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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召开科研工作交流会 

8 月 5 日，在研究院二层培训室，海原县副县长、研究院专家王

永军主持召开了院设科研项目研究进展交流会，研究院副院长王敬师、

专家朱杰、刘超、王敬师及全体科研人员参加会议。 

 
研究院召开科研工作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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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就承担的科研项目及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交流。各位专

家对相关项目的试验设计的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及其理论意义和

实践价值等进行逐一审核，并要求科研人员要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科

技服务的质量和效益。 

会议最后，王敬师进行了总结，他强调科研人员的工作要紧紧围

绕研究院的科技服务项目与西海固肉牛产业发展技术需求来进行，要

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力求通过示范推广为

企业和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为海原县及宁夏西海固地区发展做

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研究院助力九彩乡肉牛产业发展 

8 月 7 日，海原县副县长、研究院专家王永军带领刘超、朱杰、

王思虎等科研人员前往海原县九彩乡开展肉牛产业调研和技术指导

工作，九彩乡党委书记李进渊、乡长陈冬子陪同调研。 

调研人员认为九彩乡历来有种草养畜的优良传统，发展肉牛产业

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全乡饲草资源 10 万亩以上，其中，紫花

苜蓿达 5.1 万亩，禾草 2 万亩，青贮

玉米 0.6 万亩，可利用柠条 4 万亩，

为实现肉牛规模化养殖创造了良好条

件；常住户户均养牛 4 头以上，存栏

量超 3100 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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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群众致富的依托。目前已经到了扩大规模、提质增效的关键期。

九彩乡党委、政府通过积极宣传县上肉牛产业扶持政策，广泛吸引投

资，现已建成丰盛园肉牛育繁基地、怡农源肉牛育繁基地、兴平养殖

专业合作社和青牧专业养殖合作社等 4 家规模养殖企业，肉牛产业发

展的势头很好。专家们就肉牛产业发展的规划和措施等与乡上领导及

相关技术人员进行了讨论和指导。 

调研还发现，部分养殖农户存在饲养管理方式落后、日粮配制不

科学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优质饲草资源的浪费，增加了饲

养成本，减少了养殖户的经济效益，影响到群众对肉牛养殖的积极性。

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研究院专家进行了现场指导，建议应加强提升

农户的科学饲养观念、加大养殖技术培训等以提高农户饲养管理与技

术水平，保障肉牛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肉牛日粮经济实用型配方研究取得阶段性进展 

近两年的调查发现，海原县大部分肉牛养殖户因受思想观念落后

（不愿做）、文化素质不高且缺乏日粮配制技术和方法指导（不会做）、

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造成的部分原料无处购买（不能做）等因素综

合影响，导致肉牛日粮配制不科学，主要表现为日粮营养素不足、营

养成分不平衡（能蛋比例不平衡，矿物质和维生素严重缺乏，如部分

农户肉牛日粮中基本没有蛋白质饲料，甚至长期不添加食盐、微量元

素和维生素预混合饲料，且日常饲养中也从来不饲喂舔砖）等，严重

影响了肉牛的生长速度与繁殖效率，降低了肉牛养殖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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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影响了群众养殖肉牛的积极性。该问题已经引起了县委县政府的高

度重视。 

对此研究院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题科研攻关小组，深入农户与合

作社开展认真而细致的调查研究，在增加精料补充料的基础了，开展

试验研究，筛选适合海原当地肉牛养殖户的日粮配方，取得了阶段性

研究进展：一是通过研究获得了方便海原农户使用的肉牛饲养标准；

二是针对不同生理和生长阶段的肉牛，形成了两套经济实用型日粮配

方《不同生理和生长阶段肉牛推荐的经济实用型饲料配方》，以期为

海原县高端肉牛产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原县规模化肉牛养殖场设计建设模式 

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及西海固地区，常年多风少雨，气候干燥，

夏季凉爽，降雨量在 200～500mm 之间，适宜肉牛养殖。目前，以家

庭牛场（5～20 头）为主体，合作社养殖（50～200 头）为补充，规

模养殖企业为龙头的海原肉牛养殖阶梯化模式已呈现出巨大的优越

性。但在肉牛舍建设方面，还存在如通风不畅、采光不好、土地利用

率差等问题。因此，针对不同的养殖规模，现推荐以下适用于当地气

候特点，经济耐用的牛场设计建设模式，供新的牛场建设和旧场改造

时参考。 

一、30 头左右的小型牛场建设模式 

一些家庭牛场养殖规模在 30 头左右的以单排牛舍为宜。牛舍朝

向应面南坐北，运动场位于牛舍北，做到保温、通风、采光好，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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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场地，可自由饮水等。其建设模式如图 1 所示。 

 

这种牛舍的具体建设要求如下：1、牛舍宽 5.0m，牛舍长度=牛床

宽度 1.5m/头×牛总数；2、饲喂通道 1.5m，高 0.4m；3、牛槽宽 0.5m，

外高 0.4m，内高 0.3m；4、牛床（2m）及清粪通道（0.7m）长 2.7m，

坡度 1.5，以空心砖铺成或三合土硬化铺成为宜；5、粪尿沟宽 0.3m，

深 0.3m 的水泥槽，上面可设活动盖板；6、牛舍高度 3.5m（屋檐高

3m）；7、双层彩钢瓦阴坡顶宽度 4.5m（注：也可用木椽+泥+瓦结构或

水泥预制板）；8、阳坡活动采光挡风曲度板宽度 3.2m，墙高 1.2m（离

地面 0.3m 处可装通风窗 0.2m×0.4m）； 9、阴面墙高 3m，阴面牛出

入通道宽 2m，墙体离地面 2.0m开通风窗，高 0.6m×2.0m；10、运动

场 15m 为一栏（或 10 头牛为一栏），地面以空心砖铺成或三合土硬化

铺成为宜；11、饮水槽设在运动场，高 0.4m，宽 0.4m，长 3m；12、

其余墙体为红砖或空心砖砌墙；13、料库可在牛舍顶头内增加 2m 存

放，不专设饲草料间； 14、运动场 育肥牛场一般不设置运动场，但

繁殖母牛、散养犊牛、育肥牛需设置运动场，每头牛运动场设计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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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年母牛 20～25 m2、育成牛 10～15 m2，犊牛 5～10 m2、种公牛

30 m2以上。运动场 15m 为一栏（或 10 头牛为一栏）。地面以三合土

或砂石土为宜，周围设围墙或围栏（高 1.2m）。运动场内应配置饮水

槽、补饲槽和遮阳棚，饮水槽和补饲槽可采用移动式水泥槽，放置于

围栏边。（以上尺寸均为技术要求尺寸，实际建筑要依此略调整）。 

二、50～100 头中小型牛场建设模式 

50～100 头规模牛场，以双排牛舍为宜。牛舍朝向可南北走向，

也可东西走向（允许根据采光角度偏离主轴 15°），运动场位于牛舍

两侧。如图 2 所示： 

 

具体建设模式如下：1、牛舍宽度 10 m，牛舍长度=牛床宽度 1.5 

m/头×牛总数；2、饲喂通道宽 2 m，高 0.4 m；3、牛槽宽 0.6 m，外

侧高 0.4 m，内侧高 0.3 m；4、牛床（2 m）及清粪通道（0.7 m）长

2.7 m，坡度 1.5°，以空心砖铺成或三合土硬化铺成为宜；5、粪尿

沟宽 0.3 m，深 0.3 m 的水泥槽，上面可设活动盖板；6、牛舍高度

3.5 m（屋檐高 3 m）；7、彩钢瓦屋顶宽度 4.5 m，内刻宽 0.6 m×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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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天窗，并安装活动采光板，天窗横向间隔 2.0 m；8、 前后檐墙高

3.0 m，牛出入通道宽 2.0 m，（离地面高 2.0 m 处可装通风窗 0.6高 

m×宽 2.0 m）； 9、饮水槽设在运动场，高 0.4 m,宽 0.4 m，长 3 m；

10、其余墙体可为红砖或空心砖砌墙；11、料库可单独建立 5～10 m2

存放，不专设草料间；12、运动场 育肥牛场一般不设置运动场，但

繁殖母牛散养犊牛、育肥高档肉牛需设置运动场，每头牛运动场设计

面积为:成年母牛 20～25 m2、育成牛 10～15 m2，犊牛 5～10 m2、种

公牛 30 m2以上。运动场 15 m 为一栏（或 10头牛为一栏）。地面以三

合土或砂石土为宜，周围设围墙或围栏(高 1.2 m)。运动场内应配置

饮水槽、补饲槽和遮阳棚，饮水槽和补饲槽可采用移动式水泥槽，放

置于围栏边。（以上尺寸均为技术要求尺寸，实际建筑要依此略调整） 

三、100头以上的中型或较大的牛场建设模式 

100 头以上牛场建设，应设生活区，隔离带，生产区，主干路，

净道污道分开，牛舍建设要利于机械化操作，还应设立干草库，青贮

池，精料加工间，机械库，粪污堆贮间。 

牛舍朝向主要依据保暖和采光需要确定。多采用双列式半开放牛

舍，长轴南北向，南端偏东不超过 15°，南侧开门，有利于采光和防

寒。   

牛舍内排列两排床位，饲喂通道和牛床分开，中间为饲喂通道，

两边为除粪通道。优点是便于饲喂，便于清粪。牛舍跨度 12.0 m，长

度根据饲养数量和场地确定，一般每头育肥牛槽位按 1.0～1.2 m计

算，外连接运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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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基 

地基必须坚实牢固，设计应遵守《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2011）》，尽量利用天然地基以降低建造成本。砖混结构的

牛舍，应用石块或砖砌墙基并高出地面，墙基地下部分深 80～100 cm，

西海固地区最好超过冬季冻土层深度，墙基与周边士壤间做防水处理。

轻钢结构的牛舍，支撑钢梁基座应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深度根据牛舍

跨度和屋顶重量确定，最少不低于 1.5 m，非承重的墙基地下部分深

50 cm。 

2、墙壁 

墙壁要求坚固耐用，厚度根据保温需要确定。冬季不是很冷的地

区，一般墙厚 24 cm 以上。 

3、屋顶 

屋顶要求夏季隔热、冬季保温，通风散热较好。双坡式适用于海

原地区和各种规模肉牛场，结构简单、造价较低。屋顶高度和坡度根

据牛舍类型确定。屋顶上缘距地面3.5～4.5 m，屋顶下缘距地面2.5～

3.5 m。 

4、跨度 

跨度根据内部构造、是否使用全混合日粮饲喂机械等确定，双列

式牛舍内部宽 12～15 m。 

5、门窗 

半开放式牛舍应在一端或两端设置大门，牛舍应设置多个侧门，

使用向外开门或推拉门。牛舍大门室 2.5～3.5 m，高 2.5～3.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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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门宽 1.5 m，高 2.0 m；南窗数量要多、面积要大，北窗则相反。

南窗高 1.0～1.5 m，宽 1.5～2.0 m；北窗高 0.8～1.0 m，宽 1.0～

1.2 m；窗台距地面 1.0～1.3 m。 

6、牛床 

牛床是牛采食和休息的主要场所。因建筑材料不同可分为混凝土

牛床、石质牛床、沥青牛床、砖牛床、木质牛床和土质牛床，不同种

类的牛床各有优缺点。 

混凝土牛床和石质牛床导热性好、坚固耐用、易清扫、消毒，但

硬度高，舒适度差，冬季保温性差，投资大。砖砌牛床造价低，但易

损坏，不使于清扫。建造混凝土、石质和砖砌牛床，先要铲平方实地

基，铺 20～25 cm厚的三合土后，上面再铺 10～15 cm厚混凝土、石

材或立砖(横竖皆可，但横砖使用寿命短）。 

沥青牛床保温性好并有弹性，不渗水，易清洗、消毒，是较理想

的牛床，但遇水后较滑，修建时可掺入煤渣或粗砂用于防滑。沥青牛

床最底层为夯实的素土或 10 cm 厚的三合土，中间为 10 cm 厚的混凝

土，最上层为 2～3 cm 厚的沥青。 

木质牛床保暖性好，有弹性，易清扫，但造价高，易腐烂。漏缝

地板式清粪的牛舍多采用木质牛床。水质牛床厚度根据木板材质确定，

一般厚 10 cm 左右，铺于硬地面上。 

土质牛床能就地取材，造价低，有弹性，舒适性、保暖性和透水

性好，但不易清扫和消毒、建造方法是将地基铲平，夯实，铺一层 15 

cm 左右厚的砂石或碎砖块后，再铺 15～25 cm 厚的三合土，夯实。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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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应有上 1.5°～2°的坡度，近槽端高，远槽端低。 

为了提高牛舍利用率，很多牛场不区分接犊牛、育成牛舍，通用

一种牛舍，此时牛床应按照最大长度来设计（见表 1）。 

表 1：牛床设计参数 

分类 长（cm） 宽（cm） 

犊牛 100～150 60～80 

育成牛 120～160 70～90 

空怀母牛 170～190 100～120 

怀孕母牛 180～200 120～150 

种公牛 200～250 150～200 

育肥牛 180～200 100～120 

 

7、饲槽和水槽 

饲槽和水槽设在靠近通道的地方，有固定式和活动式两种。无饮

水设施的，固定的食槽兼做水槽，饲喂后饮水。人工饲喂牛舍食槽上

部内宽 60 cm，底部内宽 35～40 cm，槽内侧(靠牛床侧)高 40 cm、

外侧（靠通道侧)高 60 cm，食槽底部距地面高 20～30 cm。为了便于

清扫，饲槽底部呈弧形，一端留排水孔，并保持 1°～1.5°的坡度。

单独设置的水槽宽 40～60 cm、深 40 cm，底部距地面高 30～40 cm，

水槽沿高度不超过 70 cm，一个水槽要满足 10～30 头牛的饮水需要。 

8、饲喂通道 

牛舍内应设专门的饲喂通道和牛粪外运通道。宽 2.5～3.0 m。机

械饲喂通道宽度为 4 m。 

9、通气孔 

半开放式牛舍应设置通气孔。通气孔一般设置于屋脊或屋顶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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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和大小应根据牛舍的大小、类型及通气和保温要求确定，最好设

有活门，可以在雨天或牛舍温度过低时关闭。 

通气孔推荐参数为 90 cm×90 cm。通气孔总面积应为牛舍总面

积的 0.15%左右。在牛舍屋顶安装固定式换气扇（通风机）进行换气，

可有效缓解冬季通风与保温的矛盾。 

10、粪尿沟 

人工清粪的牛舍内需有粪尿沟。粪尿沟宜采用明沟，表面光滑、

不透水、易清洁，且不妨碍牛活动。粪尿沟宽 28～30 cm，深 10～15 

cm，沟底向出粪口有 1°～1.5°的坡度。粪尿沟应通过暗沟通到舍外

污水池。 

11、运动场 

育肥牛场一般不设置运动场，但繁殖母牛、散养犊牛、育肥高档

肉牛需设置运动场，每头牛运动场设计面积为:成年母牛 20～25 m2、

育成牛 10～15 m2，犊牛 5～10 m2、种公牛 30 m2以上。地面以三合土

或砂石土为宜，周围设围墙或围栏。运动场内应配置饮水槽、补饲槽

和遮阳棚，饮水槽和补饲槽可采用移动式水泥槽，放置于围栏边。 

12、围栏 

围栏要结实耐用，牛舍内一般用钢管，运动场可用钢管、水泥、

电围栏等，围栏高度、间隙和钢管直径等要根据牛的大小和类型确定，

牛舍内靠饲槽侧围栏高 1.5 m 以上，运动场围栏高 1.8 m，电围栏高

1.5 m 以上。围栏间隙一般成年大型牛 30～35 cm、育成牛和中小型

于 25～30 cm、犊牛 20～2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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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消毒设施 

消毒池深 10～15 cm、长 1.5～2 m、宽略小于大门宽度，坚固、

平整，耐酸碱，不渗漏，并配备手动或自动喷淋装置，对车辆进行整

体消毒（消毒液为 0.5%过氧乙酸）。消毒地可用火碱(2%～4%氢氧化

钠）或生石灰，使用 10～15 d 更换 1次，下雨后必须立即更换或进

行补充。 

14、饲料加工 

它与普通饲料厂的建筑一致，防鼠、防鸟、防潮，不漏水，满足

生产需要即可，大小和类型根据牛场养殖规模、所需加工饲料的种类

及生产需要确定。 

15、青贮设施 

青贮池分为地上式、半地上式和地下式 3 种。常用地上式和半地

上式（地下部分不超过 1 m)。青贮池大小根据养殖规模、贮藏饲料数

量确定，底部和四周用砖或石头砌壁，用水泥抹平，保证不透气、不

透水，底部应留有排水孔。 

16、粪场和污水池 

为了避免污染环境，污水主要来源于屋顶及硬化场地，因此，加

装雨污分流设施，减量化排污治污，规模肉牛场必须配备粪场和污水

池，粪场地面要坚硬不渗水，能贮存 1 个月以上的粪量。污水池距牛

舍 10 m以上，容积以能贮存 1 个月的粪尿为准。粪场和污水池每月

清除 1 次。（以上尺寸均为技术要求尺寸，实际建筑要依此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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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双列对头式牛舍 

四、大型的现代化牛场建设趋向 

现代化牛场建设，应符合牛只自身的行为特征，为牛提供舒适的

生活和休息环境，饲草料除了满足肉牛的营养需求，还应尽可能改善

适口性，增加采食量外，同时进行温湿度调控，远离有害物质（有害

气体、农药残留），远离噪音，尤其提高冬季饮水温度，按摩皮肤，播

放舒缓音乐，让牛有充分的休息空间和嬉戏玩耍的时间，保证良好的

情绪等方面考虑。从生态角度来看，应及时做好粪便清理，集中无害

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从污水处理方面来看，增加雨污分流设施，有

效减少污水排放总量，采取最新技术发展成果形成良好的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  

 

工作简讯 

 8 月 3 日，海原县副县长、研究院专家王永军，研究院

专家林清、刘超及科研人员赴郑旗乡宁夏小公洋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进行技术指导，并与相关负责人进行

座谈交流，洽谈合作事宜。座谈中，企

业负责人介绍了目前企业运营管理情

况以及现阶段发展所存在的技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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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王永军表示研究院将积极配合协助小公洋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肉

牛养殖产业的发展，全力提供技术指导，并以此为契机，将企业作

为技术依托的载体，认真开展科研工作，建立产学研示范基地。会

上，双方就合作事宜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协商，重点围绕科技服务

和技术指导等细节展开了探讨，并就项目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下

午，研究院专家及科研人员，深入学梁村、丘陵村对柠条的生长情

况进行观察、测量，探究其生长规律，为促进柠条饲料化利用提供

技术支撑。 

 8 月 19 日，海原县副县长、研究院专家王永军，研究院

专家田秀娥、林清及科研人员赴关桥

乡进行考察调研。关桥乡党委书记马

海燕、乡长郭建伟等同志陪同调研，

并进行了座谈。期间，研究院专家对

关桥乡脱场村饲料加工机组的安装运行和饲草加工技术提出指导

意见，同时针对肉牛养殖园区设计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另外，研究院专家与乡党委书记马海燕就针对饲料加工机组操作人

员和养殖户的技术培训事宜达成共识。 

 8 月 24 日，研究院专家林清、刘超、王敬师及科研人员

赴宁夏小公洋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开展科

研驻点工作，实践、并进行座谈交流。

期间，研究院专家指出，要把科研驻点

工作深入生产实践，精准把脉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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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解决当地肉牛产业发展问题，取得紧密结合生产实践的科研成

果，为西海固地区肉牛产业发展提供经验和示范，同时研究院专家

刘超及科研人员已入驻“小公洋”开展科研工作。“小公洋”负责人

表示尽全力支持、配合研究院科研工作的开展，希望双方进一步加

强交流，落实各项工作，充分发挥研究院专家作用，利用此次科研

驻点合作，推进肉牛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8月 27日，海原县副县长、研究院专家王永军带领林清、

刘超、王思虎等科研人员前往蒲家山养殖场开展肉牛繁育、饲养、

疫病防治等技术服务推广工作。技术培

训座谈会上，王永军指出，发展肉牛产

业首先需要有明确的企业发展定位；其

次是打造自己的特色、创建自己的发展

模式；第三是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加强运营管理力度等途径实现企

业跨越式发展。林清表示未来 15~20 年是发展肉牛产业的黄金阶

段，企业发展要有长远目标，通过完善疫病防控措施及提高饲养管

理水平，实现肉牛养殖提质增效。刘超表示研究院将做好技术指导

培训工作，助推企业发展。 通过此次培训，确定了肉牛品种、新型

发展模式“交钥匙模式”即向农户发放怀孕母牛的一种发展模式及

节本增效的发展方案。 

 八月份以来，研究院科技服务项目有序开展。（一）饲草

料加工配送体系——“育肥牛专用 5%预混合饲料开发与示范推广”

项目进行瘤胃体外发酵试验，以期对前期试验所得数据进行补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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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为枯草芽孢杆菌和瘤胃素组合研究的示范推广提供理论依据。

（二）安全生产技术体系——“育肥牛生产过程有害成分快速检测

技术示范与推广”项目测定肉牛内脏和粪便中的重金属含量，对肉

牛生产过程中重金属残留情况宁夏西海固高端牛产业研究院进行

全面评估；（三）政府工作肉牛产业子项目——“海原县 2020 富硒

功能农业发展实施方案”项目采用叶面施硒方法,研究硒肥对苜蓿

吸收、转化、利用硒的影响。为富硒牧草种植以及富硒牛肉生产做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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