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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专家赴富陵村养殖园区抢救新生犊牛

围绕示范县建设全力开展科研攻关和技术服务

蚯蚓在牛粪无害化处理中的应用

工作简讯

宁夏马列主义学院专家来研究院调研

3 月 5 日，宁夏马列主义学院专家来研究院参观调研，研究

院专家、试验示范站站长林

清详细介绍了研究院成立背

景、运行体制机制、科研工

作等情况，副院长王敬师陪

同参观。

宁夏马列主义学院专家通过听取介绍汇报、观看专题短片、

查看相关资料等重点了解了研究院在服务肉牛产业、开展科技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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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马列主义学院专家团观看专题片

贫方面的突出贡献。近年来，在全县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研究

院主要围绕“以科技引领肉牛产业发展，以肉牛产业发展助推脱

贫攻坚”的工作思路，通过解决技术难题、提高饲养水平等有效

措施，使海原县肉牛产业得到全面快速发展，在全县脱贫攻坚中

发挥着独特重要作用。在参观研究院肉品质分析实验室时，参观

人员饶有兴趣的询问了雪花肉的形成和牛胴体不同部位肉质特

点等问题。林清老师一一做了解答。林老师介绍到研究院也一直

致力于帮助海原华润五丰食品有限公司的牛肉产品精深研发，打

造营销品牌，推进海原肉牛全产业链开发，真正把肉牛产业做成

富民强县的主导产业。

宁夏马列主义学院专家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润集团与海

原县合作共建研究院开展科

技扶贫工作创举十分赞赏，

认为这种政校企协作、产学

研结合建设新型科研机构的

做法具有很高的推广价值，

研究院专家 “扎根西部，无

私奉献”的精神，为宁夏科技扶贫增添了一抹亮色，用实际行动

与海源县政府干部群共同谱写了新时代脱贫攻坚壮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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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专家赴富陵村养殖园区抢救新生犊牛

3 月 14 日，三河镇富陵村养殖园区建档立卡户李文品家的母

牛生下一个发育不健全的犊牛。主人惊奇地发现小犊牛脐带外还

带有一团血红的肉状东西，四肢软

瘫不能站立，发生十多个小时还不

进食，生命体征出现危险，三河镇

畜牧中心张军现场检查后立即联

系研究院专家林清现场诊疗，确诊

为脐间闭合不全，造成肠道外漏。他们决定立即手术治疗，手术

由林老师持刀实施，持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精心为犊牛做复位、

缝合手术，成功地挽回了一条鲜活的生命，避免了群众损失。林

老师还为李文品家另一头久配不育的母牛做了直肠检查诊断，给

出具体方案。李文品一家十分感激，现场群众交口称赞。

3 月 15 日，三河镇畜牧中心

张军发来照片显示犊牛术后恢复

良好，在研究院“一牛一策”微

信群传为佳话，大家盛赞西农专

家用实际行动传递了“心系群众，

无私奉献”的人民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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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示范县建设全力开展科研攻关和技术服务

近期来，研究院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

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精神，积极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工作要求，围绕服务海原肉牛养殖标准化示范县

建设，精心谋划当前科技服务工作，组织科研力量全力推动实施。

一、围绕高效、健康、安全养殖开展调查研究、技术集成，

研拟编制海原县标准化养殖技术规范。以饲草料生产加工、肉牛

繁殖、育肥、疫病防控等技术为主要内容，结合当地实际，在实

际试验的基础上，编制各类技术规范，逐步建立海原肉牛标准化

生产体系，加强全生产过程有效控制，打造绿色生态的产业品牌。

由刘超老师牵头负责，汇总近两年本院科研成果，集成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等科研机构专家技术积累和最新科研成果，并结合当地

生产实践，以科普读物的形式编写成《海原肉牛养殖手册》，达

到使养殖者“一书在手，养牛不愁”的目的。目前该书已基本编

成，正在审核完善，预计 6 月底出版，将成为推进肉牛养殖标准

化的技术指南和指导群众养牛的科学宝典。

二、围绕“优质+高端”的产业目标，坚持不懈地推进肉牛

品种改良研究探索。找准更适合海原资源禀赋的肉牛养殖品种及

饲养方法是科研工作的关键任务，也是肉牛产业高效发展的基础

条件。由江中良、王洪宝、李安宁等老师负责对目前西门塔尔高

杂牛提纯改良、黑安格斯牛纯种繁殖工作进行评估指导，应用现

代生物技术开展杂交改良试验。利用前年在智通养殖合作社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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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生产的 F1 代母牛，再进行三元杂交试验。在对品种改良后

代及杂交 F1 代、F2 代生产性能研究评估的基础上验证品种改良

方案，探索品种改良的有效途径，积极为肉牛产业标准化体系建

设在品种改良上抢占先机。

三、围绕饲草料开发利用，抓紧饲草试验示范基地建设。以

引进高产、优质饲草品种为重点，认真落实在全县北中南不同区

域建设三个 300 亩饲草试验基地的工作目标。目前，在贾塘、三

河、树台布局的三个乡镇集中连片设置的试验示范品种地块面积

已落实到位，科研实施方案已经制定，备耕、引种等工作正在进

行之中。由王永军副县长负责的饲料开发利用标准化研究已取得

重大进展，配方饲料加工示范已取得一定成效，相关的犊牛、育

肥牛、繁殖母牛等专用饲料配方试验、5%预混合料加工等技术研

究进入最后的饲喂效果测试阶段。

四、围绕养殖环境控制，积极推进养殖设施标准化建设和粪

污无害化处理。由林清老师负责组织科研人员研究制定和推广不

同规模肉牛养殖企业规划建设和粪污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相关

规范和标准要求已在科研简报发布，正在开展示范推广，并指导

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企业进行设施改造和完善。同时指导各级防疫

人员、养殖主体积极开展肉牛疫病春防工作，按照新发展理念要

求，加强肉牛全生产过程严格控制，确保养殖安全、生态安全、

食品安全。



6

蚯蚓在牛粪无害化处理中的应用

蚯蚓是变温动物，环境温度是直接影响蚯蚓生长发育和产卵

的重要生态因子。一般来说，蚯蚓最适宜的温度为 20～27℃左

右，此时能较好地生长发育和繁殖。蚯蚓没有特别的呼吸器官，

它是利用皮肤进行呼吸，所以蚯蚓躯体必须保持湿润。如果将蚯

蚓放在干燥环境中，蚯蚓的皮肤不能保持湿润。因而不能正常呼

吸，蚯蚓会发生痉挛现象，引起死亡，当然土壤过于潮湿对蚯蚓

的生长发育也是不利的。蚯蚓体内水的成分较大，占体重的 75%

以上，因此，防止水分丧失是蚯蚓生存的关键。蚯蚓生育环境的

最适湿度为 71～75%。蚯蚓养殖的全过程均需充足的新鲜空气。

为了保持饲养床始终处于疏松、透气状态，可采取以下措施：基

料厚度不得超过规定高度；饲养一段时间后可适当翻动 1 次基料，

将上、下层基料翻动，调换位置，既可使下层基料疏松、透气，

又有助于上、下层基料湿度趋向一致。蚯蚓具有喜暗怕光的特点，

正是利用这一点进行原料与蚯蚓的分离。

蚯蚓的转化牛粪，过程主要有蚓种选择、提纯复壮、饲料准

备、蚓床方案、管理措施、病害防治和采收等。

一、选种

目前，最适合大面积养殖的品

种是大平二号。该品种一般体长

50～70 毫米，体腔直径 3～6 毫米，

成蚓体重 0.45～1.1 克。体上刚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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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而密，体色紫红，但随饲料、水份等条件改变体色也有深浅的

变化。这种蚯蚓除体腔厚，肉多，寿命长，能适应于高密度饲养

外，还有繁殖率高，适应能力强，易于饲养等优点，非常适合人

工大面积养殖。

二、饲料准备

1、适合大面积转化的原料只有三种：牛粪、猪粪或牛粪、

猪粪以任意比例相加。

2、饲料发酵。将牛粪或猪粪、混合粪放到平地上摊开 10～

25 厘米厚，晒至 5～6 成干左右。接着将这些粪料架堆起来，可

以采用长方形、半圆柱形堆法，每堆一层（厚 15～20 厘米）。粪

料喷洒 300 到 500 倍的“EM”一次，如此重复铺 4～7 层，直至

水渗出为好；若采用垃圾，一层垃圾一层粪堆地。长宽不限，并

用薄膜盖严。在气温较高季节，一般第二天堆内温度即明显上升，

3～4 天可升至 60～70℃，以后逐渐下降。当堆温降至 40℃时（这

个过程需要约 15 天），则要进行翻堆（把上面翻到下面两边翻到

中间去重新堆制，并再加入“EM”）。饲料发酵好以后，测试 PH

值，蚯蚓饲料一般要求适宜 PH 值为 6.5～7.5，但很多动植物废

物的 PH 值往往高于或低于这个数值，例如：动物粪便的 PH 值是

7.5～9.5，因此对蚯蚓饲料的 PH 值要进行适当的调节，使它接

近中性，以适合蚯蚓生长。

调制和添加营养促食物质的方法：以一立方米基料为例，取

水 100 公斤，加入尿素 2公斤、食醋 4 两、糖精 5 克、菠萝香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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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盖，混合在水中溶解，先取 50 公斤水泼在基料上，翻堆后再

把另 50 公斤水泼在基料上，过二天即可使用。在蚯蚓的饲料里

添加了柠檬酸、香精、糖精，把蚯蚓的饲料调制成蚯蚓最爱吃的

水果香甜味，蚯蚓从此不但不逃走、不挑食，而且食量增加，从

而大大地加快了生长速度、提高了产量。

三、蚓床准备

蚓床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室内方式，各种房屋内均可，或

是石棉瓦搭建的简易棚，每条蚓床最短 3m，最长 7m，宽度 0.5m～

1.0m；露天方式有两种，一是用稻

草盖蚓床，二是在蚓床上方架设遮

阳网，每条蚓床宽度 0.55m～1.0m，

长度不限。

四、放养

蚓床做好后，把发酵好的饲料横铺放在蚓床上，成 50 厘米

宽的条形，长度不限，间隔 30 厘米。

放蚓种前先浇湿蚓床，然后把蚓种

放入无饲料处，放养后补浇一些水，

利于蚯蚓活动。忌在蚓床上堆满畜

粪后放蚓种，以免造成蚓种死亡。

五、日常管理

蚯蚓的放养密度与蚯蚓的种类、生育期、养殖环境条件（例

如食物、养殖方法和容器）、及管理的技术水平等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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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平方米面积，25 厘米高的培养基中可放养密度为：种蚯

1.5～2 万条，孵出至半月龄，可放

养 8～10 万条，半个月到成体可放

养 3～6.5 万条。所以在养殖蚯蚓时

适时扩大养殖床，调整养殖密度，

取出成蚓，这是提高产量的有效措

施。

六、采收与加工

1.蚯蚓的采收：（1）向下翻动驱赶法：在养殖床表面，用多

齿耙疏松表面的床料，等待蚯蚓往下钻后，用刮取表面的蚓粪，

反复进行疏松床料和刮取蚓粪，最后

蚯蚓集中在底层，达到收捕成蚓的目

的。采用此法收取，效果很好，这种

方法简便，一人一天可捕集蚯蚓 150

千克。（2）手抓（可戴塑料手套）或

用定制铁质扁刺小钉耙。将多数蚯蚓已性成熟的蚓床表层铲出放

在薄膜上，堆高 50 多厘米后，用耙多翻动几次，蚯蚓受到刺激

就一直向下部移动直至薄膜，将表层蚓粪及饲料（有卵茧）逐渐

取出搬回撒布在蚓床上，最后将采集到的大部分大蚯蚓过秤暂养。

在采收过程中从每一条蚓床上留出少量体壮、色艳的作为种

蚓，经混合后分床养殖，每床养 3～5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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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蚯蚓的加工：将蚯蚓晒干或烘干，密封包装，尽快通知收

购单位收购。

3.蚯蚓粪的加工：将蚯蚓粪阴干，过筛，简易包装，通知收

购单位收购。

七、病害防治

1、饲料中毒症。发现蚯蚓局部甚至全身急速瘫痪，背部排

出黄色或草体液，大面积死亡，这是新加的饲料含有毒素或毒气

（过量消毒剂、杀虫剂或除草剂）。这时要迅速减薄料床，将有

毒饲料撤去，疏松料床的基料，加入蚯蚓粪吸附毒气，让蚯蚓潜

入底部休息，慢慢就可以适应了。

2、蛋白质中毒症。如发现蚯蚓的蚓体有局部枯焦，一端萎

缩或一端肿胀而死，未死的蚯蚓拒绝采食，有悚悚颤栗的恐惧之

感，并明显出现消瘦。这是由于加

料时饲料成分搭配不当引起蛋白

质中毒。饲料成分蛋白质的含量不

能过高（基料制作时粪料不可超

标），因蛋白质饲料在分解时产生

的氨气和恶臭气味等有毒气体，会使蚯蚓蛋白质中毒。发现蛋白

质中毒症后，要迅速除去不当饲料，加喷清水，钩松料床或加缓

冲带，以期解毒。

3、缺氧症。如果发现蚯蚓体色暗褐无光、体弱、活动迟缓，

这是氧气不足而造成蚯蚓缺氧症。其原因有如下几点：①、粪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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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完全发酵，产生了超量氨、烷等有害气体；②、环境过干或

过湿，使蚯蚓表皮气孔受阻；③、蚓床遮盖过严，空气不通。此

时应及时查明原因，加以处理。如将基料撤除，继续发酵，加缓

冲带。喷水或排水，使基料土的湿度保持在 30～40%左右，中午

暖和时开门开窗通风或揭开覆盖物，加装排风扇，这样此症就可

得到解决。

4、胃酸超标症。在发现蚯蚓痉挛状结节、环带红肿、身体

变粗变短，全身分泌粘液增多，在饲养床上转圈爬行，或钻到床

底不吃不动，最后全身变白死亡，有的病蚓死前出现体节断裂现

象。这说明蚯蚓饲料中淀粉、碳水化合物或盐分过多，经细菌作

用引起酸化，使蚯蚓出现胃酸超标症。处理方法是掀开覆盖物让

蚓床通风，喷洒苏打水或石膏粉等碱性药物中和。

5、水肿病。如发现蚯蚓身体水肿膨大、发呆或拼命往外爬，

背孔冒出体液，滞食而死，甚至引起蚓茧破裂或使新产的蚓茧两

端不能收口而染菌霉烂。这是因为蚓床湿度过大，饲料 PH 值过

高而造成的，这时应减小湿度，把爬到表层的蚯蚓清理到另外的

池里。在原基料中加过磷酸钙粉或醋渣、酒精渣中和酸碱度，过

一段时间再试投给蚯蚓。

蚓体出现痉挛状结节，变粗而短，环节红肿，全身粘液分泌

增多，蚯蚓变白而死亡。原因是蚯蚓吃了有毒的饲料，如在畜粪

堆附近喷过农药，蚓床上浇了污染的水，在蚯蚓暂养育壮处曾堆

放过化肥、农药，运送蚯蚓的容器接触过有毒物品，以及暂养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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蚓放在薄膜上又不漏水，喂的饲料太潮，蚯蚓生活的环境过份潮

湿，气温高时出现蚓体变白，少数死亡。如因毒害出现这种情况，

可采取多次喷水，让有害物质随水洗掉，还要勤添精饲料米糠、

麸皮等；室内暂养蚯蚓发病，则要搬离。如因过份潮湿造成蚓体

变白，可添加发酵过的干畜粪或精饲料，与原有潮料和蚓粪拌和，

并将薄膜取出，如发现已有少数死亡，即搬入蚓床饲养，以使尚

能活动的蚯蚓恢复健壮。

工作简讯

▲3 月 2 日，王永军、林清赴海原九彩乡丰盛园调研指导，

对养殖园区病牛进行检查治疗，并

详细询问了养殖园区饲料来源及

贮存，重点就春季疫病防控工作进

行现场指导，对多发犊牛腹泻、胸

膜炎等疾病防治明确方案。

▲3 月 8 日，王敬师、林清、

刘超、王有海等赴海原县三河镇

饲草试验基地现场考察试验区地

界、设施、水源等问题，对试验

示范的饲草品种布局规划等进行

了现场研究，为下一步备耕、引种、栽培等技术指导和科研进行

了初步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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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7 日，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教授、研究院首席专家昝林

森召集团队科技人员传达了十三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要求

全体师生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国

“两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围绕“十四五”规划，明确牛业团队努力方向，再接再厉创

造佳绩。

▲3月 18 日，刘超、王敬师

与肉牛产业集团负责人杨永生

到海原贾塘乡后塘村调研指导，

现场落实饲草试验示范品种和

地块，就试验示范的饲草品种、

布局规划等与实施主体负责人进行了沟通，对备耕、引种、栽培

等技术进行了现场指导。

▲3 月 22 日，王永军等科技

人员先后赴海原县九彩乡七彩养

殖合作社和忆农园养殖场，详细

调研了饲草的贮存和饲喂，就改

进养殖技术与管理、饲养人员交

流，针对饲养中的关键环节和技术进行了具体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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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 日，王永军、陶壮

壮、魏慧娟等科技人员赴三河镇

富陵村养殖园区，对该养殖园区

牛饲喂情况进行了详细调研，决

定结合自治区科技厅科技项目实

施，在该园区开展肉牛育肥饲喂试验，指导降耗增效，提高科学

养殖水平，为全县开展肉牛标准化养殖先行示范。

▲3 月 27 日，刘超、王敬师

与县科技局高启平局长、宁夏大

学专家等科技人员到树台乡大

嘴村调研指导，现场落实饲草试

验示范品种和地块，送发技术资

料。重点就马铃薯秸秆饲草化开发利用与科技局相关科研项目结

合等问题进行了衔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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