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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讯

市科技局雍平华局长来研究院调研

4 月 29 日，中卫市科技局局长雍平华，副局长李红文等领

导在海原县科技局高启平局长

陪同下来研究院调研。主要就

鼓励争取申报区市科技项目进

行调研座谈。副院长王敬师、

试验示范站负责人林清、科研

专家刘超等参加接待和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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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领导与院领导进行座谈会议

市县领导正在观摩实验室

在一楼大厅，林清老师向来院领导介绍了研究院成立背景、

运行机制和科研情况。雍平华局

长详细询问了研究院科研力量、

科研方向、科技资金来源和科技

服务开展情况，领导们检查了科

技培训教室，查看了培训资料，

观摩了实验室，了解实验器材配备和科研功能。雍局长一行还饶

有兴趣的观看了科技扶贫专题短片，并连连夸赞政校企三方合作

的创新模式，对县上高度重视科技工作表示赞赏。最后，雍平华

局长等领导在院二楼会议室与在院科技人员进行了座谈，就研究

院近两年的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服务项目示范与推广和体制机制

进行了座谈交流，他指出发挥研

究院的科技创新作用，不仅要搞

好科技服务项目示范与推广，还

要加大本土人才培养力度和高

端专家引进力度，希望西农专家

继续发挥牛产业团队科技优势，在技术创新上不断突破。他表示

市科技局愿全力帮助研究院做好科技项目申报工作，支持西农专

家为西海固肉牛产业发展贡献力量。与会领导和专家对市科技局

的大力支持表示欢迎和感谢，将继续努力实施巩固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科教兴国战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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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 2021 年第二次工作会议

昝林森教授主持召开研究院第二次工作会议

4 月 18 日，首席专家昝林森在研究院二楼会议室主持召开

2021 年第二次工作会议，主要就

总结验收 2020 年科技服务项目

和压茬推进 2021 年科技服务项

目启动实施等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海原县副县长、研究院专家

王永军，行政副院长王敬师、试

验示范站负责人林清，科研人员田秀娥、赵春平等参加会议。

昝林森教授听取了各参会人员的工作汇报。王永军汇报了项

目申报争取情况，其中向自治区科技厅申报的肉牛高效生态养殖

技术创新团队项目资金已经到位，进入实施；人社厅科技创新基

地基本落实，等待审批文件；自治区重点研发项目刚刚通过评审，

正在进一步争取落实。昝教授要求各位专家要继续发挥研究院新

型科研平台优势，积极申报相关项目，更好地造福当地群众，服

务产业发展。王敬师汇报了 2020年科技服务项目整体完成情况

和结项收尾进展等情况，就自验、自评和资料收集整理上报等工

作提出建议，并汇报了研究院今年以来配合县上肉牛养殖标准化

示范县建设工作情况，研究院已按照县上今年工作安排要求，积

极制定了饲草引种和青贮玉米品比试验方案，与肉牛产业集团协

作落实 3个试验示范基地，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还汇报了研

究院股权构架完善方案制定和进展情况，昝教授对有关工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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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林森教授进行安排部署工作

了明确安排，要求按计划推进，抓紧落实。林清汇报了负责的项

目实施和今年疫病防控等工作开展情况。昝教授表示应继续加强

春防工作指导，严防疫情发生，还询问了田秀娥、赵春平老师的

项目完成情况，并肯定了赵春平老师在正在开展项目中的认真负

责精神。王有海主任传达了华润五丰农业有限公司领导近期对海

原华润农业有限公司及相应子公司人事调整、清理整顿的安排和

要求。昝教授指出，要认真按华润方面的安排要求加强管理，突

出研究院特殊性，确保规范运转，并强调办公室人员继续努力做

好管理服务和保障，提高研究院工作质量和效率。

昝教授在听取相关汇报后对研究院近期工作进行了全面部

署。他指出，今年是我们国家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迎接建党 100

周年并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关键之年，也是我们研究院强化

政校企协作、跟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助力乡村振兴的改革创新

之年。大家要按照“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要求，

深入开展学党史专题教育，继

续发扬“扎根西部，无私奉献”

的时代精神，紧紧围绕当地产

业发展需求开展科研攻关和技

术服务工作。（一）今年科技

服务项目可根据县上肉牛养殖

标准化示范县创建中技术体系建设需要进行适当调整，突出县上

关注重点综合设置科技服务项目，不失时机地推进实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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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平老师与养殖园区负责人对接项目

各项目负责人要迅速行动，抓紧去年未完成项目实施和已完成项

目结项资料整理完善；管理人员要搞好督导、协调、服务和保障，

推动今年项目全面安排和启动。（三）抓紧推进股权完善和机制

改革，加快与校方沟通签订三方协议，推进技术入股。目前，在

管理制度方面与华润步调一致基础上要有独立性，确保工作正常

开展。（四）配合县上示范县创建协助编制相关标准和技术规程，

加大主要技术推广示范力度。继续搞好饲草试验示范基地建设和

新优品种饲草引种试验，要因地制宜，不跟风求洋，破解草业滞

后难题。要加快肉牛养殖手册修改审定，积极为肉牛养殖标准化

示范县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犊牛培育关键技术试验在富陵村养殖园区开展

4月中旬，研究院科技服务项目负责人赵春平带领研究生王

丽云、夏耀辉赴富陵村养殖园

区开展犊牛培育关键技术研

究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实验，

该项目主要围绕犊牛早期断

奶饲喂技术研究进行实验。

为圆满完成项目实施工作，赵春平老师同学生一起深入基层，

寻找适宜牛场，与养殖户沟通，找人改建牛栏，垫钱购买实验材

料。在寻找合作实验牛场时，赵老师不辞艰辛，联系多个当地牛

场负责人协商，经过努力，试验点最终落脚三河镇富陵村养殖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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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平和他的学生正在进行犊牛饲喂试验

区。在筛选犊牛过程中遇到养殖户不愿合作的难题，赵老师首先

站出来同农户耐心沟通，取得农户信任。在搭建犊牛舍时，赵老

师四处奔波联系专业人员，历经短短一个星期时间，改造好牛舍

围栏，将筛选好的犊牛分类隔离。接下来的实验过程时间紧、任

务重、责任大，赵老师带领科技人员每天准时进舍准备“美食”，

并做好记录，起早贪黑守在犊牛的身边，当起“奶妈”。看着茁

壮成长的犊牛，这里的农户都

放下心来，愿意提供更多的犊

牛支持赵老师的项目实施工作。

犊牛尽早断奶和快速生长，既

有利于缩短母牛空怀期，提高

繁殖效率，又有利于犊牛快速生长，缩短育肥周期，提高经济效

益。赵老师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称赞和支持。

近期，王永军老师主持快速育肥、朱杰老师负责的富硒牛肉

生产等试验也为该园区标准化养殖提供了示范，调动了当地群众

开展肉牛养殖的积极性。

母牛四种常见疾病防治技术

一、母牛早期流产的特征与防治

流产是指由于胎儿或母体异常而导致妊娠的生理过程发生

扰乱，或它们之间的正常关系受到破坏而导致的妊娠中断。流产

可以发生在妊娠的各个阶段，但以妊娠早期最为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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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出现早期流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机体内分泌失调、孕激素分泌不足；2.营养供给缺乏，如

能量(总能及脂肪酸)、蛋白(特别缺乏过瘤胃蛋白质)等；3.胚胎

发育过程中的遗传变异；4.饲料中毒，如硝酸盐、亚硝酸盐、类

激素物质等；5.气温升高，母牛出现严重的热应激；6.饲养管理

不善，机械性损伤(争斗、拥挤等)；7.病原性流产，其中包括由

原虫、细菌、病毒感染而引产的流产。

【防治】防治本病主要是保护健康畜群、消灭病原体和培养

健康幼畜三个方面。

1.加强检疫。提倡自繁自养，不从外地购买家畜 新购入的

家畜，必须隔离观察一个月，并做 2 次布鲁氏杆菌检疫，确认健

康后方能合群。每年配种前，种公畜也必须进行检疫，确认健康

后方能配种。养殖场每年需做 2 次检疫，检出的病畜，应严格按

照规定进行扑杀处理，防止进一步传染。

2.定期免疫。布鲁氏杆菌病常发地区的家畜，每年都要定期

预防注射。在检疫后淘汰病畜的基础上，第 1 年做基础免疫，第

2 年做加强免疫，第 3年做巩固免疫，从而达到净化畜群的目的。

3.严格消毒。对病畜污染的畜舍、运动场、饲槽及各种饲养

用具等用 0.1%百毒杀溶液、10%~20%石灰乳、2%氢氧化钠溶液等

进行消毒。流产胎儿、胎衣、羊水及产道分泌物等，更要妥善消

毒处理。病畜的皮，用 3%~5%来苏儿浸泡 24 小时后方可利用。

乳汁煮沸消毒，粪便发酵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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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病畜处理。布鲁氏杆菌病病畜，按规定必须进行扑杀后无

害化处理。确需治疗者可在隔离条件下进行，对流产伴发子宫内

膜炎或胎衣不下，经剥离后的病畜，可用 0.1%高锰酸钾溶液、

0.02%呋喃西林溶液等洗涤阴道和子宫。严重者可用抗菌素和磺

胺类药物进行治疗。

5.培育健康幼畜。用健康公畜的精液人工授精，从而培育健

康幼畜。幼畜出生食初乳后隔离喂消毒乳和健康乳，经检疫为阴

性后，送入健康群，以此达到净化疫场目的。

二、母牛难产的防治与处理

难产是指由于各种原因而使分娩的第一阶段(开口期)，尤其

是第二阶段(胎儿排出期)明显延长，母体难于或不能排出胎儿的

产科疾病。

【病因】

难产的普通病因：一些遗传因素，如隐性基因引起畸形而难

产；环境因素使母牛多胎怀单胎或妊娠母牛的激素分泌不协调；

饲养管理因素如营养过剩或不良、运动不足、早配等；传染病，

外伤如腹壁疝、骨盆肌腱断裂等都可能引起母牛难产。

难产的直接病因：1.母体性难产。母畜娩出力异常如阵缩及

努责微弱；分娩时子宫及腹壁肌收缩次数少，持续时间短，或强

度不足，使胎儿不能排出，如子宫迟缓、子宫疝、神经性产力不

足、耻骨前腱断裂等。2.产道性难产。分娩时胎儿的通路障碍如

子宫捻转(妊娠子宫的一侧子宫或部分子宫角围绕自己的纵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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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扭转)；子宫破裂；子宫颈开张不全；双子宫颈；产道狭窄：

骨盆狭窄、子宫颈狭窄、阴门及阴道狭窄、软产道水肿；软产道

肿瘤或囊肿。3.胎儿性难产。胎儿与产道大小不相适应如：胎儿

过大，胎儿畸形，胎势异常，胎向异常等。

以上有单独发生的，也有综合性发生的，其中以胎势不正较

为常见。

【难产的诊断及助产措施】

1.胎儿过大

(1)诊断要点。胎势、胎位、胎向正常，母牛强烈努责，但

胎儿滞留产道，不能顺利产出。(2)助产要领。充分润滑产道，

用两条绳分别拴在胎儿两前肢蹄冠上方。术者手握胎儿下颌，并

配合交替牵引两前肢，使胎儿肩胛部斜向通过母牛骨盆狭窄部。

2.胎儿头颈侧转

(1)诊断要点。产出期延长，从阴门伸出前两肢，但长短不

一致。术者手臂伸入产道或子宫，可摸到胎儿头颈弯向伸出较短

的前肢同侧。(2)助产要领。在胎儿两前肢拴上绳子后，用手推

移胎儿头部，使母牛骨盆腔前缘腾出一定空间，再用手抓住胎儿

鼻子或下颌，用力拉直侧弯的头颈，使之恢复正常位置，便可牵

出胎儿。

3.腕关节屈曲

(1)诊断要点。一侧腕关节屈曲时，从产道只伸出一肢，两

肢腕关节屈曲时，两前肢均不伸出产道时，术者可在产道内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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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肢或两肢屈曲的腕关节及正常的胎儿头。(2)助产要点。术者

用手推胎儿入子宫，然后手握曲肢的蹄部用力高举，并趁势滑至

蹄底再高举后拉，则可伸展曲肢。

4.胎向异常：胎儿的正常胎向是上胎向(胎儿背部向上)。异

常胎向有两种：侧胎向，胎儿侧卧于产道及子宫内；下胎向，胎

儿仰卧于产道及子宫内，此种难产常见。(1)诊断要点。胎儿两

蹄底向着侧方，术者可在产道内摸着胎儿头夹于两前肢之间。(2)

助产要领。首先把绳拴于两前肢蹄冠部，术者手握胎儿下颌，助

手用力向下牵引上侧前肢，而下侧前肢勿用力，并与术者密切配

合，逐渐使胎儿呈上胎向，然后拉出。

5.胎位不正：胎儿正常的胎位是纵位，胎儿背部和母体背部

的方向一致。胎位不正有两种：横位，胎儿横卧于子宫内；竖位，

胎儿竖卧于子宫内。

助产要领是术者在牵引胎儿前肢及头部的同时，推胎儿体躯；

或拉胎儿后肢同时，推胎儿的前躯及头，使胎儿成纵位。

除以上难产的助产方法外，还有胎儿畸形、母牛骨盆狭窄等，

用一般助产无法取出胎儿，必须施行截胎术或剖腹取胎术。

在兽医临床上经常碰到母畜因产道狭窄、胎位不正和胎儿弯

曲或过大等难产病例，此时应采取必要措施，才能确保顺产。

【难产预防】

1.不要给青年母牛配种过早，配种过早在分娩时易发生骨盆

狭窄等情况；2.在妊娠期间，要保证供应胎儿和母牛的营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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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妊娠母牛要安排适当的运动，以利于分娩时胎儿的转位，适

当运动还可防止胎衣不下以及子宫复位不全等疾病；4.临产时对

分娩正常与否要做出早期诊断。从开始努责胎膜露出或排出胎水

这段时间以前进行检查。羊膜未破时，隔着羊膜(不要过早撕破)

检查，羊膜已破时，伸入羊膜腔触诊胎儿，如果摸到胎儿是正生，

前肢部位正常，可自然排出。如果发现胎儿反常，就应立即矫正，

避免难产。

三、母牛胎衣滞留的防治与处理

胎衣不下又称胎衣滞留或胎衣停留。临床上将产后 12 小时

胎衣尚未排出称胎衣不下，胎衣不下是母牛常发病和多发病之一。

【病因】该病发病原因较多，子宫收缩无力是胎衣不下最直

接最常见的原因，此外还有由于布氏杆菌病、胎儿弧菌症、毛滴

虫或其他微生物感染引起子宫炎和胎盘炎，都会使母体胎盘与胎

儿胎盘发生炎性粘连，引发本病。

【诊断】母牛产仔后 12 小时未排出胎衣，3~5 天后发病症

状特别明显，精神沉郁，食欲下降，粪便干燥，在阴门处粘有恶

臭的排泄物，体温升高至 41.5℃左右，阴道探摸有强烈刺鼻恶

臭，并可带出大量的暗黑色污液，子宫颈口已经收缩，只能容纳

两指头进入，可感觉到有胎衣碎片，即可诊断为本病。

【治疗】该病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引起母畜自体中毒而死亡，

一般治疗以全身治疗和手术治疗并用。治疗原则为强心、利尿，

补充体液，防止酸中毒，消炎杀菌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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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或 0.9%氯化钠注射液 1500~2000

毫升，碳酸氢钠注射液 500 毫升，氯化钾注射液 10 毫升，复方

氧氟洛美沙星注射液 200 毫升和青霉素 1600 万单位，一次静脉

注射，并肌内注射缩宫素 20 国际单位和胃肠动力药物，连用 4~5

天；2.配制 0.1%的高锰酸钾水溶液 1500~2000 毫升，用子宫洗

涤器缓缓注入母畜子宫体内，使腐败的残留物随液体排出体外，

再将 50 克土霉素粉配制到 0.9%的生理盐水 500 毫升溶液里，再

次注入母畜子宫内，尽量让药物不要流出。隔一天冲洗一次，连

用 3~5 次即可治愈。

【预防】

1.加强母牛的饲养管理，保证饲料质量和数量，冬季要饲喂

优质的干草或秸秆青贮饲草，使牛膘度保持在七、八成膘。

2.适当添加一些矿物质、微量元素和各种维生素饲料，也可

使用营养调配全面的舔食砖让牛自由舔食。

3.加强母牛的运动量，母牛在产前一定要保持每天 6~8 小时

的运动量。

4.母牛每天供应充足干净的饮水，不采取定时定量喂水，让

母牛自由饮水。特别在冬季要注意不能饮冰水，母牛产犊后可喂

些温热的盐水。

5.母牛产犊后要勤观察，发现胎衣 12 小时内未排尽时应立

即找兽医人员进行处理，以避免因耽误手术剥离时间而造成胎衣

腐败滞留在子宫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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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母牛子宫内膜炎的特征及防治

子宫内膜炎为子宫内膜的急性炎症，按病程分为急性和慢性

两种，按炎症性质分为卡他性、化脓性、纤维素性、坏死性四种。

【病因】在母牛发情期、人工配种、分娩、难产助产时，造

成子宫内膜的损伤或由于链球菌、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的侵入

而感染。母牛机体抵抗力降低，卵巢机能障碍和孕酮分泌增加均

可引起子宫内膜炎。此外，阴道炎、子宫脱、流产死胎、胎衣滞

留等都可继发子宫内膜炎。

【症状】

1.急性子宫内膜炎：母牛精神沉郁，体温升高，食欲减少，

有时出现拱腰、努责及排尿姿势，从阴门排出少量黏性或脓性分

泌物，特别是在卧下时排出较多。阴道检查时，子宫颈外口肿胀、

充血和稍张开，有时见到其中有分泌物排出。直肠检查时，可触

摸到子宫角增大，疼痛，壁厚呈面团样硬度，有时有波动感。

2.慢性子宫内膜炎：患慢性卡他性子宫内膜炎时，母牛发情

不正常中者发情虽正常但屡配不孕，即使妊娠也容易流产。发情

期频繁或延长并有出血现象，有时从阴门流出较多的混浊带有絮

状物的粘液。阴道检查时子宫颈外口肿胀、充血，并有粘液。直

肠检查时子宫壁变厚，一个或两个子宫角粗大、弹性减弱，收缩

反应微弱；化脓性炎症母牛表现不发情或发情微弱或持续发情，

母牛卧下时，从阴门内排出较多的污白色混有脓汁的分泌物。阴

道检查时，子宫颈外口充血、肿胀、有时有溃疡、开张 1~2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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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脓性分泌物排出；直肠检查时，一侧或两侧子宫角增大，子宫

壁厚而软，收缩反应减弱或消失。有时由于子宫颈粘膜肿胀和组

织增生而变狭窄，致使脓性分泌物积留于子宫内不能排出，导致

子宫角明显增大，子宫壁紧张而有波动、触诊疼痛。有时子宫内

和有棕黄色、红褐色或灰白色稀薄或稍稠的液体，直肠检查时子

宫角增大如妊娠 1.5~2 个月的子宫或者更大，触诊感觉子宫壁很

薄，有明显的波动感。

【治疗】子宫内膜炎的治疗原则是增强机体抵抗力，消除炎

症及恢复子宫机能、增强子宫的血液供给、促进子宫内积液的排

出和消除子宫的感染。

1.冲洗子宫：在母牛发情时或应用雌激素制剂(如乙烯雌酚)

促使子宫颈松弛开张之后，用消毒液(如 0.05%~0.1%高锰酸钾，

0.02%百毒杀溶液)冲洗子宫，冲洗之后可根据情况往子宫内注入

抗菌药(如青霉素、链霉素等)或者直接放入抗生素胶囊。

2.激素疗法：首先应用前列腺素制剂消除黄体的作用，然后

注射雌激素，便于子宫内溶物的排出，为了促进子宫收缩，还常

用麦角新碱或催产素等。

3.全身疗法：当子宫内膜炎伴有全身症状时，宜适当补液，

并采用抗生素及磺胺类药进行全身治疗，对患病已久，身体衰弱

的病畜，可以静脉注射钙剂、维生素 B1、维生素 C 以兴奋肌肉

和神经，增强子宫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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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讯

▲4 月 6 日，林清、赵春平

等科技人员赴小公洋养殖场，对

犊牛生长繁育进行调研指导，并

与该场负责人就科技项目试点进

行沟通对接。

▲4月 7日，王永军、王敬师、

刘超等科技人员赴定边县定草一

号栽种现场，就种苗品系特征、

引种试验等情况进行考察，与相

关人员调查了解，并带回 20棵种苗进行栽植试验。

▲4月 10日，王敬师、赵春

平等赴富陵村养殖园区，检查了

犊牛培育关键技术试验项目实

施准备工作，现场检查了牛舍围

栏改造情况，对犊牛日常饲喂管理及相关指标测定进行具体落实。

▲4月 14日，林清、王敬师等

赴数台乡大嘴村指导饲草试验示

范基地建设，走访养殖户了解春季

疫病防控情况，为当地养殖户病牛

进行了义务诊疗，还为难繁母牛开展直肠检查，指导养殖户科学

调配饲料，开展规范化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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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8日，昝林森教授出席了由徐海宁书记主持召开的县

委专题会议，参加海原县肉牛养

殖标准化示范县建设方案讨论，

就示范县建设中的技术规程制定

提出了意见，会议结束后，就研

究院如何配合推进肉牛养殖标准

化示范县建设进行具体安排。

▲4月 21日，王永军、王敬师、林清、赵春平、王洪宝、李

安宁、杨武才等科技人员赴富陵

村养殖园区调研，现场检查了正

在开展科研的 3个项目进展情况，

并就进一步以科研和技术服务支

持该园区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

▲4月 21日，王永军、王敬师、林清、赵春平、王洪宝、李

安宁、杨武才等专家组在研究

院二楼会议室召开院务会议，

就草拟的海原县肉牛养殖标准

化技术规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集思广益，提出进一步完善的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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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3日，朱杰教授等科

研人员赴海原五丰肉类食品有

限公司调研，与海原华润负责人

王金中就牛肉新产品研发问题

进行了座谈对接，王金中对研究

院专家上门服务表示肯定和支持，希望能长期稳定合作，共同打

造海原高端牛肉品牌，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做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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