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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助理王小绪到研究院调研

4月 14日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助理王小绪在海原县政府副县长孙占

宏、海兴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存斌等领导陪同下到研究院调研。

在王永军副县长引导下，

王小绪参观了研究院实验室

等科研服务设施，详细了解

研究院运行情况，并与研究

院专家及县上领导进行了座 王小绪助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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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王永军介绍了研究院科研平台建设情况和去年以来开展的科技服务

项目实施情况。孙占宏汇报了海原县高端肉牛产业六大体系建设情况及

科技支撑作用发挥情况。王小绪助理十分关注这种政校企协作、产学研

结合的创新模式，表示要在科研项目安排和科研成果受理审定方面提供

支持，要求研究院与县上在科研力量上加强配合，在服务高端肉牛产业

上形成合力。

县科技局高启平局长，研究院王敬师副院长及相关科技人员参加

了座谈。

县政协张斌主席带队到研究院调研

5 月 13 日，海原县政协主席张斌带领县政协经济委主任马风槐、

政协委员贾松柏、县畜牧中

心副主任张来保和办公室工

作人员罗成祚等 5 人到研究

院调研视察。海原县政府副

县长王永军、研究院副院长 座谈会现场

王敬师、试验示范站站长林清等研究院科研人员共 9人参加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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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主席等在王永军副县长陪同下视察了研究院办公、生活设施

和科研设备情况，详细询问了每个实验室功能，查看了培训室、研究

室设置和科研人员办公等情况，观看了高端牛产业发展宣传片《海原

新牧歌》，随后在二楼会议室召

开调研视察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张斌主席开宗

明义讲了本次调研目的意义和

设想，他指出这次调研是县政协

提出安排意见报经县委审定的。
张斌主席观看宣传片

县政协聚焦海原主导产业调研视察、建言献策，是参政议政的具体行动。

这次小范围调研视察，主要是获取真实情况，把握第一手材料， 为更

大范围、更深入调研作准备。他要求经济委要高度重视，有关单位要不

回避问题，敢讲实话，这样才能通过调研找准问题，提出建议， 最终解决

问题，促进产业发展。

王永军副县长应询汇报了研究院建设、管理、运行情况，从科学

研究、示范推广、人才培训等方面总结了研究院在肉牛产业发展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并汇报了专家调研指导中发现的问题，特别对视察组

关注的能繁母牛受胎率低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了详尽的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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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与会人员还就解决问题的对策、加强乡土科技人才的培养、推广

“精简化技术”、推进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张斌主席在总结讲话中高度肯定了研究院工作，他认为研究院成立

一年多来为县上高端肉牛产业发展做了贡献，找到了制约海原肉牛产业

发展的关键问题，为科学解决这些问题开展技术攻关和服务，成绩是很

大的，提供的情况和数据是真实可信的，这次调研收获很大。他鼓励研

究院专家继续努力工作为县上经济社会发展多做贡献。他要求有关部

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全力支持研究院工作。

研究院与华润农业有限公司合力打造科技型龙头企业

5 月 19 日，王永军副县长、王敬师副院长、林清站长等到海原华

润农业有限公司，与常务副经理候勇强座谈对接科技服务工作。双方合

作推出多条措施共同打造

科技型龙头企业。一是健全

日常联系制度。由西北农大

驻海原试验示范站站长林清

主要负责对接华润工作，研 座谈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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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专家全员配合参与技术指导和服务。二是本院科研技术项目要优 先

满足华润需求。在安格斯牛本品种选育和推进供港活牛饲养管理、粪污

资源化利用、屠宰生产线建设等方面积极合作，保持示范引领优 势。三

是指导落实疫病防控措施。协助开展疫情检测、预警及处置， 帮助开展

疾病预防，严格控制疫病风险。四是加强技术培训协作。统 筹安排研究

院与华润技术培训工作，华润技术人员及员工业务技能培 训采取纳入全

县统一安排和根据需求专题组织相结合，在全县基层肉 牛养殖技术培训

及服务中开展合作。五是合作推进实验检测设备装配 提高工作。发挥研

究院科研优势，健全饲草料快速检测体系，指导华 润养殖基地精准评估

饲草料质量，实施高效、安全、健康养殖。六是 加快海原高端肉牛标准

化生产体系研究，打造高端肉牛品牌，配合策 划屠宰加工工艺设计和建

设质量监测体系，协助开发市场青睐的有机、绿色、无公害食品。全力

把海原华润农业有限公司打造成农工商融合 发展的科技型现代化农业企

业，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柱。

聚焦问题找根源 精准施策求实效

稳定基础母牛群，提高繁殖效率，是促进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基础。研究院把服务高端肉牛产业，着力破解适繁母牛受胎率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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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重要任务，组织专家深入调研，深查细究根源，议定解决方案，

从问题最突出的地方抓起，多措施并举，精准施策，全力促进高端肉牛

产业保持强劲发展的势头。

海原县现有母牛存栏约 7 万多头，据不完全调查约 30%的适繁母

牛繁殖能力低下，其中部分母牛久配不孕，严重影响肉牛群体发展速

度和养殖效益，而且在一些地方形成突出问题，造成部分群众养殖积

极性下降，对肉牛产业发展

造成不利影响。研究院组织

专家针对这一问题持续开展

深入调研，找出造成适繁母

牛久配不孕的五个主要问题， 江中良副院长等专家深入一线调研

制定了综合施策提高繁殖率的四项主要措施，结合去年工作实践，在

年度工作策划安排上把加强基础母牛繁殖体系建设，提高母牛受胎率

作为今年工作的重点，列入研究院年度工作计划，纳入科技服务重点项

目，综合应用重点攻关、配种员科技培训、“进村入户”指导服务、

“一牛一策”专项行动、重点村典型示范等多项措施汇聚力量，找准问

题精准发力。随着研究院科研力量加强和措施到位，在县农业、科技部

门配合及乡镇支持下，工作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截至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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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科技人员与县上畜牧兽医和配种员组成工作组，对三河镇等 5 个

乡镇、16 个村养殖户进行了专项排查。检查难繁母牛 230 多头，对

其中 30 多头病牛提出治疗方案或淘汰建议。专家对养殖户、配种员

等就适繁母牛饲养、发情

鉴定、配种时机掌握等关

键技术进行精心指导，按

“一牛一策”要求提出具

体意见，对后续处置做了

科学安排。部分母牛经过 母牛发情技术鉴定培训

营养调理、科学治疗和配种后已经受孕。通过对去年培训指导过的三

河镇福陵村等回访调研，目前母牛适时受孕率提高到 76%，较去年有

了很大改善。但解决全县问题的任务还十分繁重和紧迫，需要我们与

相关部门和乡镇不懈努力。

海原县母牛健康养殖技术

1.空怀母牛及青年母牛饲养管理

1.1饲养管理

青年母牛头胎适配年龄为 16~18月龄，体重 350千克。牛生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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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到或发育的体况未达到标准均不能配种，更不能早配。哺乳期

的空怀母牛应产犊后 3月断奶配种。在饲养管理上，以促进发情为主

要任务，每天可喂给精料 0.5千克，粗料 2千克。其中精料参考配方

为:玉米 30%、大麦 20%、高粱 8%、麸皮 30%、豆饼 10%，食盐 1%，

磷酸钙 1%。粗料可以是青贮、优质干草苜藉、玉米秸秆或麦草，一

天饲喂两次。

牛舍的要求是通风干燥，卫生清洁，冬暖夏凉。一般采用舍饲进

行养殖，部在舍里进行。一般设计成半封闭式牛舍。在牛舍内沿着房屋

的纵轴布置一排牛床牛舍外要设运动场，可让牛在运动场上自由活动。

运动场面积约为牛舍面积的 2~3倍。

1.2发情鉴定

母牛经专业人员鉴定，确定发情以后，就要及时对母牛进行人工

授精。发情鉴定:一问二看三直检:重点间青年牛年龄，经产牛产钱时间;

二看是看牛体况，年龄、腰情、神态、兴奋程度，外阴形态、色泽

等，三直检是检查子宫颈、子宫、卵巢上卵泡发育状况，确定最佳输

精时间

1.3人工授精

在对母牛进行人工授精之前，首先要把冷冻的精液进行解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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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40度的温水浸泡30秒来实现解冻，然后插入专门的授精器内。

授精器外要罩一层保护膜，授精人员还要戴上授精手套。选择受配母牛，

保定在配种架内，找专人将母牛尾巴拉到一侧，然后用浓度为干分之一

的高锰酸钾水擦洗母牛的外阴，接下来就可以授精了。要求授精量一般

为 0.5-1毫升。采精员左手合拢呈圆锥状，从肛门缓慢的插入直肠内，

握住宫颈，右手持授精器由阴门插入，注入精液。注入精液后将授精器

拉出。

1.4妊娠检查

配种后的母牛，就要进入妊娠期了，判定母牛是否妊娠，主要观察

一些现象，配种后 3-4 周如果不再发情，而且伴随有食欲增加、动作

稳定、性情变得温顺、贪睡等表现，就基本上可判断为妊娠。也可以在

母牛妊娠三个月时，用手触摸母牛的子宫，如果发现像拳头一样大小，

就证明确实进入妊娠期了。母牛的妊娠期平均时间为 284天。

确定母牛妊娠后，应尽快推算出预产期。一般按 280天计算，再配种

的月份上减 3，再配种日期上加 7。例如: 8月 4日配种，则预产期为

下年 5月 11日。

2.怀孕母牛饲养管理

2.1妊娠前期(前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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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牛怀孕 1~2个月，因胎儿发育较慢，需要的营养物质少，一般饲

喂即可满足需要。由于母牛舍没有饮水槽，所以在饲喂上要注意， 先喂

精料，精料快吃完时再喂粗料，精粗饲料量可根据空怀期饲料配方进行。

等牛吃完 3~4小时以后，要将母牛放出圈舍，让它们去适度运动，自

由饮水。

怀孕 3~6 月龄内，胎儿发育逐渐增快，应逐渐增加精料的饲喂量，

可用黄豆 40%、玉米 30%、大麦 20%、小麦 10%，用温水浸泡 6-8

小时，磨成浆，再添加相当于黄豆等饲料总量 10%-15%豆饼、5%-8%

糠麸、1%食盐、3%-5%磷酸钙，每天给孕牛补喂 2-3次，每次喂给

混合精料 0.5-2公斤，青年母牛还应适当地增加精料喂量。

2.2妊娠后期（后 3个月）

妊娠后期胎儿生长发育很快，初生重的80%-90%在此期间形成，

所以应提高精料的比例，以精料含量为 30%粗料含量 70%的配比为

宜。日粮搭配为:精料每天每头 4千克，青贮饲料每天每头 12千克，

一天分两次饲喂。其中精料配方可以根据:玉米 50%、麸皮 10%、饼

类 30%、高粱或大麦 7%、磷酸钙 2%、食盐 1%，另加维生素 A100

万单位来调配。

注意，一定要避免母牛吃霉烂饲料。母牛运动时，要避免受到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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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猛跑，以防流产。

2.3分娩期母牛的饲养管理

产前 10天左右，应根据牛的消化、食欲状况，减少饲料的喂量。产

前 2天-3天，母牛体质好，乳房膨胀大并伴有腹下水肿，应减少原日粮

10%的饲喂量，以防母牛分婉初期乳量过多和乳汁过浓而引起母牛乳房

炎、回乳和犊牛消化不良而下痢;对于比较瘦弱的母牛，若在产前一星

期乳房干瘪，除减少粗料喂量外，还应适当增加麻饼、豆饼、豆浆或豆渣

等富含蛋白质的催乳饲料，以及青绿多汁的轻泻性饲料， 以防母牛产后

缺奶。

初产母牛和乳房发育不良的母牛，产前 20 天左右，可每天早晚

用 40℃-50℃的温水热敷乳房，这样不仅有利于母牛乳房发育，有利

于产后进行人工辅助犊牛哺乳。孕牛圈舍要保持通风干燥，光线充足，

并勤除粪便，天天换垫草。母牛进出栏舍要防止挤迫。

母牛产前 7-10 天，牛舍应彻底清扫干净，地面挖换新土，然后

用 2%-3%烧碱水喷洒消毒，墙壁用 20%石灰乳粉刷消毒，牛床上垫

以软短垫草。

如母牛产期未到意外地发生胎犊动荡，腹痛不安，时起时卧，拱

腰努责，小便频繁，阴道内流出粘液或血水等，即为动胎表现产较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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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须紧急治疗。

随着胎儿的逐渐发育成熟，母牛在临产前发生一系列的产前变化。

妊娠母牛在临产前一周，阴唇肿胀;且有透明的粘液从阴门流出;如发

现尾根两侧肌肉明显塌陷，神经紧张不安、时起时卧、频频排粪排尿 等

现象时，就要马上准备接产了。正常情况下，母牛可以自然的将胎 儿产

出，若有异常情况须及时请专业人员处置，确保健康安全生产。

工作简讯

▲5月 13日，刘自忠总经理带

领宁夏农业投资集团13名高层管理

人员到研究院考察调研，海原县政

府副县长王永军陪同，参加有关座

谈会，介绍了海原高端肉牛产业发

展的前景和研究院技术服务情况，县农业农村局田风奇局长等陪同。

▲5 月 14日，王永军、王敬师、林清、王思虎、夏志军、宋钰、

于胜晨、陶壮壮、朱熙春等在三河

镇富陵村调研能繁母牛受孕率情况

并现场示范指导畜牧兽医、配种员

开展技术服务。对了解到的久配不

孕的能繁母牛和养殖户有反映的产

后胎衣 5天未下、腹泻、蹄跷炎等病牛作了现场检查处理。三河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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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向平配合调研指导，听取了相关建议，表示加强与研究院协作，

抓紧打造富陵、辽坡、史店等肉牛养殖重点村，带动三河镇高端肉牛产

业发展。

▲5月 15日，海原试验示范站长林清带领驻点科研人员王思虎、

于胜晨、陶壮壮、朱照春等在

三河镇畜牧兽医站负责人配合

下，深入三河镇鹭海新村进村

入户开展技术服务，重点围绕

加强母畜扩繁体系建设，落实

"一牛一策"要求，帮助养殖

户千方百计提高适繁母牛受胎率，提高养殖效益。在驻村干部引导下，

对有相关问题的养殖户进行梳理摸排，查出久配不孕母牛 7 头，其中

普遍存在饲喂营养不足、圈舍不通风透光等问题。对其中 1 头生殖系

统疾病母牛做了治疗，对 2头其他疑难病牛也做了现场检查，给出了

明确的治疗方案。

▲5月 18日，王永军、

林清、王思虎、陶壮壮等

到七营镇北咀村富康养

殖专业合作社进行技术

指导，针对存在的问题提

出改进意见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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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1日，王永军、

林清、王思虎、陶壮壮等到

西安镇饲草试验示范田开展

高丹草种植试验。

▲5月 25日，王永军、王

思虎、陶壮壮在三河镇学梁村

生态防护林带现场对柠条生长

状况进行观察、测量，为海原

县柠条饲草化利用开展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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