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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讯

自治区政协主席崔波到研究院调研

10 月 29 日上午，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崔波，办公厅副主

任王天林等一行 3人在中卫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罗成虎，市委常委、

海原县委书记徐海宁，县长许正清，县政协主席张斌等市县领导陪同

下到研究院调研。

海原县政府副县长王永军介绍了政校合作建设科研平台和研究

院运行情况，崔波主席观摩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动物营养研究室、技

术培训中心。崔波主席十分重视科研体制机制和科研项目问题，详细

询问了研究院科研力量、科研方向、科技服务等情况，对政校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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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科研机构的模式表示赞赏和肯定。指出科研平台建设的重点在

科研机制创新上，要通过机

制创新把人才、投资和产业

结合起来，要通过科研项目

破解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难

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这次调研过程中，崔波主席与正在进行实验的科技人员进行

了交谈，徐海宁书记、许正清县长汇报了县上科技投入和研究院作

用发挥的情况。行政副院长王敬师、试验示范站长林清、研究院专

家刘超等科研人员参与了接待工作。

固原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科技局领导

到研究院调研考察

10 月 28 日下午，固原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永奎，市科技局局长李

雅娟，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马有芳及市交通集、九龙集团负责人到

研究院调研考察。海原县政府副县长王永军陪同。

据了解，张永奎副秘书长一行是为筹组固原市产业技术研究院

来学习调研的。试验示范站长林清介绍了研究院科研平台建设情况，

自治区政协主席崔波到研究院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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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参观了四个实验室和研究室、培训中心，观看了《海原新牧歌》

短片。

在二楼会议室研究院领导与固原市调研领导举行了座谈。固原

市科技局领导介绍了固原

市筹建产业研究院的初步

设想，王永军通报了海原县

政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华润五丰农业有限公司合

作创建研究院的背景、过程和经验体会，并对固原产业研究院筹备

提出建议。座谈会热烈深入，王敬师副院长、研究员刘超等围绕领

导关心的人才来源、组织构架、管理模式、科研机制、产学研融合

等问题讨论发言。张永奎副秘书长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牛业团队与

固原市长期合作支持表示感谢，希望在固原市产业研究院建设中与

宁夏西海固高端牛产业

研究院建立合作共享机

制，共同推动宁南山区脱

贫攻坚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

研究院领导与固原市调研领导座谈

研究院领导与固原市调研领导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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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以来，海原县委、县政府认真实施“一主三特+X”发展

思路，把牛产业作为全县脱贫攻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导产业，

依托华润集团基础母牛银行模式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学研示范基

地建设，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科技引领作用，牛产业快速发展，这

不仅给当地群众带来实惠，也受到各级领导重视。今年被国家农业

农村部确定为全国首个肉牛产业示范县，被自治区确定为品种改良

基地建设县，全县牛产业发展再掀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今春以来

发展 50 头以上养殖场 100 多个，肉牛饲养量达到 30 万头。同比增

长近 20%，创历史新高，受到各级领导及媒体关注，近期到海原包括

研究院调研的领导、参观学习的单位、宣传报道的媒体明显增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展科研试验基地督察

10 月 20 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杨景昆带领校督察

组专家石民友、鲁向平、

刘兴华、程永安来研究院

督察肉牛教学科研示范

基地建设工作，海原县委

常委田玉宝、县农村农业 督察组听取江中良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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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副局长张广平陪同。

督察组到院后听取了常务副院长江中良关于研究院及科研试验

基地建设情况汇报，先后深入学校及研究院挂牌设定的科研示范点

华润曹洼肉牛育肥基地、

贾塘肉牛纯种繁育基地和

三河镇富陵养殖园区调研

督导。督察过程中，田玉

宝常委介绍了海原县肉牛

产业发展和研究院科技服

务职能发挥情况，对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科技支持和

科研专家的无私奉献表示感谢。督导专家围绕科研设备装配、科研

项目进展、产学研结合、研究生实习和人才培养等进行了全面调查

了解。督察组认为研究院充分发挥了作为地方政府主导产业的科研

技术服务机构和学校教学科研试验基地的双重功能，为科研成果转

化和科技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科研专家扎根深度贫困

地区与国企携手推动肉牛产业发展，为地方脱贫攻坚和学校“双一

流”高校建设做出了贡献。杨景昆教授指出，该研究院建设标准高、

考察华润贾塘繁育基地

在华润曹洼育肥基地考察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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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运行好，有一定的示范性，从华润育肥、繁殖基地等来看有着

现代农业气息，海原县肉牛产业发展模式在大西北有一定的典型性

和代表性，这个科研教学试验基地建设很好，为学校教学试验站建

设积累了经验。他要求研究院继续通过科研推广、技术示范和人才

培养等合作，帮助地方政府破解困扰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促进经

济发展。试验示范站长林清、科研专家刘超等科研人员参加配合了

督察工作。

冬季肉牛饲养管理技术要点

海原县地理纬度较高，冬季寒冷，为了维持正常体温，牛体竖

毛肌收缩，被毛逆立以增加被毛内空气缓冲层的厚度，降低外界低

温对机体的影响，但这种物理调节效果有限，必须通过提高代谢率、

增加产热量维持热平衡，这种化学调节往往引起体内脂肪的分解和

糖元代谢增强，牛的身体抵抗能力变差，既容易感染传染性疾病，

也容易发生消化系统疾病。因此，冬季肉牛饲养管理的重点是防寒

保暖，需要从环境控制、饲料供给、环境卫生等方面做出相应调整，

确保安全越冬，健康生长。

一、牛舍饲养环境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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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舍饲养环境的主要影响因子是温度、湿度和有害气体等，温

度低于 5℃的牛舍饲料转化率会显著下降，增加养牛场的饲料消耗，

最适宜的牛舍温度式 10℃～15℃之间。

1、温度：温度是影响肉牛增重速度的主要因素，牛舍温度受环

境气温和牛舍风速的直接影响，环境气温越低牛舍温度也越低，牛

舍风速越大牛舍降温越快，环境气温的变化由季节决定，牛舍风速

是人为可控因素，因此，冬季牛舍控制温度主要是控制牛舍风速，

一般要求冬季牛舍（特别是犊牛舍和孕牛舍）风速不高于 0.2 米/秒，

要防止外界因素加大牛舍风速，防止粗暴赶牛，引起狂奔乱跑等，

尽量降低牛舍风速，保持牛舍温度恒定。

大中型养牛企业多采用开放式牛舍，温度控制比较困难，牛舍

暖风养殖成本过高，也不现实，可采用牛舍铺设垫草、关闭屋顶通

风口、遮挡和降低牛舍门窗高度等方式，减少牛舍外寒风的侵入，

降低伤风感冒等的发病率。有条件的养牛场还可专门围隔犊牛、怀

孕母牛的冬季养殖区，强化防寒保暖措施。在围隔区内，对初生犊

牛可采用红外线取暖、地热供暖等措施安全越冬。

农户养牛多采用四面围墙的单列式、双列式牛舍等，冬季可降

低门窗高度、用透明薄膜或透明板适当封闭通风窗口等方式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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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季来临前，堵塞墙壁漏洞，防止贼风侵入。有条件的农户可以

在牛舍铺设垫草区，专门用作牛的冬季取暖休息区，或者专门用于

犊牛、怀孕母牛的取暖休息区。

2、湿度：湿度是表示水汽在空气中含量多少的指标，水是日常

所见的比热最大的物质（金属锂除外），加热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

牛舍湿度越大，提高牛舍温度越困难，高湿低温（湿冷）对牛体危

害更大，饲料消耗也更多，饲料效率更低，增重速度更慢。空气相

对湿度一般为 50%～90%，肉牛舍较适宜的湿度是 50%～70%，超过 85%

有不适感。

海原冬季虽然干燥，但成年肉牛每昼夜的粪尿排泄量在 30kg～

40kg 之间，其中的含水量在 25kg～35kg 之间，没有运动场的牛场，

这些粪尿基本上排泄在牛舍（特别是农户养牛舍），这将大大增加

牛舍湿度和牛的湿冷感，额外增加饲料消耗。冬季及时清理牛舍粪

尿，适时通风换气，才能降低牛舍的湿度。

大中型养牛企业肉牛养殖小区一般都有运动场，但冬季寒冷，

牛的活动一般在环境温度较高的牛舍，粪尿也多排泄在舍内。因此，

应当适当缩短牛舍清粪间隔，降低牛的粪尿在牛舍存放时间。

3、有害气体与通风：牛舍中的有害气体主要是氨、硫化氢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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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等，这些有害气体多由粪尿产生。牛舍高浓度氨可引起氨中

毒，破坏血液运氧功能而窒息死亡；长期的低浓度氨将使牛产生慢

性氨中毒，表现体质变弱，抗病力降低，采食量、日增重减少。高

浓度硫化氢可麻痹牛的呼吸中枢，严重者窒息死亡。高浓度一氧化

碳可使牛的血液运氧功能严重受阻，甚至中毒死亡。清除牛舍有害

气体的简单办法就是通风，将这些有害气体排出牛舍，降低牛舍的

有害气体的浓度。

大中型养牛企业的开放式牛舍，有害气体一般可自行与舍外空

气交换，不会出现高浓度有害气体牛舍。农户由于既要防寒保暖（封

闭牛舍），又要通风换气排出有害气体。一般应在中午气温较高时

进行通风换气，将牛舍夜间积存的有害气体排出舍外，但换气扇不

能对着牛体直吹，防止引起感冒。由于氨、一氧化碳的分子量小于

空气（比重小于空气），一般在牛舍的上部，经进入牛舍新鲜空气

的挤压，比较容易排出舍外；硫化氢的分子量大于空气，一般积存

在牛舍环境空气的下部拐角处，清理时可将换气扇对着墙角吹出，

这样就可将牛舍硫化氢气体排出。

农户检查牛舍通风换气效果的简单办法是，人在牛舍没有不适

感觉，在换气窗口能明显闻到刺鼻的气味，硫化氢气味相似于臭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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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味，氨气有强烈的刺鼻味道，类似于蔬菜霉坏的味道，冬季如果

在牛舍外 5米～10 米就能闻到这种味道，说明换气扇的功率足够，

牛舍通风换气的效果较好。

二、饲养管理制度的调整

冬季肉牛的维持需要增加，需要增强体温调节的化学机能，供

给充足的体内代谢营养物质，才能保障正常的生长发育和增重。

1、饲料供给：冬季肉牛应当增加能量饲料的供给，这些饲料富

含碳水化合物，其中的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可溶性糖类）是机体

能量供给的主要来源，是保障生命存在首要条件，蛋白质是生命活

动的形式。肉牛精料补充料是由农作物籽实类组成的高浓度能量饲

料，也是蛋白质饲料的主要载体，这些精料包括能量饲料的玉米籽

实、麸皮等，也包括豆粕、棉粕、胡麻粕等蛋白质饲料。大中型养

牛企业日粮供给是按照标准配备的，农户一般没有固定的饲料配方

和原料准备，在冬季肉牛日粮中，可适当增加 1kg（小牛）～3kg（成

年牛）的精料抵御寒冷。

冬季的维生素饲料缺乏，有青贮饲料的农户可以按照每天犊牛

每 100 千克体重 1kg，育成牛每 100 千克体重 2kg，育肥牛每 100 千

克体重 3.5kg～4.0kg，怀孕母牛每 100 千克体重 4.0kg～4.5kg 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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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量饲喂，其余的用干草、农作物秸秆类粗饲料，干秸秆等干制粗

饲料最好切短 3 厘米至 4 厘米，提高粗饲料消化率。在饲喂粗饲料

时，霉变腐败秸秆和块根块茎类绝不能饲喂怀孕母牛和犊牛，如果

过多不愿浪费，这些秸秆类饲料一定要彻底暴晒干透后及时饲喂给

青年牛或育肥牛，不能再次长时间放置后饲喂，防止二次霉变。霉

变腐败的块根块茎类鲜湿饲料不能用于喂牛，一般废弃。没有饲喂

青贮饲料的农户，可购置一些维生素、矿物质饲料添加剂等，拌匀

在精料中补饲，用量一般不超过日粮总量的 1%～3%。

2、饮水：冬季农户养牛主要使用秸秆类粗饲料，注意供给充足

的清洁饮水，防止瓣胃阻塞等肠道疾病发生，可在饮水中稍加一点

麸皮（磷含量高，有轻泻作用）促进排便。再是要注意饮水的质量，

不饮腐败变质的水和温度过低的水，怀孕母牛和犊牛不能饮用冰碴

水，防止引起流产和腹泻。同时，没有自由饮水设施的农户，要定

时饮水，在每天的固定时间内及时供给饮水，一般每天三次饮水。

用于饮水的器具要干净卫生。

3、饲喂次数和刷拭：冬季由于牛的消化机能变差，每天的饲喂

次数可以增加，日粮的饲喂量不变，但可分作 3次～4次饲喂，按照

少给勤添的方法刺激唾液分泌，提高牛的消化率和饲料营养成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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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经常刷拭可以促进皮肤血液循环和新城代谢、减少皮肤外寄

生虫的发生，也有利于增强体质和抗病能力，提高饲料的利用率。

有条件的养殖场和农户，在牛运动和晒太阳期间，用扫把刷拭牛体，

如果坚持每天 2 次刷拭，就可明显减少疾病发生，增重速度也明显

加快。

4、运动与光照：冬季阳光充足的日子，没有运动场的家庭养牛

场和养殖小区，可将牛牵到舍外避风光照充足的地方做适当运动，

运动和晒太阳的时间每天不低于 2 小时。怀孕母牛不能做剧烈的运

动，产前母牛适量轻微的运动有利于产犊，降低难产率。户外晒太

阳有利于钙的吸收利用，减少犊牛软骨病和母牛产后瘫痪的发生，

青年牛能够加快骨骼生长和发育，增大骨盆的容积，减少难产。

5、牛舍采光：冬季夜长昼短，隆冬季节，海原下午 5点就开始

天黑，早晨 8 点天仍未放亮，而牛的休息已经完成，采食饮水运动

等活动开始，加上牛的视觉较差，牛舍及运动场不开路灯容易出现

外科意外。装有路灯的牛场，在天黑前和天亮前都要开启路灯，一

般的开灯时间是下午 6.00～夜间 11.00，早晨 6.00～8.00。当然，

开灯时间最好根据天色情况调整，原则是牛休息以外的时间不能没

有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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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卫生的准备

入冬前应将牛舍粪便彻底清理一次，草料及饮水饲槽严格消毒，

有条件的整个牛舍可熏蒸消毒（农户适合），也可喷雾消毒，喷雾

消毒包括地面墙壁和门窗，墙壁至少消毒喷高 2 米；使用发酵床的

养牛企业和养殖户，应当添加发酵床微生物菌剂或更换新的添加剂

菌种，将牛舍夏秋两季存积的发酵床废料彻底翻新。用于牛舍消毒

的药物较多，2%浓度的氢氧化钠（苛性钠）溶液是牛舍常用的消毒

剂，生石灰是性价比较高的地面消毒物。坚持每周或半个月消毒一

次，日常用具，如饮水槽、饲料槽、料车、饮水桶、翻料的铁锨等，

也要用带畜消毒液（如百毒杀、2%的高猛酸钾等，5%的食盐水也有

消毒作用）适当消杀，减少疾病传播途径。

冬季牛舍的粪尿要及时清理，防止粪尿积累增加牛舍湿度和有

害气体含量，牛舍氨味浓度较大时，可更换成过氧乙酸消毒剂，降

低牛舍的有害气体含量。有条件的养牛企业和农户，应当每半个月

清理运动场牛粪尿一次，对运动场易于形成冰溜子的地方要进行围

隔，防止牛误入跌倒（特别是怀孕母牛）。运动场饮水槽周围易形

成冰滑地面，可采取定时开放（地面解冻或人工解冻后开放）等方

式使用。使用地面融冰设施的养殖场，应当在早晨防牛到运动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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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融冰设备（设施）。牛经过一夜的休息和排泄，早晨一般是饮

水高峰，应注意饮水场舍的环境卫生和饮水安全，防止意外事故发

生。

四、疾病预防

大中型养牛企业中有专门的技术队伍，日粮配方及供给制度比

较完善，有的形成了肉牛养殖的四季日粮配方，所以冬季疾病较少。

装有牛舍紫外线消毒设备的牛舍，冬季消毒要形成制度，定时开启

和关闭消毒设备，开灯时间不宜过长，以免引起牛的眼角膜发炎等

眼睛疾病的发生。

养殖小区及家庭养牛场由于原料采购、饲料配方及供给制度设

计等方面的原因，在冬季青绿饲料无法采购的时候，肉牛日粮多以

农作物秸秆、青干草为主，这容易引起牛的消化道疾病，特别是前

胃疾病，如瓣胃阻塞、瘤胃积食、前胃迟缓、瘤胃臌气，有的农户

过量饲喂精料、粗饲料又粉碎的过细，往往引起瘤胃酸中毒，需要

在饲养管理过程中适当饲喂一些块根块茎类饲料，如胡萝卜、甜菜

根（去皮）、白萝卜、热萝卜、红薯等，以补充维生素的不足，减

少前胃疾病的发生。

犊牛由于有消化机能差、体温调节机能差、抗病能力差和粗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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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采食量少的特点，冬季哺乳的犊牛需要充足供给奶水，母乳不足

而补充人工乳的，液态饲料温度一定要合适，不能低于 10℃也不能

高于 35℃。日常多补饲一些维生素（特别是维生素 A）含量高的块

根块茎类，如胡萝卜（红色维生素 A 含量高）、白萝卜（水溶性维

生素多）等，既可以增加热能供给，又可以预防腹泻等疾病。环境

温度的控制是犊牛冬季防病的重要措施，许多大中型养牛企业都有

专门的犊牛舍（犊牛护理房），家庭养牛场每年产的犊牛较少，可

在牛舍避风的地方铺设垫草取暖区供犊牛使用，就可减少疾病的发

生。

在疫病防治上，海原县多采用春秋两季防疫（如布病和结核），

对一些传播途广、传播速度快、易感动物种类较多、致死率高的疫

病，采取了季度性（每 4 个月防疫接种一次）的防疫措施（如口蹄

疫等）。入冬前，养牛企业和农户应仔细检查疫病预防接种情况，

防止漏免，发现漏免的健康牛要补针接种；发现漏免的亚健康牛应

强化营养供给，恢复健康后补针接种；发现已经发病的牛及时隔离

治疗，痊愈后补针接种后，再调入健康牛群。有条件的大中型养牛

企业，最好在冬季进行一次结核及布鲁氏杆菌病（冬季易感）的血

清普查，净化牛群，按照国家《牛结核病防治技术规范》和《布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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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菌病防治技术规范》的标准，建设自己的肉牛公司两病“消灭区”。

家庭养牛场发现退行性消瘦的牛应当进行驱虫和结核病的检查，发

现有病的及时预防哈治疗，这样才能降低死淘率，提高冬季肉牛的

养殖效益。

工作简讯

▲ 10 月 10 日，王永军、田秀娥、刘超等科技人员赴郑旗乡宁

夏小公洋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进行

技术培训。培训中专家针对该养

殖场饲料配方蛋白质含量过高等

问题提出配方优化的建议，结合

经营管理及圈舍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全面辅导，给出相应解

决方案。

▲ 10 月 14 日，王永军、田秀娥、林清、刘超等前往九彩丰盛

源养殖基地、七彩养殖合作社开

展科技服务，针对养殖基地的肉

牛存在的软骨症等疾病提出相应

的解决办法。



17

▲ 10 月 15 日，林清、张愈到杨堡村调研农户养牛规模、牛群

结构、易发病种、防治效果等情况，

指导养殖户科学处置新进购牛出现

的应激现象。

▲10 月 19 日，王永军、陶壮壮前往三河镇团庄村、坪路村、

小河村进行玉米秸秆利用测评，采集

了三个地方的部分玉米秸秆样品，带

回研究室进行成分测定。

▲10 月 24 日，林清、张愈受邀前往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石羊

村富源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对病

牛进行诊治，同时接受了“雪花

牛肉”生产技术咨询，指导该场

养殖人员精准识别杂交牛血统及

杂交代数。

▲10 月 23 日、10 月 25 日，

陶壮壮等前往三河镇小河村进行

玉米秸秆采样，并对采集样品进行

称重，烘干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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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王永军、陶壮壮和张

愈前往三河镇辽坡村进行玉米秸秆采

样，调查农作物秸秆饲草化利用情况。

▲10 月 30 日，王永军、林清、刘超、陶壮壮、张愈前往关桥乡

方堡村开展科技培训。王永军讲

解了肉牛饮水技术、饲喂技术以

及配方优化技术；林清讲解了西

门塔尔牛饲养管理技术。

▲10 月 31 日，王永军、林清、陶壮壮、张愈在九彩乡马湾村进

行科技培训。以“肉牛高效生态养殖

关键技术”为主要内容，结合调研中

发现的问题，对养殖户进行集中培训，

并现场解答了养殖户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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