NT/2000/XP 32bit 旧版本（仅限版本 1.73）

Windows Vista/7/8 32bit 32bit New Install
Windows Vista/7/8 64bit 64-32bit New Install 64bit New Install

进行初始安装，需要一个安装盘用以安装所有必需的程序。建议 PC 端已安装有 Microsoft

Snapshot Viewer 和 WinZip。这些都是可以在 CD 安装盘找到或从 PigCom网站上下载。如

果从 CD 安装盘进行安装，双击“snpvw.exe”安装 Snapshot，双击“winzip90.exe”安装

WinZip，并按照屏幕上的指示操作。

安装好 PigCom及其支持程序后，将处于以下两种情况：

随时准备向空白数据库录入数据；

 PigCom上已有转换好的可利用的数据。

如果给你提供了一个含有你自身的数据的 PigCom 数据文件，你必须在启动 PigCom 前将

此文件拷贝至 PigCom 文件夹。该系统默认的文件夹可以是 C:\Program Files\PigCom

(Windows NT/2000/XP version) 或 C:\ACMC\PigCom (Windows Vista/7/8 version)，且该文

件夹位置必须包含一个叫 PCM_DBSQL.mdf的空白数据文件。当你将你自身的数据拷贝至

该文件时，Windows 会提醒你是否同意覆盖已有文件，如果同意，则点击“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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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启动 PigCom

首次启动 PigCom前，新用户（即 Windows

Vista/Win7/Win8 用户）应更改快捷方式的属性，右击桌

面上 PigCom图标，选择属性，在兼容性中的“特权等

级”选择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并确保已勾

选。

如果在授权过程中你收到警告

无法生成钥匙

这表明 PigCom无法在该电脑注册，也表明该程序没有以

管理员身份运行。

联网状态授权 PigCom

当你获取 PigCom 软件时，你同时会得到 ACMC 公

司提供的一个注册码（在 CD 盘盒子的标签上或是

通过邮件发送等）。你启动 PigCom 时，加载时发

现授权许可缺失，则会提醒你录入详细信息。当你

在对话框录入你的详细信息（姓名及公司）及注册

码后点击[注册并获取许可]， PigCom 会立即联网进

入注册页面。除了刚已提供的姓名及公司信息外，

请录入详细地址等信息，并提供一个邮箱地址，以

方便我们就软件更新等与你联系。

同时，你还需要创建密码，务必记住该密码，因

为它连同你的邮箱地址将允许你进入 PigCom 用户

网站。

注册时所提供的母猪数量设定了授权前系统中允

许的能繁母猪最大数量，这也可能会阻止程序的

运行。该数量评估是非常重要的，请以实际情况

为依据，因为若评估数量过低，PigCom 将不会运

行，而过高的话，你将收到一张比你实际需求更

大额度的发票。

当你提交该数据，下一个出现的页面将显示你的授权码。复

制粘贴或录入该页面授权码至 PigCom“授权注册”对话框

的“录入授权”，然后点击“提交授权”。



3

不联网状态授权 PigCom

如果你当前装有 PigCom软件的电脑不能连接网络，当你点击[注册与授权]按钮时，将无

法连接至网络，PigCom会返回一个站点代码（如上图）。你只需记下确切的姓名、公

司、注册码及站点代码然后访问（或让其他人访问）以下网站：

http://www.pedsys.com/pigcom/pcmlogin.asp，而后录入与你在 PigCom中录入的一样的数据

（不这样做的话以获取的授权码将是无效的）。也可以联系 ACMC 公司 Edward Sutcliffe

(+44 1262 488232)或血统系统的 Mike Francis (+44 1422 843 975)，他们会录入你所提供的

详细信息，并提供给你一个授权码。可以的话，最好通过传真（+44 1262 488192）将你所

说的详细信息发送至 ACMC 公司，以防止因为电话讲述出现的信息传递错误。如果你需

要该项服务的话，附件中有一张空白表格，你可以填写后传真/邮寄至 ACMC 公司。

请注意：为确保一切工作正常，你必须录入与你最初填写的详细信息及得到的站点代码一

样的信息。所获取的授权码只在获取当周有效，所以请在获取后尽快录入至网站。

一旦成功授权，PigCom 将会提示你确认连接，大部分用户

（无网络连接系统）会选择“本地独立电脑”和“集成安

全”。该页面结束后，会有稍微的延迟，数据文件也会同

时被加载。.

重设授权

如果 PigCom授权许可在到期日之前需要更新的话，例如：

母猪数量增长超过下一个猪群规模最大极限值，那么可以

通过该功能对授权进行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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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如果你需要升级 PigCom 至新的版本，我们将提供一个 WinZip 压缩文件（从网站下载或

是 CD 光盘拷贝）。首先，请备份你的数据至某一硬盘位置（见 117 页的备份章节”），

然后退出 PigCom；打开 WinZip 文件，解压内容至 PigCom 目录，会有一个 PigCom 程序

升级文件‘PCM_CS.adp’及众多 V1.XX 文件。

你会被提示问到是否用解压文件替代已有文件，选择“是”。

启动 PigCom 时，你需要再次确认你的连接信息，之后会

有稍微的延迟，更新程序正在启用。

你会看到主菜单前方会有当前软件的版本号。

这儿是版本号

如果你没看到当前版本号的话，请联系 ACMC 公司。

语言

PigCom 菜单及报表使用的语言是可以自定义的，多种不同语言已经事先装载，用户可以

简单快速更改展示的语言。

语言可以通过点击“工具” 按钮进行更改。

而后点击 “选择语言”选项，并在下拉列表中选择需要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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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gCom 设置

PigCom 菜单的导航是很直观的，所有的数据录入和报表屏幕页面都根据它们相关的函数

关系集合在一起，例如：每周数据录入集合在一起，每月数据录入也集合在一起。所有菜

单都以共同的形式布局，数据录入页面也都相似的函数关系。

首次设置使用

当你首次启动 PigCom 或是添加一个新的猪场时，你需要设置猪场的详细参数。点击

[猪场]然后选择[新建]来设置第一个或是新添加的猪场。系统会提示填写猪场名字，则该

猪场就添加上了。

猪场明细

在该页面你可以录入猪场

主、地址和联系方式等。

该阶段设置正确的猪场类型

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这才能

确保公猪使用策略的正确。

如果你购买外部人工授精，建议你在 PigCom 中以另一家猪场的形式设置一个人人工授精

站。在这个单元里，你可以录入各种你想录入的人工授精类型，其它所有猪场都能使用。

但是，这并不会人工增加你自己猪场中公猪的数量。

人工受精站 - 人工授精站里的公猪刚进入时被标记上“人工授精”（亦可以

后再更改），可以供系统中其它猪场使用，直到 7 天后公猪离

开人工授精站。

其它猪场类型 - 假定被标记上“人工授精”的公猪在 AI 猪场上，这样的话，

当录入详细配种信息时，将会默认为是人工授精配种。这可以

在录入时更改（见 18 页）。这些公猪不可用于其它单元进行

配种。

除了该区别以外，单元类型仅用于制作报表（肩第 58 页的合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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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场部门

在猪场里，你会想要分别记录后备猪群和育肥猪群，因为这能匹配适应猪群在猪舍之间的

流动。

注意 拥有两个生长群（保育和育肥）的猪场需要分别进行每月数据记录（例如，存栏量

和饲料分配），而且各部门间的转移数量每周必须精确记录。

所以建议将生长群作为一个整体，而不能选择既有一个生长群又额外有保育和育肥猪群，

根据你所希望的设置去做决定并坚持下去！！

猪场概要设置

概要设置页面控制数据的有效性及报表的周期。通过使用耳号，如果是纯种系谱记录的

话，你可以指定一个‘耳号’系统作为一窝的耳号来规定该窝所有仔猪的耳号。这个耳号

能告诉 PigCom哪一个特性是不变的，以及哪些特性在同窝仔猪中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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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号掩码

耳号掩码中

“X” 代表静态特性

“+”代表增加的数量

所以在一窝产编号为“PHTE7000” 中录入 5 头公猪仔和 5 头母猪仔，该 10 头仔猪将分别创

建编号 PHTE7000, PHTE7001, PHTE7002 等，先创建 5 头公猪仔而后 5 头母猪仔（见第 22

页，分娩章节）。如果录入的窝产编号与耳号不匹配的话，只会生成一个记录，该 10 头

仔猪都归属于该耳号。

耳号

‘耳号’空格控制着哪些仔猪会自动生成耳号。如果你只希望后备母猪或是公猪生成的

话，在上述例子中根据选项设置只会有 5 头仔猪会被生成耳号。

耳号前缀

耳号前缀控制着遗传窝产种母猪卡前缀的打印，在某些情况下，它也可被用作窝产耳号的

前缀。请联系血统系统的 Mike Francis (+44 1422 843 975)以激活该选项。

验证耳号

该验证也只与某些纯种血统记录组织相关：

母猪 – 所有进入种群的母猪和公猪必须在仔猪时就已经记录在 PigCom 中了，通过

耳号和来源，可以收集到出生日期及血统信息并自动录入进行记录。

窝数 – 窝产编号必须是独特的，而且该窝每头仔猪自动生成的编号也必须是独一无

二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字母将会作为后缀以确保独特性。

无 – 没有以上的验证，可以录入任何东西，进入猪群的猪也无需录入耳号。但窝

产编号是必须的，如果你不录入的话，PigCom 会通过母猪牌和胎次自动生

成。

对于同一系统中的作为核心场的扩繁群，如果使用非独特系统的话，母猪验证只能用来验

证新进入的猪，而不是窝产/仔猪耳号。

对于商品猪场，耳号验证需设置成‘无’。

该验证可以随时进行切换，但只验证被录入的数据，例如，如果你切换的话，新的验证无

法运用到已有的数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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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第一天

每周的第一天设定了每周报表的周期。该例子下，报表中显示周六到周五的数据。因此，

该每周报表默认跟局所录入的时间，从上周报表的周末开始直到该报表的最后一天。

排序次序

排序次序被用来设置综合报表中各单元猪场出现的位置。

重量符号

制定重量单位的标志。

寄养检查

如果想要所有寄养情况都被记录在 PigCom 中的话，寄养检查空格必须勾选。断奶时，每

头母猪对应记录的仔猪数量就能得到验证，以确保断奶仔猪数与窝产活仔猪数加上/减去

寄养/被寄养及仔猪死亡数量相等。如若寄养得到验证，那么死亡仔猪对应的母猪 ID 同样

需要被记录。

如果不需要对寄养及断奶验证进行记录的话，则不勾选该空格。

21 日龄重量

该功能为需要记录 21 日龄信息的用户所设计，该设置能在数据录入页面启动或关闭“21

日龄信息”表格，有以下 3 种设置：

激活 - 当展示“21 日龄信息”表格时，所需的分娩母猪的 21 日龄仔猪的重量会在表格

中显示。

关闭 - 当展示“21 日龄信息”表格时，没有任何信息。

自动填充 - 21 日龄信息将根据断奶信息自动被录入。

转出至 GEP

该项只对拥有 GEP 许可证的用户是必要的，该空格能控制猪场是否包含在转出至 GEP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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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该‘检查’设置能让你创建你日

常工作中所需的各种报表（例

如，妊娠检查或是疫苗接种程

序)。这些报表之后则会在每周报

表中生成。有 3 种妊娠检查报表

在 PigCom 中是默认的，该页面

可根据你的需求创建各种类型的

报表。

如何创建新的报表:

 录入一个代码 (例如，检查 4) ；

 在‘描述’空格中录入报表的标题 ；

 ‘检查日期’空格是填写该报表开始选择相对应猪群的第一天（妊娠期）；

 如果你希望报表中出现母猪的话，勾选‘检查母猪’空格，否则报表中只有后备母猪；

 ‘间隔’空格是自‘检查日期’其你希望选择猪群的天数；

 ‘激活’空格是否勾选是用来控制是否每次都打印报表的，这可以使用户在某段不需要

它们的时候，能保存报表详情（也就是不删除它们）。

每周

每周指标限定了每周报表是怎么形成

的。

最小配种年龄 – 限定了后备母猪何

时能进行配种；

最小/最大断奶年龄 – 限定了哪些母

猪应断奶。这些最小/最大值也能列

明哪些母猪提前断奶，哪些延迟断

奶；

断奶到配种间隔 - 限定了反常的断奶至配种间隔；

多产窝产仔猪数- 限定了母猪在每周报表中能被列为多产母猪平均窝产仔猪的数量，只

有在被选取的工作周中产仔的母猪才会被列入报表中的该章节；

最小哺乳数 – 限定了每周报表中断奶章节被标记为生产性能低的标准，将标记潜在剔

除宰杀的对象；

预测分娩 – 限定了报表中母猪离产仔猪的周数；

最低妊娠率– 限定了公猪被标记为生产性能差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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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每周分娩窝数– 限定了在 17 周的时间里，根据妊娠率，有效配种数量；这也限定

了每周总结图表的目标线。

每月

该部分限定了你“每月总结”和

“周期分析”报表的目标，你可以

选择手动设置每一项目标，也可以

选择更实用的通过子集参数限定目

标。这能保证你的目标始终如一并

且是切实可行的。也就是说，如果

说一头母猪窝产仔猪 10.21 头，一

年平均 2.35 胎，断奶死亡率 5%的

话，你不会想着一年能卖 24 头断

奶仔猪的！

进入设置子集参数，请点击[重填]。

注意 请务必知道，通过这些目标向导并点击‘完成’后，你将删除之前设置的所有目

标。



11

批次的定义

‘批次’是整个猪场逻辑报表的周期。

如 果 是 分 批 产 仔 的

话，应运用的合乎逻

辑的设置是限定批次

以 匹 配 你 的 分 批 周

期。所以每 3 周一批

次的产仔系统应限定

批次为[3]周，每 5 周

一批次的产仔系统则

应限定批次为为 [5]

周。

同时，PigCom 也允许定制创建批次系统（例如，4-4-5 周批次）。要定制你自己的批次系

统的话，点击‘自定义’，然后点击‘保存’，再回到批次表格并点击‘批次’按钮，录

入你所定制的批次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在定制创建的批次系统中，每一个批次都需要手动

进行限定。

在连续系统里，你可以选择一个批次来匹配你的财务报表。这可能是日历中的自然

月或是[4]周的时间。

该设置限定：

某些报表的持续周期（每月总结/周期分析/批次报表）；

哪个时间适宜记录存栏数（存栏数应与一批次的末期相符）。

周期分析中的批次

该三项设置限定了周期分析报表三个栏目中批次的数量。

例如，一个每[3]周一批次（与日历中的月相反）和‘周期批次’设置为分别[4]，[8]，

[12]，你三个栏目覆盖的将是 12 周、24 周和 36 周。

杂交

该部分你可以给两个品种杂交而得的仔猪贴上标签作为第三个品种。这需要在录入数据之

前进行设置，新的品种可以用选择目录编辑器进行添加（见第 13 页）。当不同品种的猪

交配时，配种录入表格中录入杂交育种表中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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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

基准部分是为那些既是 PigCom 用户，又是红肉行业论坛基准计划成员的人而设计的。该

表格能使用户轻松登录到论坛中他们的个人站点，并通过 PigCom 缓解基准网站的输出

量。

登录的详细信息会在该表格中被保存，报表严格按照基准网站的季度要求（即 1-3 月，4-6

月，7-9 月，10-12 月）。为确保该项工作正确进行，周期分析中的第一周期应设置为 3 个

月（见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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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设置步骤

首次使用 PigCom，还有一些附加的设置步骤；贯穿 PigCom，都是使用下拉式菜单录入数

据。就整体而言，这些菜单可以由用户用自己的短代码来定义而操作。

选择目录

这些下拉式菜单（或选择目录）可以通过选择目录编辑

器进行编辑。在主菜单，找到[编辑]菜单，然后选择[选

择目录]

这些选择目录总体设计为一个代码和一个描述。代码是

你向 PigCom 录入数据时的速记简码值，描述是运用的

原来代码值。所有的下拉格通过你录入值的前几个字符

就能预测你想要录入的文本。也就是说你明智选择你的

短代码的话，你只需录入 1 到 2 个字符就能得到你想要

的文本值。

PigCom中有两种类型的选择目录

最基本的选择目录就是一列文本值。这包括品

种、注解、地点、操作员、配种组、处理类型

和单元代码。只需录入简单的代码和描述。

第二种类型的选择目录时除代码和描述之外还

有附加选择，可以在数据录入和报表上更改

PigCom的运行状况。

设置选择目录，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各种不同类型（如下）：

品种、注解、位置、操作员、配种组、处理类型、单元代码

只需简单添加代码和描述至列表的底部，然后点击[提交]。

类似的，你可以编辑以下各项

品种 – 这如在杂交育种设置中提到，你可以在系统中添

加任意你想要添加的不同品种。只是简单在母猪和公猪

（配种及窝产仔猪）上贴上标签。品种的字母用于耳号

的验证，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被忽略。如果你有一

个分界点来界定母猪是否多产，例如我产仔猪数量超过

15 头，那么该数值可被录入至多产栏目，并可以在一些

分析性报表中运用。PigCom 新版本 V1.90 中新添加的

功能是能够给不同品种的母猪制定不同的妊娠周期，这影响的是母猪卡（到期日）、

每周报表（母猪预产期）及数据录入（配种>应配种日期）。

注释 – 母猪卡中添加的注释文本。这些是在断奶时记录的，是比较自由的文本记录方

式，但同时也保持一些标准的注释，例如，“笨拙的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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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猪场各个猪舍地点的列表– 以记录事件发生的地点。每一个地点都指定为种猪群

或是生长群/部门地点。

操作员– 实施人工授精或是巡查猪场人员的名单。

配种组 – 配种的‘标签’。这是一种记录的方法，例如，使用不同的输精管。需要的

话，可以在后期进行分析。

处理类型–药物处理/治疗法/接种疫苗时使用的不同类型药物列表。其中一项处理类型

已分配至药物使用（见下一章节-‘药物’）。报表则根据药物种类做出。

单元类型– 计量单位的列表– 例如，公升、毫升、米、千克。

地点

添加地点时，除了代码和对应的描述外，还有更多

的选项，如右图示，有来源、目的地和死亡。如果

你勾选出生空格，代码/描述在转移屏幕中将变得有

效（例如，公猪转进、母猪转进，仔猪/育肥猪转

出）。如果你勾选目的地空格，代码描述在转移屏

幕将变成有效地目的地选项。如果死亡选项被勾

选，同时目的地选项也有效，被转移至该目的地的

将被视为死亡猪。默认的，被标注为有效死亡的两

个目的地分别为死亡和调解。

当你首次在系统中设置新猪场时，一个新的匹配地点记录将会在系统中生成。务必保证该

记录不被删除或是改变文本用以代表另一个地方，否则综合报表将不能准确正常工作。

条件

条件表格代表的是猪群死亡或是离开的原因。更深

一层的选项会确定该条件适用于哪种猪群，例如：

性欲是公猪的条件（离开/被宰杀的原因），窝产仔

猪少是母猪的条件等。同样的，勾选这些选项能进

一步完善定制下拉式菜单，并提高数据完整性。个

别猪只的出生缺陷则可通过分娩表格来记录。

此外，死亡版块记录了该条件是促使死亡的条件还

是原因；复配版块则记录了一头因该原因离开猪群的母猪，如果在被宰杀前怀孕了的话是

否被归类为返情；流产版块则决定了哪些条件被归类为流产，尤其是如果你想区别标记你

的数据为早期流产或是晚期流产的话；卖出版块则表示该项为促成销售的条件或是原因，

这也会是怀孕母猪离开的原因，以确保其不会影响整体的受胎率等。最后一版块被标记为

生长群死亡类型，该部分能告诉 PigCom 在饲养总结报表中该条件致死应分配至哪个栏目

（见第 58 页每周报表）。

药物

药物选择目录中你可以添加猪群中你会使用到的药物。除了名称和短代码外，你可以录入

类型（见处理类型选择目录），例如：接种疫苗，合法的停药期（天数），以及配药的计

量单位（毫升，克等）。



15

生长猪批次

如果你希望以单独批次管理你的生长群的话，你可以在饲养批次选择目录进行界定。猪转

移、死亡和饲料交货量则分别被分配至每批次，每批次猪群的性能也能够实时被监测。

批次可如下进行设置：

为该批次录入一个代码，用以识别该批次；

为该批次录入更详细的描述；

录入该批次的部门及位置（可选）；

录入该批次的起始日期；

结束日期知道后，可在后期录入。

饲料

饲料编辑器中可根据使用名称录入各种不同类型，

饲料被分成以下四大类：

 仔猪料 – 育种群

 母猪料 – 育种群

 保育料 – 生长群

 育肥料 – 生长群

该饲料分类只会被用在每月报表（周期分析报表）

中。但是，如果你在育种群和生长群中均采用日粮的话（例如：爬行期仔猪，或是青年母

猪，育肥猪日粮等），你必须为各种类型的饲料创建两份记录，并分别计算猪存栏量。

如果某种饲料勾选了以袋装形式配送的话，那么 PigCom 则会默认该类饲料的订单均为该

种配送方式。如果同一种饲料有时以袋装形式配送，有时以散装形式配送，那么该类型的

饲料必须设置两种不同的配送记录，一种是‘袋装’，另一种则不‘袋装’。

如果你把饲料的成本价格也录入的话，当你选择配送该种饲料时，该默认价格将会被使

用。如果你实时更新该数据的话，将减少你的数据录入量；你可以在录入饲料交货时覆盖

该默认值。

当选择目录中的饲料价格变动时，先前录入至 PigCom中的饲料交货价格将不受影响。

猪类型

选择目录为每一类型的猪设置了重量分类，每一类型的猪都被分配至猪群的一部分，例

如：仔猪属于育种群，断奶仔猪属于生长群。生长群适用于 PigCom 中用户自定义的任何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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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的类型 部门 默认最小

重量

默认最大

重量

默认平均

重量

仔猪 育种群 0.1 3.99 2

断奶猪 生长群 4 31.99 18

储备猪 生长群 32 53.99 43

肥小猪 生长群 45 76.99 61

分割肉猪 生长群 77 83.99 80.5

熏肉猪 生长群 84 105.99 95

大猪 生长群 106 145 125.5

头胎母猪 生长群 35 115 75

繁殖公猪 生长群 35 145 90

后备母猪 育种群 - - -

妊娠猪 育种群 - - -

泌乳猪 育种群 - - -

干奶猪 育种群 - - -

后备公猪 育种群 - - -

范围内的重量值是猪称重时的默认值，但该数值是可以在录入猪对应重量值时更改的。但

请注意，录入的一种类型的猪的重量必须在上述列表有效，如销售的熏肉猪。对不同类型

猪所录入的重量范围不能有重叠。在录入数据时，运用‘包括’选项，你可以决定是否显

示某些重量类型分类。例如，如果你不销售种猪的话，则可以把种头胎母猪/公猪/母猪选

项关闭。

母猪饲喂量

这是你在母猪卡上打印母猪饲料比例前需要录入的一个天数和重量列表。该数据会打印在

‘详细’母猪卡的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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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录入

手册的该章节是对 PigCom 数据录入的基础入门介绍，引导你一步一步完成数据录入、数

据编辑和生成报表。它是由 PigCom用户编写的，以确保该章节尽可能的易于仿效学习。

对某些用户来说，很多将提到的程序可能会显得很基础，但我们的目的是使 PigCom 能易

于理解和使用，而不考虑个人计算机能力。

该章节还会包含一些实用的技巧，协助你进行数据录入并使得程序运行得更简单。在你开

始录入数据前值得阅读下这些技巧（见第 114 页）。

附录里面会有对数据录入更专业的解释，如果你对自己计算机水平有信心的话，你可能会

认为这些专业解释是更适宜的仿效学习指南。

如果你还遇到其它问题的话，请随时联系 ACMC 公司。

AGRICULTURAL CONTRACT &
MARKETING COMPANY LTD

Upton House, Beeford, Driffield
East Yorkshire, YO25 8AF, England

Tel: 01262 488232 Fax: 01262 488192
E-mail: enquiries@acmc.co.uk
Website: http://www.acmc.co.uk

注意:

尽管风险很小，但为了最小化因电脑问题导致的数

据丢失，定期备份 PigCom 数据是很重要的。建议

每周备份一次，备份程序在手册后方有详细描述

（见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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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每周数据

在你向 PigCom 录入数据之前，必须确保像第 12 页所描述一样设置好‘选择目录’。

点击 ‘数据录入’

大部分数据将会录入至 ‘每周’ 部分（不管你是否按每周录入）。只

有饲料交货、月末饲料剩余以及存栏量不在该部分，这会在后面章节讨论到（见第 70

页）。

录入繁殖数据

选择 ‘繁殖’

在这你可以录入以下数据：

O 配种

O 妊娠检查&流产

O 分娩

O 断奶

O 仔猪死亡

O 寄养

O 21 日龄信息

请注意: 每头猪的数据必须按周期录入，例如，先是配种，而后分娩、断奶等。如果数据

时定期录入（每周）的话，整群的配种/分娩等可以一口气录入，然后进入下一环节。只

有在有一堆积压的数据等着录入时，这才会是个问题，例如，你试图在录入一头猪的分娩

数据前录入其断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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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配种

从繁殖主菜单选择 ‘配种’。

配种表格将会被打开并已设置好供你迅速录入数据。配种表格（下表）的每一行代表一头

母猪的配种事件。这可能包含 2 天内的数次交配（例如，第 1 天早上配种，第 2 天早上则

会再次配种-这被界定为一次配种事件）。

配种表格

录入配种事件逐步指南：

对每一次配种事件，必须录入以下数据：

1. 日期

录入配种事件中第一次配种的时间。

例如: 编号 B1000 的母猪第一次配种时，第二次是 05 年 10 月 2 日

则录入至 PigCom中的时间应为 05 年 10 月 1 日。

2. 母猪

录入母猪的标签编号。

注意:

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运用下拉

式菜单寻找母猪编号，而不手

动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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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胎次 品种

PigCom 会自动填充胎次和品种空格，最初品种一栏会是母猪的品种，但交配的公猪详细

信息被录入后，品种则会变成后代的品种（可能与母猪相同，也可能不同）。

4. 配种

PigCom 会自动填充该栏目。

如果母猪已经怀孕的话（即 PigCom 中已经记录有详细的配种信息）或是出于错误状态

（即刚分娩不久），则会出现一个警告窗口。

如果你不确认母猪是否返情或是母猪状态不适宜配种（例如，母猪刚分娩不久，而且还没

断奶的话），你必须确认所录入的母猪耳标是否正确。点击[是]，则 PigCom 证明你将录

入该母猪为第一次配种后的返情母猪，并将录入第二次配种信息。

如果这是母猪返情后的第二次配种事件，则点击[是]；PigCom 会自动更新该母猪记录，以

显示重复配种。

如果你不确认是否正确，则点击[否]，PigCom 会返回至配种表格。这时有必要按下 F5 检

查下该母猪的历史记录，以确认本次配种时间是否合适。

5. 配种组

大多数情况下该项是非必须的，所以可以保留为空白；详细解释清参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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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位置

这是配种发生的地点或是母猪配种后被转移至的地点。选择记录哪个选项取决于记录该地

点的原因。如果用户只是想知道母猪位于猪场的位置，则只需要记录最新母猪所在地点；

如果用户想要分析地点/围栏/猪舍对配种成功率的影响，则记录母猪配种时的地点；母猪

当前位置也就由该地点更新取代，直到记录下最新的地点。

7.

录入配种所用公猪或是人工授精的详细信息。通过鼠标点击绿色箭头按钮，或是按下

ENTER，一个叫‘交配’的附属录入表格将被打开。

该表格中的每一行代表一次交配（2 或 3 行可能构成 1 次配种事件）。

a.
时间

录入每次配种发生时间（及哪一天），在下拉式菜单中共有 4 天可选择，每一天都

可选择上午或是。

例如: 母猪在周一上午、周一下午和周二上午分别配种，则：

第一天上午 = 1A

第一天下午 = 1P

第二天上午 = 2A

b. 公猪

录入本次交配的公猪/人工授精（或采用下拉式菜单选择正确的公猪/人工授精）。

注意:

如果你不希望录入任何公猪信息，则

可按下 TAB 键跳过这个绿色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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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人工授精

如果是人工授精的话，请勾选该方格。

可以通过鼠光标勾选该方格，也可以按下键盘空格键进行勾选。

若公猪被录入为人工授精公猪的话，该方格会自动被勾选。如果实际是自然配种而

该方格被勾选的话，只需简单去除该勾选。

d.
操作员

选择监管配种的操作员的代码，这些代码应已经在你的‘选择目录’中设置好（见

第 12 页）。

现在，你可以按下键盘中的 END 按钮关闭该附属录入页面。

8.

点击记事本按钮打开注释表格，你可以录入操作员关于该配种的一些注释，例如‘站姿

差’等。

该表格打开时，大部分空格均由 PigCom 自动填充，因表格设计你还可以从下拉式空格迅

速录入注释。如果你想录入并不在下拉列表中的注释，只需简单打上注释并按下 ENTER

键，然后在出现的以下提示对话框中点击[是]：

每一条注释都可以录入操作员。

按下[关闭]键可关闭注释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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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完成录入所有配种信息，则点击‘提交’。

配种表格将被关闭，你将继续进入到下一个不同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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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分娩

在繁殖主菜单选择‘分娩’

跟配种表格一样，分娩表格将被打开并已设置好供你迅速录入数据。同样的，表格中的每

一行代表单只母猪的分娩事件。

分娩表格

录入分娩事件逐步指南：

对每一次分娩事件，必须录入以下数据：

1.
日期

录入母猪分娩日期。

2. 母猪

录入母猪标签编号或是从下拉式菜单中选择。

3. 胎次 品种

PigCom会自动填充胎次和品种空格，品种指代该窝产仔猪的品种。

4. 地点

该栏目是可选的，PigCom 不要求必须填写这一项，如果你想保留空白，则用 TAB 键跳过

它。录入地点时，从下拉式列表选择对应代码（需要在‘选择目录’中已经设置，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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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页）。同时，这也将更新母猪当前位置，直到提供较新的地址（对比当前位置日期与分

娩日期）。

5.
窝 ID

需要的话，录入该窝产仔猪 ID，有以下一系列可供使用的窝 ID 可供选择：

a. 如果你不想录入一个特定的窝 ID

你可以不填该空格，PigCom会自动给该窝产仔猪编号‘母猪耳标_胎次’。

例如: 编号 B1000 的母猪产下第 4 胎。

自动生成的窝 ID 将会是 B1000_4

b. 如果你想给整窝分配一个特定的窝 ID

只要没有耳号验证，你可以录入任意 ID（见第 6 页）。

c. 如果你想给每头窝产仔猪分配一个耳号

不大可能你会选用这个方法，但是如果用的话：

要给每头仔猪录入耳号，耳号掩码格式必须已设置好并且耳号验证已启动（见第 6

页，猪场设置表格）。你必须将窝 ID 设置为你所需序列的第一个耳号，例如：

如果你的耳号前缀设置为 ABC，耳号掩码（耳号格式）是 XXX++++（3 个字符，4 个

数字），则窝 ID 如下：

PigCom 则会根据猪场设置表格（见第 6 页）的设置，给所有窝产仔猪分配连续的数

字。默认设置适用于各种性别（先分配给公猪仔），但是也可根据需要设置成只适用

于公猪仔或母猪仔。

例如: 一窝中有 3 头公猪仔，8 头母猪仔：

公猪仔 ABC1000

公猪仔 ABC1001

公猪仔 ABC1002

母猪仔 ABC1003

母猪仔 ABC1004 ……..等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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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该栏录入出生的公猪仔、母猪仔、死胎和木乃伊仔猪数量。分娩时如果没记录性别的

话，所有的仔猪可以被录入为‘公猪仔’或是‘母猪仔’。

‘重量’一栏指代出生活仔猪的总重量，该空可以保留空白。

‘死胎重’指代死亡仔猪的总重量，该空可以保留空白。

7.

该按钮会打开一个附属表格细化窝产仔

猪信息。如果窝 ID 适用整窝产仔猪的

话，该表格中只需录入一项（如图

示）。但是，如果你分别给每头仔猪编

号的话，该表格会分别在每行显示每头

仔猪；你就可以更改每头仔猪的实际重

量而不是之前的窝产仔猪平均重量。需

要的话出生缺陷也可以同时录入（必须

在‘选择目录’已设置好）。

按下键盘中的[关闭]键可关闭该附属表

格。

这些都是可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该页面可通过按下 TAB 键跳过这一步（见第 114 页

实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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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点击记事本按钮能打开注释表格。你可以录入操作员关于该分娩的一些注释，例如，‘辅

助分娩’等，这些注释将出现在下一张母猪卡上。分娩注释表格的主要成分和配种注释表

格是一样的（见第 21 页）。

一旦完成录入所有分娩信息，则点击‘提交’

分娩表格将被关闭，你将继续进入到下一个不同的表格。

注意:

有一些分娩相关情节可能会导致出现错误或是警告框：

如果错误提示妊娠期太短，很有可能是配种时间记录出错或是被录入分娩的母猪编号

是错误的。如果母猪是返情配种的话，很可能分娩记录至首次配种。这种情况下，第

二次配种（返情）必须在分娩数据录入前从配种表格中移除。在其它类似情况下，有

必要按下 F5 键检查下母猪的历史记录。

如果错误提示妊娠期太长，很有可能配种被忽略了；这就需要追加配种以继续录入该

分娩。

尽管有种种错误，检查母猪编号是否正确记录，以及在添加或是删除配种日期前是否

正确录入时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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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断奶

在繁殖主菜单选择 ‘断奶’

同配种/分娩表格一样，断奶表格将被打开并已设置好供你迅速录入数据。同样的，表格

中每一行代表一头母猪的断奶事件。

断奶表格

录入断奶事件逐步指南：

对每一次断奶事件，必须录入以下数据：

1. 日期

录入母猪断奶日期。

2. 母猪

录入母猪标签编号或是从下拉式菜单中选择。

3. 数量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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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该母猪的断奶仔猪数量以及相应的总重量。如果检查寄养选项在猪场设置中被激活的

话（见第 7 页），断奶仔猪数量应与 PigCom 预期的数量相等（即出生活仔猪数± 寄养/被

寄养及死亡数）。

4.

是否录入‘泌乳指数’是可选的，这是母猪泌乳能力的主观评分。这些代码将会如上图下

拉式菜单设置好。

5. 继续哺乳

如果母猪额外还被用于哺乳，则需勾选该空格（用鼠标点击该空格或按下键盘中的空格

键）。

如果该空格保留空白，则母猪状态将变成‘干奶’。

如果该空格被勾选，则母猪状态将保持‘哺乳’直达再次断奶。

6. 位置

这是母猪断奶地点或是断奶后被转移至的地点。选择记录哪个选项取决于记录该地点的原

因。如果用户只是想知道母猪位于猪场的位置，则只需要记录最新母猪所在地点；如果用

户想要分析地点/围栏/猪舍对断奶的影响，则记录母猪断奶时的地点；母猪当前位置也就

由该地点更新取代，直到记录下较新的地点。

7. 胎次 断奶

PigCom会自动填充胎次和断奶空格。

胎次是该母猪断奶时的胎次。

断奶指的是断奶事件编号，例如，第 1 次断奶或第 2 次断奶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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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部分你可随意使用，在这可以录入母猪的哺乳能力并在下一张母猪卡上出现。断奶注

释表格上的主要成分与配种注释表格相同（见第 21 页）。

一旦完成录入所有断奶事件，则点击‘提交’

断奶表格将被关闭，你将继续进入到下一个不同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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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检查/流产

选择繁殖主菜单的‘妊娠检查/流产’

该表将用于记录流产、返情和妊娠检查，必须在录入重复配种前录入这些数据。

返情/妊娠检查/流产表格

录入流产/妊娠检查和返情逐步指南：

1. 日期

录入事件发生时间，流产或是做了妊娠检查等。

2. 母猪

录入母猪耳标或从下拉式菜单选择。

3. 结果

录入该母猪的事件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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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记事本按钮可打开注释表格。你可以录入操作员对返情/流产的注释，例如‘排出’

等。 该返情注释表格的主要成分和配种注释表格一样（见第 21 页）。

一旦录入所有流产/妊娠检查/返情等，则点击‘提交’

注意:

母猪怀孕的话，你无需录入；除你录入母猪处于特殊状态外（即流产/不确定/

返情/检测有乳头状瘤），PigCom都会假定母猪是怀孕的。

如果你即将进行返情配种的话，也没有必要录入返情。当录入返情配种后，

PigCom会自动更新母猪记录。



33

仔猪死亡

在数据录入主菜单选择‘仔猪死亡’

该表格用于记录所有仔猪死亡情况。你可以每一次录入一头仔猪死亡事件（表格中一行代

表一个死亡）或是把死亡仔猪集结在一起，如果死亡详细信息一致（即同一头母猪所产/

同一地点和死亡原因一样等）。

仔猪死亡表格

录入仔猪死亡逐步指南：

对每一头仔猪死亡或是一批仔猪死亡，需录入以下数据：

1. 日期

录入仔猪死亡日期。

2. 数量

‘数量’指的是死亡仔猪的头数。如果你在每一行录入一头死亡仔猪，那么数量为 1；但

是如果你根据死亡是否属于同一母猪、地点或是原因来集结死亡仔猪的话，该数量则指的

分别是母猪‘X’、地点‘X’、原因‘X’等对应的仔猪死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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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母猪

录入仔猪死亡时所吮吸母乳的母猪耳标。如果被证实为寄养，也应记录下该母猪耳标。

该栏是可选的，PigCom 不要求你一定填写。如果你想保留空白的话，可用 TAB 键等跳过

它。录入母猪耳标时既可以从下拉式菜单选择，也可以手动录入其编号。T

4.

状况

录入仔猪死亡原因，既可以在状况一栏手动录入（会从‘选择目录’自动出现原因）或从

下拉式菜单中选择。

5. 位置

录入仔猪死亡地点，例如，FH2（2 号产房）。地点选项必须已经在你的‘选择目录’中

设置好。如果你认为这与你生产不相关的话，可以不填写该栏。如果不填写，则用 TAB

或 Enter 键跳过该部分。

6. 仔猪

如果你想录入死亡仔猪 ID 编号的话，则点击

有图的附加表格将被打开。

你可以录入仔猪的身份，该身份必须是根据窝产编号给予的号

码（仅耳号的数字部分）。如果你在该表的一行录入多头仔猪

的详细信息的话，你可以在录入一个身份后按下 ENTER 键继

续录入下一个身份。耳号空格（可读）显示的是仔猪身份的全称，以确保录入的是正确的

仔猪。这些信息你无需手动录入。

按下键盘中的 END 键可关闭该附加表格。

仔猪身份是否录入时可选的，按下 TAB 键等可跳过该屏幕。

一旦完成录入所有死亡仔猪，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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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养

在数据录入主菜单选择‘寄养’

该表用于记录所有的寄养活动。在 PigCom 中是否记录寄养是可选的，但如果检查寄养选

项被激活的话（见第 7 页，猪场设置），则必须记录该单元所有寄养活动，以确保断奶验

证检查的成功。

录入寄养逐步指南：

对每一次寄养，必须录入以下数据：

1. 日期

录入寄养发生的时间。

2. 数量

录入被寄养仔猪的数量。

3. 寄出母猪

录入仔猪被寄养前哺乳母猪的标签编号。

4. 寄入母猪

录入仔猪被寄养至的母猪标签编号。

一旦完成所有寄养活动的录入，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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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转移数据

在 PigCom 设置之初，必须首先将所有母猪、后备母猪及公猪录入进猪群中。

从数据录入主菜单选择‘转移’

在这你可以录入以下数据：

o 公猪转进

o 母猪/后备母猪转进

o 母猪转入

o 公猪转出

o 母猪/后备母猪转出

o 仔猪&育肥猪转移

在 PigCom 该部分录入所有转移情况，育种群的所有转进/转出，内部转入（即断奶时从育

种群迁移至生长群等），销售，购买和死亡等都在这录入。

录入公猪转进

从转移主菜单选择‘公猪转进’

公猪转进表格

录入公猪转进至猪群逐步指南：

如果录入不止一头公猪，必须将每头公猪录入至该表的不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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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进日期

录入公猪转进猪群的日期。

2. 耳标

录入标签编号，则一旦公猪进入猪群就可对其进行识别。

‘前缀’ 指置于数字前的字符（字母）

‘主体’ 指数字

‘后缀’ 指置于数字后的字符

例如: 如果你要录入以下标签的话：

B1000a - 你将录入:

是否录入前缀/后缀是可选的。如果你不想在数字前后录入其它字符，保留那些栏空白即

可。

3. 耳号

大多数情况下，你不需要录入耳号。如果你录入耳号（指仔猪出生时被给予的身份），

PigCom 会自动录入该公猪的血统详情（已设置该验证的话）。如果不需要录入（大多数

情况下），保留该栏空白，继续移动至来源。

耳号空格也可用于录入一个次级标签编号，例如，一个育种公司的 ID 标签或电子母猪饲

喂器标签。但录入这种数据的话，要求耳号验证设置成关闭（见第 6 页）。

4. 来源

录入公猪的来源。你必须把所有可能的来源提前录入进你的‘选择目录’，可能的来源选

项包括生长群、特定育种公司、其它猪场或自身猪场的另一单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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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耳号的话，应该根据出生时的单元获取血统详情（需已设置该验证）。大部分情

况下不需要采用耳号。

对于自己猪场生产的公猪/后备公猪，该项应设置为‘生长群’。

5. 人工授精

如果公猪被用于人工授精配种的话，则勾选该空格。

可通过鼠标光标点击该空格或按下键盘空格键勾选该空格。

若该空格被勾选，每次改公猪被选至配种表时，PigCom 都会自动假定该配种为人工授

精。但如果该公猪实际是用于自然配种，则只需在配种表格中去掉人工授精空格的勾选。

6. 重量

录入公猪进入育种群时的重量。

7. 品种

录入公猪的品种，或使用下拉式菜单选择品种。该项是可选的，所以你可以保留该栏空

白。

8.

当给已设置耳号验证单元的纯种猪录入耳号和来源时，PigCom 会自动填充猪的出生日期

和父本母本详细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空是不需要填写的，可以留作空白。

9.

如果需要使用 PigCom中的财务报表的话，则录入该公猪的成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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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公猪当前的位置（若想知道每头猪的位置的话）。这一点对母猪比公猪更重要。对

于母猪，该空一直会显示当前母猪的位置，而且会随着记录其它事件的地址而被更新，即

录入配种、分娩和断奶时若该空显示的时间比当前新事件时间早的话，该空会被更改。

一旦录入完成所有公猪转进信息，点击‘提交’

录入母猪/后备母猪转进

从转移主菜单选择‘母猪/后备母猪转进’

母猪/后备母猪转进表格

录入母猪/后备母猪转进育种群逐步指南：

录入母猪/后备母猪转进和录入公猪转进的过程几乎是一样的（详见第 33 页）。因此，请

参照录入公猪的转进的说明，并兼顾以下几个不同点：

不同点 1. 胎次

胎次指的是母猪进入育种群时的胎次，该数据正常会是 0（后备母猪进入育种群），但如

果有经产母猪进入的话，你可以在该空格录入该母猪目前所处的胎次。

这一点在你向 PigCom 录入整个猪群的初始数据时是非常重要的。你肯定会确定一个历史

数据的开始日期，那时也是应录入母猪胎次的时间，所以请确保后续向 PigCom 录入的数

据都是母猪的实际胎次，而不只是它在 PigCom中的胎次数量。

不同点 2.

录入母猪进入育种群时的状态或运用下拉式菜单选择需要的状态。如上图，一旦启动时录

入了历史数据的话，该空通常选择‘后备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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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点 3.

点击记事本按钮可以录入注释，和配种注释表格的主要成分是一样的（见第 21 页）。

录入转入

从转移主菜单选择‘转入’

转入表格

录入各单元间转入逐步指南：

该表仅用于在 PigCom 中已有的个单元中母猪的互相转入。大多数情况下，该表是不会用

到的，但是如果你需要该表的话，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o 当一头母猪从 PigCom 中的某单元迁移至另一个单元，所有数据录入必须在接收母

猪的单元发生。

o 来源指的是母猪所来自的单元，旧标签指的是在旧单元使用的标签编号。

o 新的标签可以和旧的一样，也可以更改以适应新单元。

o 对纯种、已设置耳号验证的单元，PigCom会通过耳号自动填充血统详细信息。

o 无需在母猪之前单元录入其离开信息，母猪离开时，PigCom 会自动记录该转移，

并记下原因是‘销售育种’。

一旦录入所有转移信息，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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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公猪转出&母猪/后备母猪转出

录入公猪和母猪/后备母猪转出育种群的过程是一样的。但，是在 2 个不同的表格录入这

些转出；对每一个表，都遵循同样的说明：

选择转移主菜单的‘公猪转出’ 或‘母猪/后备母猪转出’

公猪转出&母猪/后备母猪转出表格

录入公猪、母猪/后备母猪转出育种群逐步指南：

公猪和母猪/后备母猪不能录入进同一张表中。‘公猪转出’表只允许录入公猪标签，
‘母猪/后备母猪转出’只允许录入母猪/后备母猪标签。

1. 转出日期

录入猪离开猪群的日期。

2. 耳标

录入离开猪群的猪的耳标。

3.

录入猪离开猪群后前往的目的地。

如果猪死亡的话，这的目的地则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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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录入猪离开猪群/死亡的原因，或从下拉式菜单选择原因。

5.

母猪/后备母猪表格中包含注释部分，需要的话可供录入母猪离开的注释。注释表格以配

种注释表格为基础（见第 21 页）。

一旦完成录入所有公猪/母猪/后备母猪相关信息，点击‘提交’

注意:

你可以在你的‘选择列表录入猪离开猪群后前往的所有可能目的地。你也可以将目的地

中的任何一个设置成记录死亡用的，并在报告中体现。

例如，你可以用‘射杀’选项代替死亡，该死亡也会记录进每周/每月死亡总数中。

所以，你也可以录入该猪被射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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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仔猪/生长猪转移

从转移主菜单选择‘仔猪/生长猪’

该表用于录入生长群相关的所有转移，例如：

断奶转移 - 从育种群转移至生长群

销售 –销售育肥猪

购买 – 断奶仔猪/储备猪购进

死亡 – 生长群死亡

转入 – 育肥猪从 PigCom一个单元迁移至另一单元

和解– 该功能会在之后探讨（见第 86 页）

仔猪/生长猪表格

录入仔猪/生长猪转移逐步指南：

1. 日期

录入转移/死亡日期。

2.
来自

录入猪从什么地方转移而来。

例如:

断奶猪转移 - 育种群或产房等

销售或死亡 - 生长群或育肥舍等

迁移或购买 - 猪场名称或育种公司名等



44

3.
去向

录入猪被转移至的地方。

例如:

断奶猪转移 - 生长群或断奶舍

销售或迁移 - 猪场/公司/市场/屠宰场

死亡 - 死亡

4.

生长群批次

如果你的生长群采用批次编号系统的话，那么转移和死亡可分配至特定的批次。批次编号

可在‘选择目录’进行设置。I

5.

记录死亡的位置。

6.

录入死亡的话，只需选择一个原因；但是该空不能留作空白，因为会影响到报表。从下拉

式菜单选择死亡的原因（在‘选择目录’设置好）。

7.

选择转移/死亡猪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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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录入转移/死亡猪的数量。
9.

录入涉及转移的所有猪的总体活重量量（对死亡猪该空是可选的，如果不填的话，系统会

根据猪的类别录入默认值）。

10.

该空可录入转移/死亡猪的身份（窝产中记录的标签号）和重量。

你不想填的话，可不录入。

如果在该表录入每头猪的身份和重量的话，PigCom

会利用这些数据计算每头离开生长群猪的生长率。

可在每周育肥猪生长率报表中体现。

耳号空格（只读）显示的是猪 ID 身份的全称，以确

保录入的猪是正确的。这些信息无需手动录入。

可能录入进仔猪/育肥猪表单的数据举例：

a.
b.
c.

a. 转移 100 头断奶仔猪至生长群（平均重量 7 千克）

注意:

如果你将猪从生长群转移至育种群，无需再改表中录入。

你应当将它们录入进 PigCom 中的‘公猪转进’/‘母猪/后备母猪转进’表单，在该章

节的前面已详细说明。PigCom则会从生长群中自动识别这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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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转移 80 头培根猪至屠宰场（平均重量 95 千克）

c. 因腹泻死亡的一头断奶仔猪，猪身份 ID 是 8000

筛选记录以查看录入的数据

换句话说:

o 如何查询记录

o 如何更改记录

在该章节，所有的解释说明将以配种表单作为例子。但是，对于所有的表单来说原则都是

一样的，所以只要你掌握了如何子啊配种表单中运用筛选功能，你就能够在 PigCom 所有
的其它表单使用。

在所有的录入表单中，你都能看见‘编辑’ 按钮，如下图配种录入表单上所

示：

例子，‘编辑’按钮在配种表单中的位置

点击‘编辑’ 然后表格顶部的‘筛选’面板将被激活，则可以录入数

据了。

该‘筛选’面板就是你录入你想要搜索的信息的地方。你可以只在一栏中录入数据（如日

期）或录入你想录入的栏目数（如果你在搜索一条特定信息的话）。

例如:

如果你想搜索一个特定日期中属于第二次配种的配种事件，你需要在‘日期’一栏录入该

特定日期，以及在‘配种’一栏录入‘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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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搜索参量

1. 下拉式菜单选择

在‘筛选’面板，下列栏目可以运用下拉式菜单进行选择：

如果你想运用这些栏目搜索数据，只需通过下拉式菜单选择你想要搜索的选项。

2. ‘选择如果’

在‘筛选’面板，以下栏目可运用‘选择如果’功能自定义你搜索的条件。

当你点击这些栏目的任何一个空格（‘筛选’面板中），以下表单将会出现：

在该表单录入与你想搜索的数据相关的信息。

拿‘日期’作为例子：

当你点击‘日期’空格时，该‘选择如果’表单将出现，你将会有以下几个选项供

你筛选：

等于 - 一个特定的日期

不等于 - 所有与你录入日期不同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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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 你所录入日期之前

大于 - 你所录入日期之后

介于 - 介于你所录入的两日期之间

缺失 - 将搜索日期缺失的记录，即空白

例如:

如果你想搜索介于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之间的配种，则：

筛选所有 PigCom 记录

一旦录入完你所需的所有搜索条件，则可命令 PigCom筛选记录。

点击 ‘立即筛选’

PigCom将会筛选出所有符合你条件的记录。

该线（表单的最底端）可以看到 PigCom 筛选出的符合你条件的记录的条数。该例子中，

找到 140 条。运用箭头按钮跳过每一条记录或录入一个数字可直接跳到那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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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筛选出的记录按特定顺序排序

你可以运用‘排序次序‘功能改变展示的记录，选择你想对数据分类排序的类别。

选择想要的数据分类排序类别（从下拉式菜单）。

2.

运用该按钮改变你数据排序方向，上升（最小值在最上方）或下降（最小值在最下方）。

3.

如果数据包含相同的值（例如，若你按日期排序，在某日期上有 10 条记录），你可能会

对同一日期记录添加一个排序次序。可以添加一个‘排序次序’。

例如

o 通过日期给 100 条记录排序了

o PigCom已经将这些数据分类并按日期排序

o 2001 年 1 月 1 日有 10 条记录

o 你可添加一个次序将该 10 条记录按特定次序再排序（例如，第二次配种靠前等）

上述例子排序次序筛选如下

编辑和删除记录

当你已经找到想要的记录，你现在可以：

o 编辑（改变）记录

o 删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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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辑记录

编辑记录只需选择你想编辑的记录，并点击该记录恰当的数据按要求改变记录即可。

然后点击‘关闭’

2. 删除记录

若删除整条记录，

点击你想删除的记录旁边的箭头（空格将会变黑）

点击键盘上的 [删除]按钮。

则会出现以下警告对话框：

一旦你明确要删除该记录，则点击‘是’。

注意:

若你设置好筛选条件找到特定记录后，更改了该数据，由于其不再符合你的筛选条件，

它将从屏幕中消失。这是正常的——如果你重设筛选条件搜索新更改的记录，它将出

现。

注意:

一次性删除不止一条记录时，点击黑色箭头并将光标下拉至覆盖所有你想删除的记

录。

你所选择的将删除的记录左侧空格将变黑（与第一条记录箭头同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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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报表

当录入每周的数据以后，你就可以制做每周报表了。

首先点击主菜单上的 ‘报表’按钮

然后点击报表菜单上的‘每周’按钮

然后你的屏幕上会出现每周报表表格选项栏。

报表表格

选择报表表格逐步指南:

1.

在上述框中键入要制作的每周报表对应周的终止日期。

2.

从下拉选项中选择需要的报表格式。如果你需要制作许多报表，表格的每一行都可以用来

制作一份不同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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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每周报表:

‘本页概要’

对过去一周的活动的简单概括，配种概括等。

‘种群转移’

该周期间猪转进和转出畜群情况明细表（不包括死亡情况）。

‘经产母猪/头胎母猪配种’

已到配种期的后备母猪和干奶母猪清单。

‘分娩猪’

待分娩母猪和后备母猪清单。

‘断奶’

已断奶母猪清单。

‘妊娠检查/免疫’

到期应进行妊娠检查或疫苗接种的母猪情况报表（这些类型的报表可以在猪场设置中进行

自定义，参见第 8 页）。

‘公猪配种情况分析’

公猪使用明细分类表（仅单一公畜配种）。

‘公猪交配情况分析’

每头公猪每周使用人工授精剂量的情况统计。

‘配种分析’

前 20 周配种历史记录明细表，包括返情、流产、分娩等情况。

‘离群数’

因返情、流产等原因导致一整周不能进行配种的母猪清单。

‘生长猪生长率’

单只猪离开生长群时的生长率，届时其重量和 ID 身份都会被记录。

‘存栏明细-后备母猪配种’

到期应配种后备母猪报表册。

‘存栏明细-经产母猪配种’

到期应配种母猪的报表册。

‘存栏明细-分娩’

到期应分娩母猪情况报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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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栏明细-断奶’

到期应断奶母猪情况报表册。

3. 一旦你选择好自己需求的报表格式，请点击‘查看报表’按钮

注意:

一旦就你对报告列表进行了第一次选择，你每次启动该报告表格时 PigCom会自动展示

该列表。

因此，打印报告更简单的方式是每选择一种报告的同时在“份数”框里录入“0”（报

告将不会被打印）或者“1”（将被打印）。

例如:

在这个例子中，只有本页概要、种群转移报告和公猪配种情况分析报告会被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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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上就会显示输出选项窗格。

你可以在屏幕上预览选择的报表（然后打印），也可以直接发送打印机。

点击选择按钮 选择预览或者直接打印。

点击

注意:

输出选项让你可以在自己电脑上保存报告电子版，这样可以用于电子邮件发送等。

如果你选择了这个选项，你就可以强调希望保存的报告的格式。建议使用的格式是快

照格式（可以通过 PigCom CD 盘安装，参照第 1 页的说明）。

点击 后，PigCom会提示选择保存的文件夹，选择文件夹然后点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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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1 – 每周概要

每周概要显示了过去的一周情况的详细总结。该报表上的数据应当与你之前录入的每周数

据相符。如果存在差异，你就应当仔细检查数据找出录入错误（例如错误的日期）。

[繁殖]部分显示的是过去 22 周的数

据——公猪生育能力应当高于或者

等于受胎率，因为受胎率排除了因

流产和不正常返情导致的配种失

败。分娩率则显示了第 17 周到第 22

周（即最后 5 周）的实际分娩率。

[断奶 ]部分一共分为[首次断奶]、

[额外哺乳后断奶] 、[提前断奶]和

[留用](正被用于额外哺乳的母猪)四

项。这四项加起来的总和就是所有

断奶的母猪的总数了。

[存栏数] 部分显示的数据这是从最

后一月或者最后一批次的存栏数相

加所得，并且其中包含了死亡和其

他所有变动情况。

[转移]部分展示的销售数据则包括生

长群和育种群转移的总数。

图表中的目标行可以在猪场设置中

的每周表格（见第 8 页）进行设

置。

报表 2 – 种群转移

上一周所有的畜群转移情况都会在畜群转移报表中列明。生长群中未在 PigCom 中记录死

亡原因的死亡猪将出现在该报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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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3 – 经产母猪/头胎母猪配种

该表罗列的是到期应配种的后备母猪和经产母猪。该列表是根据失去天数和转进畜群的天

数进行分类的，以优先或突出某些重要的配种母猪。

在该例子中，报表显示了每天应配种母猪的所在位置。这必须在断奶时已记录好，后备母

猪所在位置在此处没有设置。后备母猪进入该畜群时，不会记录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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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4 – 分娩猪

该报表列明了前一周已分娩产仔的母猪/后备母猪，以及未来几周内到期应分娩的母猪列

表。

在该例子中，只显示了一周内应分娩的母猪，以控制报表的长度。母猪所在的位置都被记

录了，但后备母猪的分娩位置应某个原因未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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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5 – 断奶

该报表列明了到期应断奶的母猪/后备母猪，以及当前周已经断奶的母猪。该列表分类排

序将最早分娩产仔的母猪放在该页最上方。

每个例子中母猪的位置都列明了，到期应断奶母猪显示的位置会是分娩时录入的位置（除

非期间变更过）；已断奶母猪显示的位置是断奶时录入的位置（除非后来变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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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6 – 妊娠检查/接种疫苗

以下是 PigCom 生成的一个妊娠检查报表的例子。其中显示的信息是可以定制的，以匹配

你妊娠检查或接种疫苗的程序（见第 8 页）。

如果记录位置的话，报表中将会显示以协助在单元中找到母猪。在该例子中，母猪有位

置，但数据文件中后备母猪没有位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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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7 – 公猪配种分析

公猪配种分析报表显示了公猪每周被使用的次数（仅单一公畜配种）和每头公猪在过去

16 周的生育能力。如果一头母猪经多头公猪配种，则被分类为混合公畜配种。

若录入配种数据期间，同时也录入了操作员代码的话，则每个操作员在过去 16 周内的工

作效率也会在报表的底部显示。如果每头母猪对应记录有多名操作员的话，操作员则被分

类为混合操作；但如果未记录任何操作员信息的话，则分类为未知。

报表 8 – 公猪交配分析

公猪交配分析与公猪配种分析是有区别的，因为交配分析汇总了过去 16 周中每头公猪的

所有交配和人工授精剂量的使用。这将凸显出低于或超过工作量的公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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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9 – 母猪/后备母猪配种分析

该报表是对育种群中可能的生产力问题的概览。第一个表格中显示了每周配种的数量以及

当周返情的数量等。退出表格则显示了每个配种周对应出现退出（返情，屠宰等）所在的

周。该总结概述了妊娠期容易发生怀孕失败的阶段，并能凸显出影响生育能力或返情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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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10 – 离群数

退出报表列明了每头从配种组/配种周退出的母猪/后备母猪，并给出了离群的原因（返

情、屠宰、流产等）。

报表 11 – 存栏明细

存栏列明的是下一周应配种、分娩或断奶的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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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14 – 生长猪生长率

该报表显示的是每头销售或在内部转移的猪的生长率。该报表需依靠录入销售时在仔猪/

生长猪转移表格中记录的身份及重量（见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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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总结报表（合并）

PigCom 也可生成每周总结报表，叫做“合并”报表。该报表同标准的每周报表有所区

别，综合性报表包括了每周活动的明细，母猪怀孕和分娩预测的概览。综合性报表同时也

在一份报表中分析多家猪场，报表可根据需要分析一个单元或数家猪场。

在报表主菜单点击“合并”

屏幕中将出现猪场选择表单。

猪场选择表单

你可以选择一家猪场以生成报表，

也可以选择多家猪场（需要的

话）。

运用下拉式菜单选择猪场。

点击“完成”

‘报表-合并’表单将出现在屏幕中。

报表-综合性表单

点击

选择你所要的报表，按照每周报表章节的方式打印（见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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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报表：

‘每周合并报表’

对每周活动的总结性回顾。

‘每周育肥群概要’

育肥猪转移/死亡概览。

‘每周妊娠’

过去 17 周内受胎率和退出情况的明细。

‘每周分娩’

未来 17 周内应分娩母猪的明细。

‘生长猪死亡’

生长猪死亡数量及死亡率。

‘预期销售’

透过录入的数据预测的销售。

‘转移概要’

所有从生长群和育种群转移（不包括死亡）的概况。

‘育肥猪生长率’

从育肥群中销售的猪的生长率。

‘本页概要’

每周报表中的总结页综合了所有单元的信息。

‘配种分析’

综合性的每周配种分析表格，显示了过去 20 周配种的历史明细，包括返情、流产、分娩

等。

报表 1 –每周合并报表

每周合并报表是对一个或多个单元每周活动的简要概览，将所有必要的生产因素显示在一

页简洁的报表中。

报表 2 – 每周育肥群概要

每周育肥群概要显示的是当周初始和末尾存栏数、购进和销售数（包括内部和外部转移）

及死亡数。常见的死亡原因明细也会显示在报表上，以凸显出育肥群潜在的健康问题。这

些死亡原因可以在‘条件’选择目录进行定制。

每周总结报表中的存栏数据来源于最后记录的存栏数，并基于初始存栏数对每一类别进行

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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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3 – 每周妊娠

每周妊娠报表显示的是过去 17 周内一个或多个猪场的受胎率。图表显示的则是其上方表

格的总数。

图表下方的推出表格显示的是所选单元推出概览，以监测各单元可能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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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4 – 每周分娩

每周分娩报表时对未来 17 周内应分娩母猪数量的预测。同样的，表格下方的图表显示的

是总数。

报表 5 – 生长猪死亡

生长猪死亡报表显示的是每周生长猪的死亡数及其死亡率。图表中也会显示前一年的死亡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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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6 – 预期销售

预期销售报表是依据前期录入的数据及当前死亡趋势对所需时间段销量的预测。该报表同

样适用于预期后备母猪/公猪的销售，或是仅对下一周或一月培根猪数量的预测。

打印该报表之前，屏幕上会出现以下窗格，让你设置报表中的各项参数。

可设置的参数如下：

妊娠周期-预估的怀孕时长（16.5 周=115 天）

生长到销售周期- 猪可销售时的目标周龄

预测周期- 报表中希望包括的周数

选择率– 被认为可销售的猪的百分比。对后备母猪/公猪，其可设置成当前选择率，对

商品培根猪则设置成 100%

单独猪品种 – 若需要不同猪品种的销售报表，则勾选该空格；若需要的是对所有猪品

种的总结报表，则不勾选。

预期销售报表则会显示出自所要求周开始的预估销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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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7 – 转移概要

该报表是对所有育肥群和育种群猪只转移情况（不包括死亡）的概览。同一猪种转移至同

一目的地的将被归在一类，以显示所选单元销售情况。

报表 8 – 生长猪生长率

该报表显示的是所选单元中从育肥群中所销售的或场内转移的猪的生长率。该报表生成前

提是录入销售时在仔猪/育肥猪转移表格中记录有猪的身份及重量（见第 42 页），或后备

母猪/公猪转移至育种群时记录了耳号及重量。报表的设计布局同第 58 页的图表是一样

的。

报表 9 – 本页概要

该报表显示的是综合性猪场概况及过去几周在这些猪场发生的事件。报表的设计布局和第

52 页的图表是一样的。

报表 10 – 配种分析

该报表是对所选猪场配种次数及其预测分娩率的整体分析，报表的设计布局同第 56 页的

图表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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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报表

概要报表中包含的报表包括母猪卡、公猪/母猪清单和母猪历史记录。

点击报表主菜单的‘概要’

屏幕上则会出现概要报表选择窗格。

报表选择窗格

点击箭头选择所需报表：

概要报表窗格只允许一次选择一种报表，不

像每周/每月报表可选择多种报表。

可用概要报表：

‘公猪列表’

猪群中所有公猪的数量清单。

‘公猪列表——详细’

当前公猪清单及其性能详情。

‘生长批次总结’

某特定批次生长猪的性能总结。

‘仔猪列表’

PigCom中所要求的 2 个日期间仔猪 ID 的清单。

‘母猪卡——基本情况’

单个母猪卡，显示基本信息。

‘母猪卡——详细’

单个母猪卡，包括母猪历史记录和小的饲养规模（饲养规模可以在‘选择目录’录入，见

第 12 页）。

‘母猪历史记录’

所选母猪的历史性能记录。



71

‘母猪列表’

猪群中母猪数量的清单。

‘母猪列表——按状态’

根据母猪当前状态进行分类的清单（例如，处女猪，怀孕等）。

‘母猪列表——详细’

当前母猪的清单及其状态。

概要报表的设计布局形式会根据所选报表的而改变。以上可用报表有以下四种明显的类

型：

o 列表

o 卡

o 历史记录

o 生长批次

列表

对于仔猪、母猪或公猪列表，只会出现日期空格。

录入想生成的报表那周的终止日期，仔猪列表除外，其需录入‘开始’和‘结束’日期。

卡

这些报表生成的是单独的母猪卡。PigCom 可打印出多种格式的母猪卡（基础或详细），

可根据需要选择。

可单独选择母猪生成母猪卡，也可以从一个配种日期间隔中选择母猪。

a. 选择 2 个日期间配种的母猪（例如，每周配种）

录入所需的母猪配种 ‘开始’和‘结束’日期。

点击‘预览报表’

b. 选择特定母猪生成母猪卡

点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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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gCom 则会打开‘母猪选择窗格’

那些介于配种‘开始’和‘结束’日期的母猪将会自动显示在该窗格列表；

如果你需要特定母猪的母猪卡，则可删除已有的母猪，然后录入所需母猪耳

标。

要从列表中删除母猪，选中其左侧的箭头（将变黑），再按下键盘上的‘删

除’键（需要删除列表中的所有母猪，则选中左边所有箭头）。该方法适用

于你按上述配种日期选出的母猪中出现奇怪的母猪，但不需要其母猪卡的情

况。

点击 然后‘预览报表’

历史记录

要查看一头母猪的历史记录，你必须选择需要生成历史记录的母猪。

选择母猪，点击‘选择’

PigCom 会打开‘母猪选择表格’

录入母猪身份或从下拉筛选项选择，你可以在表格中录入任何你想要的母猪的身份。

一旦选择好母猪，点击‘完成’ 然后‘查看报表’

PigCom 会生成所有你选择的母猪当前最新历史记录。

生长猪批次

选择了生长猪批次总结报表的话，你需要选择希望总结的生长猪批次。

点击下拉式选项，选择所需的批次然后点击‘查看报表’

GEP 用户报表

Pigcom也能给 GEP 授权用户生成额外的报表，这些报表如下：

o公猪列表 - 遗传: 拥有血统信息的公猪列表。

o母猪卡 - 遗传: 包含仔猪信息的单个母猪卡。

o母猪列表 - 遗传: 拥有血统信息的母猪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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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畜登记册
PigCom中的种畜登记册是分开的，所以种母猪和种公猪可以单独筛选出来。在外观上，

种母猪和公猪登记册是一样的，所以其使用都是一样的。

PigCom 中的种畜登记册允许用户查看和打印种群中存在过的任何母猪和公猪的详细信

息。这可用于众多功能中，包括生成当前种群中所有动物的最新种畜登记册。因种公猪/

种母猪登记册中也会列明被屠宰的日期和原因，所以也可以生成离开种群的动物列表。可

以使用种畜登记册上上的筛选选项选择所需的日期。

种畜登记册表格（母猪）

举例说明查看种畜登记册数据可供使用的筛选项：

1. 最新种公猪/种母猪登记册（在‘离开日期’空格筛选掉‘已消失’）。

2. 过去 6 个月进入种群的动物（在‘进入日期’中录入一个‘大于 XX’的日期）。

3. 过去 12 各月屠宰的动物（在‘离开日期’中录入一个‘大于 XX’的日期）。

打印种母猪或种公猪登记册，只需点击‘查看报表’ 则会出现打印预

览，接着就可以打印报表了。

注意:

不可通过种畜登记册表格修改动物记录，需要在数据录入 >每周 >转移表格中的‘公

猪转进’或‘母猪/后备母猪转进’表格中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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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释表格综合了数据录入时产生的所有注释（配种、分娩等），并且可以对选择的猪场的

母猪注释进行查看、筛选或是编辑。该表格可用于检查：

1. 检查对特定一头母猪的所有注释。

2. 检查有过某一特定注释的所有母猪。

注释表格

初始表格都是空白的，因为该表仅设计用于筛选和编辑母猪注释数据。

通过点击‘编辑’ 可对数据进行筛选和编辑，与惯常的筛选方式是一样

的（见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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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每月数据

猪场的生产力是通过录入饲料交货、饲料剩余和每月末/批次单元中猪存栏数进行监测

的。

点击‘数据录入’

选择‘每月’， 录入饲料数据和存栏数据

PigCom则会打开‘每月菜单’

每月菜单

在这可以录入以下数据：

o 饲料交货

o 月末饲料剩余

o 猪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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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饲料交货

从每月主菜单选择‘饲料交货’

屏幕中会自动出现一个信息框提醒你检查‘选择目录’中的饲料价格是最新的。

如果饲料价格已经变更的话，点击饲料交货表格中的‘提交’ 然后在饲料

‘选择目录’中改变价格。

如果饲料价格没有变更的话，可以在饲料交货表格中直接录入数据。表中的每一行代表一

种类型的饲料，每月/每批次的饲料交货在任意一个日期以单独或是整体饲料交货量形式

录入。

饲料交货表格

录入饲料交货逐步指南：

对每一次交付事件，需录入以下数据：

1.
日期

数据饲料交货日期（若录入整体饲料量，建议录入每月或每批次的第一个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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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批次

若在‘选择目录’中创建了单独的生长群批次的话，饲料交货将分配至某一批次的猪。

3.

选择饲料运用的部门（例如，‘育肥群’指育肥猪饲料或‘育种群’指干奶母猪饲料）

4.

如果饲料以袋装交付的话，勾选该空格。用鼠标点击该空格或按下键盘的‘空格键’来勾

选，空格中则会出现勾号。

5.

录入或从下拉式菜单选择所交付饲料的名称。

如果不勾选‘袋装’，那么选择一种特定的需要袋装的饲料（反之亦然）时，会出现以下

消息：

6.

录入饲料交货量（吨）。

如果一种类型的饲料在同一月录入超过一次，会出现以下警告消息，提醒重复录入。

该警告用于帮助对每月每一类型饲料交货进行整合

一次录入的用户。如果希望单独录入每种类型的交

付，可去掉左下角的‘再次显示该提示’前方的勾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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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饲料的成本会自动出现在该空格中，如果价格错误的话，可进行手动更改录入正确的价

格。

一旦录入完所有数据，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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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饲料剩余

在每月/每批次的最后一天录入饲料的剩余量。

若不录入某一特定饲料的剩余量，PigCom 会假定在该期内这种饲料全部消耗。若事实不

是这样，不录入剩余量，将错误的改变猪场的饲料转化率和生产数据。尽管在每月/每批

次最后一天某种类型饲料全部消耗，PigCom 允许录入‘0’值，如果不录入数据的话，

PigCom则默认无饲料剩余。

在每月主菜单选择‘饲料剩余’

‘饲料剩余表格’将出现，可直接录入数据。表格中的每一行代表一种类型的饲料。需在

每月/每批次的最后一天数据饲料剩余量。

饲料剩余表格

录入饲料剩余逐步指南：

对每一种饲料剩余，需录入以下数据：

1.

录入当月/批次对应的最后日期。

2.

若饲料是给某一特定批次猪订购的，则该饲料的剩余量可分配至那一批次。

3.

录入相关的料仓的名字/编号，该项是可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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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饲料运用的部门（例如，‘育肥群’指育肥猪饲料或‘育种群’指干奶母猪饲料）。

5.

若饲料以袋装交付，则勾选该空格。

6.

录入或从下拉式菜单选择所需饲料的名称。同饲料交货一样，如果不勾选‘袋装’，那么

选择一种特定的需要袋装的饲料（反之亦然）时，会出现以下消息：

7.

录入饲料剩余量（吨）。

PigCom不允许所录入的剩余量大于交付量，若发生此事将会出现以下消息框：

若剩余量正确的话，则检查饲料交货是否录入正确。

一旦录入完所有数据，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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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猪群数量

需在每月/每批次的最后一天录入猪群存栏量，不这样的话将导致每月总结报表中的存栏

计算出现问题。需对猪场中每一类型的猪进行存栏统计录入。

从每月主菜单选择‘猪群数量’

猪群数量表格将出现，可直接录入数据。表格中的每一行代表一种类型的猪，所有的存栏

数必须在每月/每批次的最后一天录入。

猪群数量表格

录入期末猪群数量逐步指南：

对每一项期末存栏，需录入以下数据：

1.

录入当月/批次对应的最后日期。

2.

若该存栏量针对某一特定批次，则在此录入该批次号。

3.

选择猪所属的部门（例如，母猪或仔猪属于‘育种群’，断奶仔猪或商品猪属于‘生长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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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猪的种类。所选的部门将会限制猪种类的选择，以避免错误录入（例如，熏肉猪不能

归类为‘育种群’）。

5.

录入该种类的猪的数量。

6.

对每一种类的猪将自动出现默认重量，但是，该项可进行手动录入，以确保更真实的平均

重量。该重量将有利于生成更加精确的饲料转化率。

7.

PigCom会自动计算猪的总重量量，并出现在该空格。

一旦完成录入所有数据，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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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报表

录入完所有月度数据后，即可生成每月报表。

点击主菜单中的‘报表’

点击报表菜单中的‘每月’

屏幕中将出现每月报表选择表格。

每月报表选择表格

在‘日期至’空格录入所需报表月的最后一天或所需批次的最后一个日期。

通过下拉式菜单箭头选择一种报表，表格中每一行可选择不同的报表（与每周报表一样，

见第 48 页）。

选择完所需报表后，点击‘查看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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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每月报表:

‘批次报表’

过去 12 个月每一批次的综合性能参数明细表。

‘饲料分析’

饲料使用明细表，包括每月/批次成本。

‘种群转移’

当月/批次猪转进和转出猪群的总结（不包括死亡）。

‘明细-饲料剩余’

当月/批次饲料使用的基本明细（不包括成本）。

‘每月概要’*

过去 12 个月中每月/批次生产力的总结明细。

‘周期分析’

预设周期内生产数据的详细分析。

‘种畜’**

每月/批次存栏数量明细，可显示 PigCom电脑预期存栏数与手动录入存栏的区别。

‘治疗’

当月/批次用药明细。

‘转移概要’

当月所有育肥群和育种群销售数据的总结概览。

‘生长猪生长率’

当月销售的育肥猪生长率（猪的身份 ID 和重量被记录）。

注意:

* 每月总结报告最上方的存栏量是个波动的数据，其运用最接近开始日期的录入数据

最为报告的初始参考数据（例如，对一个 2005 年 9 月的报告，初始存栏量将以 2004

年 10 月的数据作为参考）。这也凸显出录入每个月存栏数据的重要性。

** 存栏报告只详细说明当前月及前一月存栏数的区别。

这些不同的计算方法表明即使存栏报告显示两种计算相符，每月总结中的存栏数和手

动录入的数据也可能存在差异。该差异显示出历史数据要么存在错误录入，要么存在

错误编辑，并且需要引起注意。

存栏报告也有一份存栏状况表格，是对所有在 PigCom中还有活跃记录种母猪的存栏统

计（即猪群中的母猪和后备母猪数量）。该表格式检查育种群存栏量最好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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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1 – 每月概要

以下是每月总结的一部分，显示的是过去 12 个月/批次的每月/批次数据。每月总结报表最

上方的存栏量是个波动的数据，其运用最接近开始日期的录入数据最为报表的初始参考数

据（例如，在以下例子中 6 月 4 日的数据将作为参考）。若历史数据被错误更改或不经意

录入至错误的月份，将导致报表中的存栏数与手动录入的数据存在差异。报表左侧的目标

项可以在猪场设置表的每月部分设置（见第 9 页）。报表右边的红星是为了凸显出不符合

目标的区域，可能需要着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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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2 – 饲料分析

饲料分析报表显示的是每月/批次饲料交货、剩余和及各部门消耗量的明细。报表中也展

示了每吨饲料的价格及所消费饲料的价格。不同育肥批次饲料剩余在饲料分析报表中是累

计的，以显示出每种类型饲料剩余的总数。

报表 3 – 种群转移

每月种群转移报表和每周种群转移报表相似（见第 52 页），只是汇总的是整个月/批次的

畜群运动。

报表 4 – 明细 – 饲料剩余

库存-饲料剩余报表与饲料分析报表相似（见上方），但报表中无饲料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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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5 – 周期分析

下图展示的是周期分析的一部分。周期分析报表显示的是对预先定义的时间间隔期间的生

产指标的全面概述。该时间间隔可在猪场设置表中的批次部分设置（见第 9 页）。

该分析涵盖了育种群和生长群，同时也有对两种猪群的组合分析。如果生长群被分做后备

群和育肥群，那么该两种猪群则会被单独分析。

报表左边的项目可以在猪场设置表格的每月部分进行设置（见第 9 页）。报表右边的红星

是为了凸显出与目标不符的区域，可能需要着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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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6 – 种畜

种畜报表对比上一月/批次电脑预期存栏数（计算而得）与手动录入存栏数的区别。预期

存栏数以前一月/批次为参考，并考虑当月/批次所有的转进/转出（包括死亡），而生成当

月/批次预期的存栏数。该数据则用以与手动录入的当月/批次存栏数进行对比。

种畜报表也列明了过去 12 个月所录入的调解事件（见第 86 页）。

母猪状态总结是对所有在 PigCom中仍活跃的能繁母猪的数量统计（根据状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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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7 – 批次报表

批次报表用于按批次系统工作的单元，并给一个 14 批次周期的每一批次总结性能指标。

要获取相关的批次报表数据，PigCom 必须设置成批次报表（见第 9 页）。批次定义必须

设置成‘周’或‘自定义’，每周和每月报表也须设置成‘批次定义’。

报表 8 – 转移概要

每月转移概要页和每周转移概要相似（见第 64 页），只是它总结的是整个月的转移。

报表 9 – 生长猪生长率

每月生长猪生长率报表和每周生长猪生长率报表相似（见第 58 页），但包含的是整个月

内销售的生长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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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10 – 治疗

治疗报表的各个部分如下图所示。该报表总结了整个月内农场用药和疫苗的情况并与上一

月作对比。治疗数据在数据录入主菜单的‘健康’部分录入（见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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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事件

如果在打印完一份种畜报表后，你发现电脑中的猪群存栏数量（通过所有录入数据所预期

的数）与实际数量存在差异，不要增加虚假的死亡（可能的未记录死亡）或去除前期录入

的死亡，只需添加一个简单的事件就可调解所有无法说明的猪群数量差异。

种畜数量报表不平衡举例：

建议您:

1. 检查猪群数量存栏或重新盘点下。

2. 确保前一月所有数据都已录入或正确录入（进正确的年、月）。

如果发现不了错误的话，作为最后手段，PigCom 允许录入进一个调解事件来平衡生长猪/

仔猪存栏数量，根据差异大小作为转进或转出。

注意:

调解事件只能用于生长猪或仔猪。如果在经产母猪/后备母猪中发现差异，则失踪或是

额外的经产母猪/后备母猪需要识别出并录入至 PigCom中。



92

调解事件会以转进或死亡的形式包含在每月/批次报表中。

所有前期调解事件都会单独在纸质报表中显示，并且如果后期发现差异原因，可以很容易

更改。

‘每月种畜报表’中所有调解事件例子

调解事件在‘仔猪/生长猪’表格中录入（见数据录入：每周：转移：仔猪/生长猪）。建

议在每月/批次的最后一天录入调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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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录入调解事件

实际数大于 PigCom 预期数：

如果实际数大于电脑预期数，须添加‘转进’调解事件。选择‘来自’空格中的‘调

解’，‘去向’空格中选择生长群或育肥群。

实际数据小于 PigCom 预期数：

如果实际数小于电脑预期数，须添加‘转出’调解事件。选择‘来自’空格中的‘生长

群’，‘去向’空格中的‘调解’。

对于调解事件，‘原因（死亡的话）’是不需要的。但是，需要录入所涉及猪的类型、数

量（差异数）及总重量（见第 40 页，录入仔猪/生长猪转移逐步指南）。

编辑调解事件

如果后期发现了存在差异的原因（如：错误的存栏盘点或遗漏转移），就可以移除或更改

相关月份猪群数量的调解事件了。

遗漏转移

如果发现前一月的转移或死亡，并已经采用了调解事件，只需：

1. 在‘仔猪/生长猪转移表格’中录入遗漏转移并提交。

2. 重新打开‘仔猪/生长猪转移表格’，采用‘编辑’功能 找到录入

的之前所用的调解事件。

3. 修正调解事件中的数量（如：遗漏 1 个死亡的话，调解事件中数量减少 1），然后点击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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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存栏盘点

下一月猪群数量显示上一月数量存在错误（如，9 月份添加了转出调解事件，那么 10 月份

就需要一个转进调解事件），无需再为 10 月份录入调解事件，而应该：

1. 打开‘仔猪/生长猪转移表格’，采用‘编辑’功能 找到相关月份

（9 月）录入的调解事件。

2. 根据需要修正调解事件中的数量（如，需要 3 个转进的话，则期调解事件中数量减少

3）或是删除该记录，然后提交。

3. 打开‘每月数据录入表格’中的‘猪群数量’。

4. 采用编辑 功能，找到相关猪群数量（9 月）。

5. 增加其中一种猪的数量（如储备猪），增加 3 然后提交。

实际上，移除或减少上一月调解事件，你就已经假定上一月猪群数量是错误的，而该调整

则会是当前月猪群数量回归平衡。



95

录入健康&药物治疗数据

PigCom 也能记录药物治疗事件，以帮助监测单元中猪的健康状况。种畜健康的各个部分

都在 PigCom 中分别涵盖，包括水和饲料治疗。报表是月度形式时，药物治疗数据可在任

何时间录入。

在主菜单，点击

然后点击

药物治疗菜单将出现在屏幕上。

健康表格

在该表中你可以录入以下事件的信息：

O公猪治疗

O母猪治疗

O生长猪群治疗

O饲料或水治疗

o仔猪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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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公猪/母猪/生长猪群/仔猪治疗

公猪、母猪、生长猪群和仔猪治疗录入表格式都一样，只有轻微差别。逐步录入指南基于

公猪治疗数据录入，若有差异会重点标注。

点击

公猪治疗表格

逐步录入治疗数据指南：

对每一次治疗须录入以下数据：

1.

录入治疗的起始日期。

2.

录入需要治疗的公猪（或母猪）的耳标。在生长群治疗数据录入表中该空格被替换成‘猪

类型’和‘猪数量’。仔猪治疗数据录入表则只有一个‘仔猪数量’空格。

3.

在状况空格中录入生病或治疗的原因。如果该状况是一种新状况无法在下拉式列表选择的

话，可以在选择目录中录入（见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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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录入所使用药物的名称，新的治疗方式可以在药物选择目录中添加（第 12 页）。

5.

录入药物使用的猪群批次，该项可选。

6.

录入每头猪所使用的剂量。

7.

录入治疗期每头猪使用的药物数量（每一剂）。

8.

录入猪所在的位置。新的位置可以在选择目录中添加（见第 12 页）。该项可选。

9.

生长猪群和仔猪治疗表格包干额外一栏录入耳号（耳号的数字部分），用以识别每头猪。

和生长猪转移表（见第 40 页）一样，这些单独的身份可通过点击绿色箭头进行录入。

生长猪群治疗表格还包含一栏可用于录入生长群批次编号。这样就可以在需要时，将治疗

直接分配至特定的生长群批次了。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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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饲料和水治疗

点击

治疗-饲料/水表格

录入饲料和水治疗逐步指南：

对每一次治疗，须录入以下数据：

1.

录入或选择治疗发生的位置，例如：‘平盖板’或‘6 号棚’（所有可能的位置须提前录

入至选择目录）。

2.

录入或选择被治疗的猪的类型，例如：‘断奶猪’或‘肥小猪’等。

3.

录入治疗的开始和结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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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录入接受治疗的猪的数量。

5.

录入或选择被治疗猪的状况。

6.

录入或选择使用的药物。

7.

适用的话，录入治疗猪群的批次编号；该项是可选的，可留作空白。

8.

录入使用的剂量。

9.

录入每剂量使用的数量。

10.

若通过饲料治疗的话，请勾选该空格；若通过水治疗，则不勾选。

点击



100

财务报表

入门指南

财务年度起始日期

对不同的 PigCom用户，财务年度起始日期是不一样

的，可以在 PigCom猪场部分设置（在主菜单点击

‘猪场’）。

点击猪场按钮，打开新的表格，点击下拉式箭头选择

所需的猪场。

点击分批选项，再点击左侧的‘分批’按钮，即可选

择该年度财务起始日期。例子中所勾选的空格显示财

务年度起始日期是 7 月 1 日。

选择目录

为了 PigCom财务报表能够按预期工作，首先必须编辑选择目录。

在主菜单选择编辑>选择目录

在下拉式菜单中可以看见财务报表中需要的两项选择目录-

i. 成本类别

ii. 成本类型

朱类型目录有两栏-价值和屠宰率。

该价值是在所在重量范围内的平均重量的市场价值，

例如，平均熏肉猪的价值可达到 £70.36， 其屠宰率是 73.5%

你可按照适合猪场的数据录入价值和屠宰率。这些数值在生成报表和其它数据录入表格中

会被用到，如猪群数量（数据录入>每月>猪群数量）。这些数值也用来评估猪群存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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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成本类别

猪场的成本将被归为 PigCom中的 3 种成本类别的一种（下图显示的是默认的设置，可根

据用户需要进行编辑）。

成本类型 -

 固定成本

 变动成本

 收入

这些成本类型将在选择目录中被用作批次成本类

别，并出现在生长群批次财务报表中。

成本类别要么是固定或变动，要么是额外或收

入。猪场的产生费用可能是固定需要支付的费用

而不顾猪场自身的生产力，例如，猪舍的租赁费可能就是固定的需要每月或每年支付

的；也可能是根据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给猪接种疫苗的费用会根据猪只的

增长或减少而改变。

ii. 成本类型

成本类型是猪场需要承担的所有费用的列表。

选择目录包含了农场可能产

生的所有费用的明细，包括

员工新出、药物、饲料、保

险等。

对每一项成本，须告知

PigCom其属于哪类别的成

本。成本类型(a)借款或贷

款（这些将被编制进

PigCom中且不能更改），

须明确是固定成本还是变动

成本（b）之前在选择目录

中设置好。

举例：薪酬（上图第一行）是猪场的借款，是固定成本。

PigCom中的利润/亏损类别选项是固定的，分别是-

 直接成本（借款）~与 PigCom中的每周和每月数据录入相关

 保育&育种成本（借款）

 种畜销售收入（贷款）

 其它收入（贷款）

 管理成本（借款）

 折旧（借款）

 利息（借款）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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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与财务报表布局的各个标题相关联。

利润/亏损类别的选择必须与成本类型相符。

在利润和亏损变动报表中利润/亏损类别与成本类型在不同的部分。每一项利润/亏损类别

都可按照用户选择进行排序，可在排序一栏（d）录入一个数字进行排序。上图中兽医成

本将出现在保育&育种成本中的第一行，紧接着是药物成本。

数据录入

想要最大化利用财务报表，需要向 PigCom录入更多的数据。这可以在一个月或是一个财

务周期的基础上，或是在发票/交货单入账时操作。

点击主菜单的数据录入>财务即可录入数据。在该部分有以下 4 个选项-

i. 贷款

ii. 借款

iii. 预算贷款

iv. 预算借款

i. 贷款

农场产生的任何外部收入（非种畜销售额），包括猪舍/地租赁，机械，咨询等均可录入

借款表格中。

需要的数据是

 日期

 成本类型*

 价值

 生长群批次（可选）

 收据（可选）

 注释（可选）

(* 只有在选择目录中录入后才能将贷款录入至 PigCom-成本类型是贷款)。

PigCom通过运用录入进的每周数据计算猪销售所得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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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借款

借款表格同贷款表格

看起来一样，也以同

样的方式进行数据录

入。和贷款表格一

样，只有在选择目录

中保存成借款的成本

类型才能录入至该表

格。

贷款和借款数据可以独立事件进行录入，或者在月末/财务周期末对特定时间段的总数以

一个数进行录入。PigCom通过运用饲料交货数据计算饲料借款（数据录入>每月>饲料交

货）

录入进贷款和借款的数值被一起整理，在财务报表中分成利润/损失类别（见选择目录-陈

本类型）。

iii. 预算贷款

录入进预算贷款部分的值是基于年度预算限额的（假定猪场有的话）。该财务预算可根据

财务周期分配并

录入至 PigCom

中。预期销售可

录入市场价值。

如图所示，该单

元期望在 2009 年

11 月达到

£61,316.00 的销

售额。PigCom中

可录入每个月的

预期销售额，该

值会与猪场实际销售额对比（PigCom中录入的转出数据）。

如果每个月的预算贷款是一样的的话，则可采用表格右上角的复制预算工具简单地复制这

些预算。

复制一个批次（月），如 9 月份

至未来某批次（月），如 10 月份

首先从右上角‘复制预算’的下拉式菜单选择需要复制的预算，

下方的‘至批次’空格选择需要复制到的批次。

然后点击复制，就可生成新的预算贷款。

注意 数据复制后，可分别对批次进行更改，但是如果复制工具栏中的批次还是选中状态

（被复制的和新生成的），点击复制按钮的话，它会再次重置数据并覆盖已做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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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群数量存栏是 PigCom计算而来，但预算数据需要录入至预算贷款中（间上方图片中的

例子），饲料预算也一样（预算借款部分）。

iv. 预算借款

预算借款的录入方式和预算贷款一样。对财务周期中的值可以以一个数值录入也可以以多

次数值录入表格中。数

据可以从一个批次复制

到另一批次，所以如果

某物的成本是不变的，

那么它们就可以被复制

（与上方复制预算贷款

一样）。

额外数据录入

PigCom在下方数据录入表中有一栏可供录入种畜的成本-

 公猪转进

 公猪转出

销售/购买公猪的成本可以在公猪转进/转出表格中录入。

 母猪/后备母猪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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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猪/后备母猪转出

上图显示了母猪死亡的成本和母猪经市场销售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仔猪/生长猪

录入的熏肉猪的销售价值可以是净费用或是总价值（如果是费用的话，则按借款分别录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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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报表

录入进 PigCom中的财务数据分析报表可在每月报表中找到（主菜单-报表>每月）

在新出现的表格中选择需要的报表。

首先，检查‘终止日期’是否正确-必须是财务周

期的最后一天。

其次，选择想要打印/预览的报表，确保打印份数

空格有 1。

然后点击查看报告和确定。

如果数据是以生长群批次录入的话，则可生成特定批次猪的财务报表。下图显示可找到某

批次猪的财务报表（主菜单>报表>概要）。需在两个下拉式菜单中选择好相关的报表及批

次编号。



107

其它报表

每月合并报表

合并报表允许同一份报表中包含多家猪场。大部分每月合并报表都是基于每月报表，只有

2 个例外。

报表 名称 报表内容描述

1 种畜 所选单元种畜数量明细

2 调解 过去 12 个月种畜数量存在的差异概要

报表 1 – 种畜

合并种畜概要列明了所选单元内每一种猪类型数量的明细。

报表 2 – 调解

调解报表显示的是过去 12 个月内实际数据与电脑计算猪群数量存在的差异。该报表在打

印每月报表前生成有助于确保历史数据没有被更改，并影响前期猪群数量的平衡。调解报

表使得很容易发现一个或多个单元中存在的猪群数量数据差异。

为录入猪群数量的月份显示的是‘-’；若数量平衡则显示的是‘0’。但如果出现差异的

话，则显示的是当月的差异值；该差异也会影响到随后的月份，因为它也会影响到对应的

猪群数量。如果随后的月份数量也不平衡，那么差异将被叠加/抵减，生成累计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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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则很容易被解决，因为可很清晰知道到底哪个月份出现问题。如果每月猪群数量是平

衡的，同时也检查了调解报表，则更加确保了历史数据的正确性。

若时常维护调解报表，也能有助于找到偶然录入到错误月/年的数据，因为该录入会使得

当月的猪群数量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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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报表

分析报表是对单元性能更深入的的审视。单元内配种和分娩都涵盖在分析报表中。

分析报表选择表格可根据需要选择更精确地报表。

分析报告选择器根据农场主要求

可生成更专业的报告。

必要的 话，报表可根据特性进行

筛选：

o品种

o母猪耳标前缀

o母猪耳标后缀

o配种组 – 配种组已录入配种数据

的话（见第 126 页）。

分析报表中显示的信息也可根据

这些参量进行分组，须激活相应

的勾选空格。

PigCom中有以下分析报表。

报表 名称 报表内容描述

1 窝分析-按品种 所有/所选品种窝产胎次明细

2 窝分析-按胎次 所有/所选品种窝产胎次明细

3 窝分析-影响因素图 以图表形式显示分娩详情

4 窝分析-明细 按胎次列明分娩详情

5 窝分析-影响因素 影响分娩的因素，配种次数、公猪等

6 配种分析-公猪成绩 单只公猪和操作员的受胎率分析

7 配种分析-影响因素图 图解配种影响因素

8 配种分析-天数分析 损失天数及返情配种天数概要

9 配种分析-明细 离群和返情配种能够概要

10 配种分析-影响因素 怀孕与胎次、泌乳周期长短等的关系

11 配种分析-配种明细 按胎次列明的配种详情

12 配种分析-概要 所需周期内母猪&后备母猪配种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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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1/2 -窝分析-按品种/胎次

窝分析（按胎次）报表的一部分如下图所示。当前，两份报表都显示了所有胎次的窝分析

明细。需要的话，报表可根据品种筛选或分组显示不同品种窝明细。

报表 3 -窝分析-影响因素图

窝分析-影响因素图报表的一部分如下图所示。该报表基于图表，包含影响分娩性能的多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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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4 -窝分析-明细

窝分析-明细报表如下图所示。该报表根据胎次列明了所要求时期内所有分娩情况，数据

在最后对每一胎次都都进行了总结。

报表 5 -窝分析-影响因素

窝分析-影响因素报表不但考虑了胎次对分娩性能的影响，而且包含了对总产仔数、交配

数和公猪使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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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6 -配种分析-公猪成绩

配种分析-公猪成绩报表如下图所示。报表显示了每头公猪的配种明细及其受胎率。操作

员的效率也在该报表中显示。红星凸显的是工作或是操作员低于平均受胎率。受胎率可根

据需求在猪场设置中的每周部分进行修改（见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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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7 -配种分析-影响因素图

配种分析-影响因素图报表的一部分如下图所示。该报表基于图表，显示了与分娩率相关

的众多配种因素的影响。

报表 8 -配种分析-天数分析

配种分析-天数分析报表给出了母猪与后备母猪损失天数原因的明细。至返情配种的天数

以图表形式也以表格形式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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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9 -配种分析-明细

配种分析-明细报表关注的是每周配种群中的离群数。一开始的总结概述了妊娠期发生的

受胎/怀孕失败情况。重复配种和其它导致离群的原因则在下方列明。

报表 10 -配种分析-影响因素

配种分析-影响因素报表中的‘交配次数’部分如下图所示。报表中的其余表格格式一

样，包括与以下几项的关系：

o胎次

o后备母猪配种时年龄

o泌乳期的长度

o断奶至配种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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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 11 -配种分析-明细

配种分析-明细报表与分娩明细报表相似，列明了某指定时期内所有母猪某胎次的配种情

况，及其配种的结果。

报表 12 -配种分析-概要

配种分析-概要报表概述了某单元的配种性能，包括指定时期内母猪/后备母猪配种总数

量，及一周的平均数。从配种到下一个记录事件（如，分娩、返情等）的天数也会在报表

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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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分析报表

合并分析报表的格式与上述单个猪场分析报表是一样的，但是合并分析报表中允许一个报

表中包含多家猪场。

复配报表

‘复配’报表功能用于当需要多家猪场的单独报表时（例如，需要猪场 A/B/C 的每月饲料

分析报表以对比 3 家猪场的饲料使用效率）。在猪场选择表选择所需的猪场，然后打印需

要额报表，3 份报告将一次性打印出，而不需要单独进每家猪场查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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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过程

正如在该手册开头时提到，强烈建议要定期备份你的 PigCom 数据，以限制因个人电脑问

题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导致数据丢失或损坏。建议至少每周备份一次 PigCom。

在主菜单中点击

然后点击

一个标准的文件目录表将会出现在屏幕上来让你决定在哪储存你的备份副本。PigCom 会

自动地为你创建一个叫做“备份”的文件夹来储存这些文件，但你也可以把它们存在你想

存的地方。

PigCom 将会给备份文件一个默认的名称‘ PCM_(今天的日期 ).BAK’（例如，

PCM_01sep05.BAK，是 2005 年 9 月 1 日给备份文件的的文件名）。建议把这个文件名原

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当你已经选好了想要的文件夹，点击‘选择’ 来启动备份。

PigCom则会备份你的数据。

在备份过程中，PigCom将会问你是否想要压缩数据文件。

注意:

不要直接备份 PigCom到

一个 CD，软盘或 USB

装置。

常常首先备份 PigCom到

硬盘驱动器（例如 C：

驱动器），然后复制任

何所需要的文件到一个

CD，软盘或 USB 装置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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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在问你是否需要通过‘WinZip®’对一个数据的副本进行压缩（将会占用更少的内

存）。压缩这个备份将会允许它被转移到CD或任何其他的便携式存储装置。一旦备份完

成，建议你转移备份数据到一个CD或任何其他的便携式存储装置里（以防未来的硬盘问

题）。因此，如果你想要保存备份到CD等地方，你需要点击‘是’。如果你不想保存到CD

等地方，你应该点击‘否’。

当 PigCom 已经完成了备份过程，一个‘备份成功’的消息将会出现在你的屏蔽上，然后

PigCom 将会返回到主菜单。如果接下来你想复制这个‘Zipped’文件到 CD 等地方，只要打

开‘资源管理器’或者‘我的电脑’并且复制想要的文件就可以了（默认位置将是

C:\Program files\Pigcom\backup）。

修复过程

修复过程将删除当前的数据并恢复以前保存的版本。因此这应该仅仅在目前的数据集有错

误或数据已经丢失的时候进行。

如果在 PigCom 上的数据损坏或丢失，你可能必须根据上次的备份恢复你的数据。如果备

份被存到 CD 等地方，你应该首先复制这个文件到硬盘驱动器上，然后开始修复过程。或

者，你可以使用已经在你的硬盘上备份文件。

为了恢复备份，点击‘恢复’

一个类似于那个备份功能的文件目录表，将会出现在屏幕上。在目录里选择需要的文件

（PigCom可以从要么一个 bak 或是 zip 文件中修复；你可以选择你需要的文件类型）然后

点击‘选择’

PigCom然后将会修复选中的数据副本作为新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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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提示

这些提示将会帮助你以一种更快、更有效的方式使用

沿着录入表格移动或者跳过一栏

以下所有键可用于跳过录入表的一部分或移动到下一行：

o ‘ENTER’ ( )
o ‘空格键 TAB’ (  )

o ‘光标箭头’ ( )

o ‘光标/指针’ ( )

在一行删除一个录入项

如果你需要删除一些你刚刚录入的数据，按下键盘上的‘ESCAPE’（Esc）按钮将会删除

你刚刚录入空格/专栏里的数据。

再按一次‘ESCAPE’将会删除整行数据，并把你的光标退回到该行的第一列。

当编辑（改变）一些数据时如果你按‘ESCAPE’，你刚刚改变的数据将会变回为原始数

据。

关闭附属的录入表格

在 PigCom的一些表格中有一些附属的表格是通过按按钮打开的

一旦你完成了这些表格，它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点击表格右上角的交叉处（这个额外的表

格，不是主屏幕）或者通过按键盘上的‘END’按钮来关闭。

选择勾选框

在 PigCom里的一些表格有一个你可以选择的勾选框，例如，如果你录入的饲料是以袋装

运输，则勾选这个框:

有两种勾选这些框的方法：

1. 用你的鼠标/指示器 ( ) 点击这个框。这将可以选择或不选择这个框。

2. 把鼠标放在勾选框上（通过使用 enter/空格键 tab/箭头等沿着这一列滚动），然后

按下空格键，这将可以选择或不选择这个框。

查看母猪的历史记录

当你录入或编辑母猪的详细信息时是可以查看该母猪的历史记录的。只需当你在该母猪编

号时按下 F5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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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数据录入表的大致介绍

如果你对电脑技术比较了解，你会发现下面这部分将会对你录入数据有很大的帮助。

信息栏图标

所有数据录入表都可以连续录入许多信息，每次你完成一条信息记录的录入，光标或空格

键将移动到下一行的开端。

黑色箭头表示 Pigcom 正在处理当前记录，黑色箭头指向某一行表示这一行将

要录入数据。

铅笔图标表示你在当前行列录入数据（当你开始录入数据，黑色箭头就会变

成铅笔图标）。下面的*图标表示下一条将要录入的信息当你在上一行完成数

据录入时，*记录将会保留默认格式，这样下一次录入信息记录时可以自动默

认格式。

不管什么时候你录入数据和看见铅笔图标，如果你按了取消[ESC]键（一般都在键盘左上

方），你当前行列就会被删除，也就是说，你录入的任何数据都被删除，如果你是在编辑

一条记录，那么所有的编辑痕迹都会消失（但是原始数据将会被保留下来），[ESC]键的

意味着“彻底删除你第一次以来对当前记录的所有改动” 。当涉及到更多的表时，可能

会有一些例外，但通常来说，如果你保持了这条记录或者是表单，[ESC]键就不可能删除

任何编辑记录。

筛选记录以查看录入的数据

在录入界面上录入的任何数据都会提交到数据库（当你按下 [提交]键时），然后这个界面

就会关闭，返回到上一菜单。如果你要是想浏览录入到 PigCom 任何部分的数据，你只需

填写一张表单，这张表单和你第一次录入数据的表单是一样的。

当你打开任何一张表单时，在表单上方都会有部分区域是灰色的无法进行操作。这是信息

筛选区域，用户需要通过它来告诉 PigCom 他们想浏览什么数据。激活信息筛选功

能需要按[编辑]按钮。在有些 Pig Com 表单中，按下[编辑]键会导致表单底部的部分信息

记录区域会变为空白（例如，配种或分娩）或者是屏幕上的记录区域会显现出一些历史记

录（例如，仔猪/生长猪转移）。

如果你激活了信息筛选功能，用户必须填充部分筛选项告诉 Pig Com 你想浏览什么信息。

筛选部分的信息你填写越详细或者说填写的信息筛选项越多，你就能浏览到更为精确的信

息记录，而且这样的话，Pig Com 调出的记录条数将会更少和精确。

例如，拿下面的例子来说，有一个农场主，他想知道有那些母

猪是在 1999 年 1 月 1 日到 4 日之间进入猪群的。第一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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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母猪转进]表单，按下[编辑]按钮；第二步，点击[转进日期]区域，接下来一个筛选对话

框弹出

第三步，点击[之间]选项按钮，在

列表空格中录入例子中的日期。如

果你填写了正确日期，接下来点击

[确认]键，这个对话框就会关闭，

筛选栏的 [转进日期 ]框里的“之

间”字样就会弹出。

最后，点击筛选按钮，系统只会筛选出那些符合你录入条件的记录。

通过表单右下方的记录条数计数器，你可以知道有多少记录是符合你的筛选条件。在这个

例子中，答案是 111 条。

现在，我们想进一步提炼我们的搜索结果，找出出生在

1998 年 7 月 15 号至 18 号之间的母猪。第一步，我们点击

[出生日期]，筛选对话框再次弹出。第二步，录入日期，

点击筛选按钮。

现在，如下面所现，在筛选框出现两个搜索条件，筛选框

下面也没有出现大量记录。

实际上，只有 8 条记录

所以说，如果这些记录是我们感兴

趣的，我们可以像上图展示的一

样，将排序标准增加至 3 个。我们

现在仅用了一个排序标准母猪标签

编号（它是独一无二的），则其他

更多的排序标准不会产生任何影

响，因为与标签没有‘关系’（即

等同价值信息），从而进一步可继

续按照第二种或第三种标准继续排序。

这个箭头代表排序方向，即最小值在最上方。

点击这个箭头图标，它就会变成方向相反的箭头图标。它表

示排列顺序变成最小值在最下方。

好，那我们现在如何处理这个信息呢？你要么是对这条信息

特别感兴趣因为你想要编辑它，要么是你想查看这条信息。

如果你想编辑这个数据，只需简单点击你想编辑的那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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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录编辑器（就是上面例子中的黑色箭头），下一步你就可以编辑数据。如果你完成了

编辑过程，点击[关闭]退出编辑界面，这样你就完成了编辑过程。如果你想查看这些数

据，只需简单点击[打印]，这样你就可以在屏幕上以报告的形式查看、打印或是发送至文

件夹以邮件形式发送或者是直接保存（见下图）

注意 报告中

的排序将与屏

幕中上述例子

完全一样。

打印/查看数据

PigCom 中，所有报告都是按照同样的方式处理

的。不管你在哪里看见[打印]选项按钮，最终输

出目的表单上都会有三个选项。

预览 – 在页面上打开报告。只要在页面上

打开了报告，你下一步就可以打

印。

打印 – 目的打印机将接受打印任务。

输出 – 你可以输出两种文件格式的报告。

快照格式（SNP）是一种微软阅读器格式，任

何安装了快照阅读器(Snapshot Viewer)软件的用户都可以在 PigCom 程序外阅读该种文

件报告。你可以在快照阅读器上打印报告文件。一旦生成了 SNP 格式将不可编辑/更

改。

这种富文本格式（The Rich Text Format)可以被微软 Word 或其他文本编辑软件包打开

。它就是一个强化版的文本文档，这样它就直接可以在文件编辑软件里进行编辑。

不管你选择哪个选项，你选择输

出点击 [确定]后，系统将会自动

提醒在硬盘的哪个存储位置保存

生成的输出文件。确定存储位置

和文件名后，按下 [ 选择 ] ，

PigCom 将会把文件保存在你选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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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录入表单

次级录入表单都是在向初级录入表单录入数据的时候激活的。下面是两个例子：分别是来

自分娩录入界面上的仔猪表单和来自配种录入界面的公猪录入表单。

它们都是通过点击绿色箭头激活的；次级录入表单就会出现在屏幕上，并显示初级数据录

入页面中当前记录的详细信息。

上图我们看到次级录入表单已经打开。在这个案例中，PigCom 现在关注的不再是母猪分

娩记录 B1001，而是她的后代 UGHY1001 的信息记录。因为这样，当次级录入表单关闭

后，你将返回到分娩记录 B1001，你就不能用[Esc]键去修改或删除那些已经录入的数据。

键盘快捷键以及用途

录入数据时，你可以按[TAB]/[] 键或者是[RETURN] / [ ]键跳到下一空格。

提示：如果你在上述分娩表单中使用[TAB] / [] 键而不是[RETURN] / [ ] 键，次级录入表

单就不会被激活打开。所以，如果你不需要录入数据，你可以跳过次级录入表单。

提示：如果你确实打开了次级表单（例如，登记交配的公猪），当你完成所有数据的录

入，可以通过按结束键[END]关闭这个表单，而不需要用鼠标点击表单上的图标接。

提示：当你录入或编辑母猪数据时，你可以按[F5]键，查看该母猪的详细历史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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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删除

你可以通过点击记录选择器箭头（见

右图）和点击键盘上的[删除]键来删除

表单中的记录。此时，系统就会警告

即将删除一条或多条数据记录，是否

确定删除。如果确定就点击(是)；如果

取消这个删除请求，就点击（否)。

如果你想删除一头母猪的时间（例

如，分娩事件），你必须得先删除那

些已发生在该母猪的后续事件（例如，断奶事件）。这可被看作是在一点一点往回倒退这

些数据，知道找到你想删除那项的数据。

PigCom 中的导航

当你在使用 PigCom 主系统时，在菜单上方总有一个有关保存位置的目视检查，下面就是

Pig Com 中表单上的界面布局截图 。

作为一种在录入数据过程中的视觉教具，每个数据录入窗口都被贴上

标签以匹配系统提供的纸张录入表单，在屏幕上将被录入的数据将被

读取到这些表单中。如果你用自己的纸张形式，那么这些标签就没有

什么意义，可以直接忽略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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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录入

每周数据录入

为了便于 PigCom系统内部导航，每周的信息被分成两个类别，繁殖和转移。

所以的每周数据录入都是在这两个屏幕上进行的。

转移菜单是用于记录猪抵达或离开农场的转移，而繁殖菜单是为了记录育种群中的后备母

猪和母猪在繁殖周期的各个阶段的行动。

在以下录入屏幕的描述中*表示必填字段

转移

公猪转进

这个“公猪转进 ”的屏幕是为了记录到达农场的公猪（或者像在第 4 页提到的那样，记录

将被用于‘人工授精单元’中的额外公猪）。

转进日期*-该公猪的进入育种群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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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标* -用于在农场识别该公猪（可以在将来的任何时候被改变但必须在现在的畜群中

是独一无二的-但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复制）。耳标编号也许可以被分为前缀，主体

和后缀。

耳号 –必须是在所有畜群中独一无二的个体标识符（依靠验证设置）。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是可以选的。

来源* –动物转移的地方。这个应该是出生时的单元，以获取谱系详情并开启验证。对

于农场自产的猪来说，这个应该设为生长群部门。然后这就会自动更正存栏数。

 AI 公猪* –勾选这个框将这头公猪设置成默认用于人工授精服务。一头被选为人工授精

的公猪可以在任何时候被用作自然配种（见第 127 页）和人工授精。如果公猪被录入

进人工授精单元，那么在系统上的任何农场里这头公猪都会是“可见”可用的。

重量 – 转进时公猪的重量。

品种 –公猪的品种（看第 12 页）

出生日期 –公猪出生的日期

父本&母本 –公猪的系谱详情

成本 –公猪的购进成本

位置 –当前公猪所在的地点/围栏。地点的选择可以从选择列表中设置(见第 12 页）

位置日期 –动物转移到当前地点的日期

注意 当给有全面谱系和有验证的单元录入耳号和来源时，出生日期、父本母本空格会被

自动填充。

母猪/后备母猪转进

这个屏幕被用于把所有的母猪或后备母猪录入进育种群。

通常，雌性的猪将会作为初次的后备母猪进入育种群，但是如果设置了一个现存的畜群，

你也许会想将母猪录入进它们繁殖周期的不同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所有的母猪配种

后录入，所以母猪将会以[干奶] 状况和胎次[x]的形式录入。接下来要发生在母猪身上的事

是录入配种数据（见第 126 页）。然而，母猪可以在任何状态时被录入。

转进日期*-该母猪的进入育种群的日期

耳标* -用来在农场识别该母猪（可以在将来的任何时候被改变但必须在现在的畜群中

是独一无二的-但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复制）。耳标编号可以分为前缀，主体和后

缀。用前缀/后缀将母猪归为一类供以后分析（见分析报告）例如蓝色标签设置前缀
=’B’

耳号-必须是在所有畜群中独一无二的个体标识符（依靠验证设置）。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是可以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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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这个应该是出生时的单元，以获取谱系详情并开启验证。对于农场自产的猪来

说，这个应该设为生长群部。然后这就会自动更正存栏数。

胎次*-这是动物进入畜群时的胎次，即为该母猪记录的第一个数据。正常的持续记录通

常会是[0]，不计启动阶段记录。

状态-母猪进入畜群时的状态。通常会是[青年母猪]，不计启动阶段记录。

重量*-母猪进入畜群时的重量

品种*-母猪的品种（见第 12 页）

出生日期*-母猪出生的日期

父本&母本*-母猪的系谱详情

成本*-母猪的购进成本

位置*-当前母猪所在的地点/围栏。地点的选择可以从选择列表中设置(见第 12 页）

位置日期*-动物转移到它现在的地点的日期

注意 当给有全面谱系和有验证的单元录入耳号和来源时，出生日期、父本母本空格会被

自动填充。

这个 按钮激活了次级表单，供用户对转进的后备母猪/母猪录入注释（见第 127 页配种

评论表单）。

转入

转入屏幕是用来记录在 PigCom现存的单元间转移母猪。

该操作只需切换

至该接收单元屏

幕并录入以下详

细信息：

转入日期*

来源*

旧耳标*

新 耳标 ( 前

缀，主体和后缀)*

价值-账户设置的固定成本

这能给 PigCom 提供充分的信息来给母猪在接收单元中制作新的记录，并正确设置其状态

及胎次。该程序也将该母猪从提供该母猪的畜群中转出了。转移发生当天母猪将以[供育

种出售]的原因离开供应该母猪的畜群。

公猪转出

该屏幕记录离开育种群的公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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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公猪仅在进入和离开育种群时可使用。人工授精公猪在离开育种群之后七天内仍可

使用。

转出日期* –公猪离开育种群的日期。

耳标* –离开育种群的公猪耳标。

目的地* –在离开畜群后公猪所去的地方

原因* –为什么公猪离开畜群。

成本 –屠宰时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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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转出

该屏幕记录母猪离开育种

群时的详细信息。一旦一

头母猪已经被记为已经离

开畜群，则其离开育种群

后不可添加其它信息。

转出日期*-母猪离开种

畜群的日期。

耳标* –离开畜群的母猪耳标。

目的地* -在离开畜群后母猪所去的地方

原因* -为什么动物离开畜群

成本 –屠宰时的价格。

这个 按钮激活了次级表单，供用户对转进的后备母猪/母猪录入评论（见第 127 页的配

种评论表）。

仔猪/生长猪

这个表格用于饲养群

相关数据的录入，包

括断奶仔猪的转移

（从育种群到育肥

群），在 PigCom 单

元中转移，收购，销

售和死亡。运用调解

功能也能在这更正存

栏量存在的差异（在

该章节已详细讨论）。

这种表格的数据录入是按照标准的 PigCom格式：

日期*-转移或死亡的日期

来自*-猪转移的起源地（例如）

 为断奶仔猪转移的种畜群或产仔棚

 为了销售或死亡的喂养群或育肥棚

 为了转移和收购的农场或公司名称

去向* –猪转移的目的地（例如）

 为断奶仔猪转移的喂养群或断奶住宿

 为了销售或转移的农场，公司，市场或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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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死亡的“死”

生长群批次 -与转移/死亡相关的生长群批次

位置 –猪来自的围栏/猪舍

原因* -当记录一次死亡时，从下拉列表里选择死亡的原因，在每周的 打印里死亡的

故障和原因会被给出。

类型*-从下拉框中选择在转移中有关的猪的类型

数量* – 转移中涉及的猪的数量。

重量* –在转移中的猪的全部的重量（如果留空默认值将会进入死亡）。

价值 –猪出售/死亡/转移的价值

仔猪 –有关的猪的身份证明（例如，记录的耳号/耳标）（可选择的）。

注意 请注意，从生长群到种畜群的品种库存的转移不应该进入这个表格。当细节以公猪

转进或母猪/后备母猪转进的形式进入，PigCom自动地识别从生长群的这些转移。

调解

当计算出的猪群数量（从所有录入的数据中得出的的预计数目)和一个手动录入数存在差

异时，PigCom 允许一个对账调解事件被录入，根据差异确定为一个转进或是转出。调解

是单独被展示在打印的每月猪群数量报表里的（见第 83 页），并被总结在每月总结报告

里的(看第 80 页）而不是被包含在收购，出售或死亡中。

录入转进调解（实际数据大于电脑计算数），在‘来自’选择框中选择‘调解’并在‘去

向’框中选择‘生长群’。对于销售调解(实际数据小于电脑计算数），在‘来自’框中

选择‘生长群’并在‘去向’框中选择‘调解’。

调解事件也要求录入猪的种类，猪的数目（两种计数方法之间的不同）和估计的总重量。

如果后期发现了实际的错误，就可以移除或更改相关月份猪群数量的调解事件了。

注意 增加销售调解也会因此增加死亡数。然而，转进调解不会减少死亡数。这是因为假

死很少是记录错误这种类型的原因。用这种调解事件减少死亡数将会掩盖真正的死亡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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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

配种

在这个屏幕框里，所有配种相关信息都已经录入。清楚地说明一下，在这本手册里，

一次配种事件指的是一群（组）交配事件。因此，一头母猪可能在两天内发生多次交配，

并且她可能间隔 21 天后再次发生多次配种事件。

在这个配种信息框，你必须录入日期和母猪的标签号，剩下的其它信息不是必须填的。

但建议一些具体的信息也记录在内。

配种母猪必须是[干奶]的状态。

如果给哺乳母

猪配种，该母

猪必须记录为

已断奶。这可

以避免关于数

据 有 效 性 问

题，保证数据

的清晰。

日期* – 配种日期。

母猪* – 配种母猪耳标。

胎次 – 配种母猪的胎次（PigCom软件自动填充）。PigCom软件至始自终将 Parity（胎

次栏）视为配种胎次。青年母猪指的是没有配种的后备母猪，配种后则变成头胎母猪

直到产下第一窝仔猪。

品种 –指的是配种猪的品种，并考虑了其父本母本品种（Pigcom 自动填充）。如果它

们是同一品种，那么在配种品种设置为一样。如果不是一个品种，那么需检查杂交

表；如果杂交表中记录有该种杂交，则窝产仔猪根据相应的记录作标签。如果以上都

不正确，那么该配种品种默认将是母本品种。

配种 –指的是当前母猪胎次的配种编号。例如，1=第一次配种，2=首次返情配种，3=

第二次返情配种等（PigCom 自动填充）。如果母猪状态是[怀孕]，

却被录入成已配种（即已返情配种），则会出现一个提示框提示用

户出现的错误。用户可检查上一次配种，因为这可能是一次错误的

识别。PigCom 也供用户选择取消该记录选择另一耳标或是继续使用

该耳标并将母猪设置成返情。

配种组 – 可分配至配种的标签。在选择记录中添加后可

以给出不同的标签（见第 12 页）。该标签可用于配种

分析，也可用于实验，例如记录治疗时（例如，类型 1

导管，类型 2 导管等），或也可用于后期分析中记录注

释，例如授精不佳。

位置 –指配种的围栏位置，或者是母猪移动到配种的位置。设置后将改变该母猪当前的

位置，在随后的每周报表中也是该位置。在母猪/后备母猪屏幕可随时修改当前位置。

位置选项可在选择目录里设定（见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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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猪 –这部分显示的是登记的和该母猪交配过的公猪。同一头公猪交配过 3 次，其耳标

将显示 3 次。

该 箭头可激活用于注册本次配种事件多次配种的次级表单。至少录入一次日期和公

猪耳标。如果你不想录入这些信息，那么按[TAB]键跳过这个箭 头，这个表格就

不会出现。然而，没有公猪的数据，PigCom 就会警告用户无交配信息。

时间* –交配发生的时间。这里在 4 天中都列了 AM/PM 两

个选择。

公猪* –用于与母猪交配的公猪耳标。它可以是猪场的种公

猪，也可以是用户设置的某种渠道（公司或基因系谱）而

得的人工授精的 AI 公猪的‘耳标’。

 AI 配种 – 勾选框用于显示是否人工授精（勾选）或自然配

种（不勾选）。若录入的耳标显示转进猪群时是人工授精

公猪，那该空格在录入耳标后会被勾选上。同理，若是自

然配种则不会被勾选。若猪场实际人工授精公猪被用于自

然配种或是种公猪被用于人工授精，用户可修改覆盖该默认值。

操作员 – 用于显示监管配种人员的标签。该数据用在分析每周报表和分析配种报表，

以展示操作员效率。

交配表格可按下[结束]按钮关闭。

该 按钮可激活次级表单供用户录入对该配种的注释。

耳标，日期，胎次和类型是自动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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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 你关于配种情况想增加的注释。新的注释可以在选择目录中录入（见第 12

页），也可以在注释空格中直接录入然后点击[是]。

 操作员 – 记录作注释的人的标签。

注释表格可按[END]键关闭。

妊娠检查/流产

该屏幕用于记录母猪在妊娠检查后

的情况：[不确定]或者[未怀孕]。

流产的母猪也录入在这个表框里。

检查为返情配种但将被捕杀的母猪

可以标记为返情。受胎率将被精确

报告出来，无论你是否在该母猪在

被捕杀钱标记为返情或被标记为因复配被捕杀等。母猪因复配或流产被捕杀会导致前期配

种被视为配种失败。。

如果母猪被标记为[情况不明]或者[未怀孕]，随后发现怀有猪仔，那么可在该表框里标记

为[怀孕]，或者删除前面录入的信息。

日期* –妊娠检查或者流产等的时间。

母猪* –被检查母猪的耳标。

结果* –妊娠检查或者流产检查结果（选项有：流产，不确定，怀孕，未怀孕）

激活次级表单，可以录入关于该返情的注释，与录入配种评论方式一样。点击[End]按钮

可关闭该表。

分娩

该屏幕用于登记窝数和仔

猪。

日期* – 该窝出生日期。

母猪* – 产该窝母猪耳标。

胎次 – 该母猪该窝胎次

（PigCom自动填充）。

品种 – 与有效配种的配种品种一样（PigCom自动填充）（见第 12 页）。

位置 – 分娩时母猪所在位置，例如，34 号分娩栏。设置后将改变该母猪当前的位置，

在随后的每周报表中也是该位置。在母猪/后备母猪屏幕可随时修改当前位置。位置选

项可在选择目录里设定（见第 12 页）。

窝 ID – 该窝仔猪的耳号，需与猪场设置时的耳号掩码格式匹配，且必填。不使用该功

能的话，PigCom会在该空添加‘母猪耳标_胎次’格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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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猪仔* – 该窝公猪仔的数量，若出生时为记录性别的话，所有活仔猪都可记录进公猪

仔或母猪仔空格。

母猪仔* – 该窝母猪仔的数量。

死胎* – 该窝死胎数量。

木乃伊猪* – 该窝木乃伊仔猪数量。

重量 – 该窝活仔猪总重量。

死亡重量 – 该窝死亡仔猪总重量。

点击 可激活仔猪注册表的 次级数据录入表单。按下[TAB]键可跳过该步骤。

耳号 – 仔猪或窝的身份符号。

数量 – 该身份符号对应仔猪的数量。

性别 – 仔猪的性别。

重量 – 仔猪的重量。

出生缺陷 – 该窝仔猪的缺陷。选项可在选择

目录中编辑（见第 12 页）。

点击[END]可关闭该表。

点击 可激活次级表单录入分娩注释，同配种注释一样。按下[END]可关闭该表。

断奶

断奶屏幕用于注册断奶事件

及继续哺乳事件。

同时也可记录关于母猪的分

娩/泌乳/母性能力的注释。

这些注释可在选择目录中设

置，并出现在母猪卡中。

日期* – 断奶日期。

母猪* – 母猪耳标。

数量* – 断奶的仔猪数量。寄养检查被激活的话（见第 7 页），PigCom 中记录的该母

猪所产的活仔猪、寄养的和死亡仔猪数必须是正确的。

重量* – 断奶仔猪总重量。

泌乳指数 – 主观的关于母猪泌乳能力的指数[1差——5 优秀]。

继续哺乳– 显示该母猪是否用于继续哺乳。没被勾选的话，该母猪状态变成[干奶]，勾

选的话，该母猪状态将是[哺乳]，则该母猪下一次被记录的事件也会是断奶事件。

位置 – 母猪断奶时所在的地理位置，即母猪被转移到的位置。设置后将改变该母猪当

前的位置，在随后的每周报表中也是该位置。在母猪/后备母猪屏幕可随时修改当前位

置。位置选项可在选择目录里设定（见第 12 页）。

胎次 – 母猪断奶时的胎次（PigCom自动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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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奶 – 断奶事件编号（即第一次断奶->继续哺乳->第二次断奶）（PigCom 自动填

充）。

激活次级表单可录入断奶注释，这些会显示在分娩卡上供一下胎参考。点击[End]可关闭

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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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死亡

该屏幕用于登记断奶前死亡的仔猪。可以

登记死亡仔猪对应的母猪、位置和身份，

但这 3 项信息都是非必须的

日期* – 仔猪死亡日期。

数量* – 仔猪死亡的数量。

母猪 – 仔猪死亡时对应哺乳母猪的耳

标。寄养状况下尤其需要记录母猪耳

标编号。

状况* – 仔猪死亡的原因。

位置 – 仔猪死亡时在猪场的地理位置（例如，3 号栏）。

仔猪 – 死亡仔猪的 ID 或窝 ID。

提示: 需要运用内置的程序向其它管理系统输出的用户必须记录死亡仔猪对应的母猪耳

标，输出程序才能将仔猪死亡登记进其它管理系统中。

寄养

该界面用户记录仔猪在 2 头母

猪间的寄养情况。记录寄养非

必须的，但若在猪场设置中激

活了检查寄养的话就是必须的

（见第 7 页）。

日期* – 仔猪被寄养的日

期。

数量* – 被寄养的仔猪数量。

寄出母猪* – 仔猪被寄出时的母猪。

寄入母猪* – 仔猪被寄入的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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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数据录入

该术语‘每月’指的是扩展的报告周期所

记录的数据。可以是日历中的月，4 周，

或是 1 个 3 周长的批次。为确保精确，数

据须在周期的最后一天记录；正因如此，

PigCom 只允许在周期预计的最后一天录

入数据（见第 9 页）。

每月数据主要分成 3 部分：

周期内饲料交货

周期末饲料剩余

周期末猪群数量

饲料交货

选择每月数据录入的饲料交货后，首先必须更新饲

料价格 [编辑] -> [选择目录] -> [饲料] 部分（见第 12

节）。

在进入该界面时给出的关于饲料价格的提示是为了减少数据录入的要求。当你选择饲料种

类时，PigCom 会使用选择目录填充饲料的吨价。如果列表持续更新，你就不需要不断追

加或更改饲料的吨价（必填项）。如果数值不正确，你可以在录入数据时编辑饲料交货价

格。

记录饲料交货时，你可以完

全按照饲料交货情况记录，

例如，每周期对每种饲料多

次录入，或者，如果整个周

期内饲料的价格不变，你也

可以简单地在只录入一次数

据，数据是周期内每种饲料

交货的总量。例如，在周期

的第一天录入。这两种方案

都能够得出相同的结果。

日期* – 饲料交货日期。

生长群批次 – 饲料交货的猪批次。

部门* – 饲料使用的猪场部门。

袋装 – 饲料交货是袋装还是散装（勾选则是袋装）。

饲料* – 所交货饲料的类型（见第 14 页）。

数量* – 饲料交货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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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价 (*) – 饲料的价格。

饲料剩余

饲料剩余界面在周期末

录入饲料的库存量。建

议录入该数据，这能给

出更精确的跟饲料相关

的数据，但是如果没有

录入饲料库存量的话，

PigCom 会假定周期内所

有交货的饲料被用完。

日期* – 饲料剩余日期-必须是周期最后一天（见第 9 页）。

箱 – 饲料剩余所在的箱。

批次 – 饲料被饲喂的生长群批次。

部门* – 饲料剩余将被用在的部门。

袋装 – 剩余饲料是袋装还是散装（勾选则是袋装）。

饲料* – 剩余饲料的类型。

数量* – 剩余饲料的数量。

猪群数量

猪群数量界面只允许周期末向 PigCom录入数据。

各部门各类猪的总计数及其估算

的平均重量都被录入。估算的重

量只有生长猪需要录入，包括仔

猪和所有类型的生长猪（见第

15 页）。

日期* – 猪群数量计数日期。必须是周期的最后一天。

生长群批次 - 计数的猪所属的生长群批次。

部门* – 包含所计数猪的部门，例如，育种群或生长群。

猪类型* – 计数猪所属类别。

数量* – 该类型猪的数量。

平均重量(*) – 该部门该类猪的平均体重。系统将默认为选择目录中设置的范围的中间

值。

总重量(*) – 平均重量和数量的乘积，空格值会根据另两格数据变化而更新（平均重量

或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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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 特定重量范围猪群的价值。

提示: 每周期末，调解实际猪群数量与电脑记录数据存在的差异，有益于保证报表的精确

性，如，每月概要报表。如需帮助，参照每月报表章节（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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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

猪场 数据录入 编辑 报表 工具

新建猪场

猪场设置

每周

每月

健康

转移 繁殖

公猪转进/转出

母猪转进/转出

转入

仔猪/生长猪

配种

分娩

断奶

妊娠检查

仔猪死亡

饲料交货

饲料剩余

猪群数量

公猪/母猪治疗

仔猪治疗

生长猪治疗

种畜登记册-母猪

每周

每月

概要

分析

合并

复配

文件备份

恢复

饲料/水治疗

选择语言

运行脚本

注释

寄养

转入

重置许可证

财务

贷款

借款

预算贷款

预算借款

种畜登记册-公猪

输出

选择目录

SQL 转入

PigCHAMP
输出

输出至 Excel

PigCom 菜单和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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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目录
以下是 PigCom 能生成的报表的列表，它们上一页的流程图的颜色对应相关，以帮助导航

你找到需要的报表。若报表体现需要多家猪场，大部分每周、每月和分析报表都适用于合

并或是复配报表。

批次报表

公猪列表

公猪交配分析

公猪配种分析

离群数

饲料分析

生长猪批次概要

生长猪死亡

明细-分娩

明细-断奶

明细-饲料剩余

明细-后备母猪配种

明细-经产母猪配种

窝分析-按品种

窝分析-按胎次

窝分析-影响因素图

窝分析-明细

窝分析-影响因素

每月生长猪生长率

每月猪群转移

每月调解报表

每月存栏报表

每月概要

周期分析

仔猪列表

妊娠检查/免疫

配种分析-公猪成绩

配种分析 – 影响因素图

配种分析 – 天数分析

配种分析 – 明细

配种分析 – 影响因素

配种分析 – 配种明细

配种分析 – 概要

母猪卡

经产母猪/头胎母猪配种

母猪历史

母猪列表

分娩母猪

母猪配种

母猪断奶

猪群数量

治疗&药物

每周妊娠

每周分娩

每周生长猪生长率

每周育肥群概要

每周猪群转移

每周转移概要

每周合并报表

每周概要

每周概要（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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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gCom 注册表
（无网络连接用户）

FAO: 技术部

请填写完并传真至 +44 (0)1262 488192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号： ( 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册码（PigCom CD 标签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站点代码（网络连接失败后会出现在屏幕上）：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大母猪存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