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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科技服务项目通过验收 

10 月 17日，根据县上安排，县畜牧中心主任谢文青、书记

马启誉，县招标办主任马洪梅，带领银川市兴庆区农牧业局高级

工程师印联、银川市兴庆区农业农村与水务局高级工程师赵卫国、

宁夏回族自治区煤炭地质局正高级工程师毛兴军、宁夏质检院高

级工程师陈瑞华、中国矿大银川学院高级工程师余永鹏五名专家

对 2020 年海原县高端肉牛产业技术指导及科技社会化服务项目

（简称科技服务项目，下同）进行了全面验收，专家组认为 20

个科技服务项目实施对促进海原县牛产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取

得超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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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人员首先听取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林清关于 2020 年科

技服务项目实施情况的汇报。林副院长从项目策划设置情况、主

要工作措施、取得成效、预算执行、存在问题、整改设想等方面

全面汇报，着重对照项目任务逐项就主要指标完成的具体情况进

行说明。汇报结束后，验收组相关领导和专家组分工进行现场核

查和项目资料审查,对照招标文件实施方案明确的科研和技术推

广示范目标，逐项检查核对指标完成情况，详细对照登记、发现

问题、现场质疑质询，相关项目负责人、参与人应询现场答疑，

随时提供佐证材料；先后在郑旗乡小公洋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三

河镇富陵村养殖园区、辽坡村家庭养殖场查看了 7个项目实施现

场，就实施效果等问题向有关管理、技术、饲养人员进行现场调

查。 

按照相关规定，专家组严格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认真

核查评估分析，经验收组专家充分集中意见后形成书面验收报告，

召集研究院专家及相关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反馈了验收结论。专

家组组长毛兴军讲话认为：海原县高度重视科技工作，招标的

20 个科技服务项目涉及肉牛产业体系主要方面和关键环节，研

究院高水平的科技研发和服务发挥了引领和支撑作用，从验收资

料和实施现场调研看，总体感觉投入资金少，取得成效好。品种

改良、饲草料研发、快速育肥、富硒功能牛肉生产试验等方面有

不少创新，项目实施作用明显，取得超值效果。毛兴军讲话同时

指出：从提供的验收材料看存在有些实施过程佐证材料少，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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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论文收集不全等问题，要求很快对验收材料进行完善，对正

在审稿还没有发表的论文可以先附在材料中，确保验收资料完整。

验收组其他专家也就资料完善、今后项目实施目标设置等提出了

建议。 

县畜牧中心主任谢文青、县招标办主任马洪梅就落实专家组

意见、及时搞好整改、加强后续工作等提出具体要求，强调要以

认真负责的精神搞好整改工作，既要重视必要形式，更要注重实

际效果，形成的技术成果要有科学性、实用性，通过示范带动推

广，关键的技术要总结成规范，以完整的技术资料留给县上，长

期发挥作用。交给县上的材料要全要实，经得起检查和实际检验。 

研究院行政副院长王敬师，科研专家刘超、赵春平、杨武才、

成功，研究生陶壮壮、朱熙春、杨超群、马雅帅、许淑文、宫震、

周睿，办公室主任王有海等配合参加相关验收活动。 

 

关于海原县肉牛品种改良实施方案的建议（摘要） 

去年以来，围绕自治区肉牛良种基地建设，由研究院首席专

家昝林森教授主持，组织王永军、林清、赵春平、江中良、王洪

宝、成功等专家在反复调研和近两年来科学试验的基础上，吸收

先进经验，结合本地实际，起草

了关于海原县肉牛品种改良实施

方案的建议。该建议对我们搞好

肉牛品种改良工作，促进肉牛产

海原县肉牛品种改良实施方案建议研讨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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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海原县肉牛品种改良计划从三方面开展：通过基础母牛的群

体改良，提升现有母牛生产性能，增加农户养殖效益；通过建设

良种肉牛繁育基地，提升自主制种供种能力；通过建设高端牛生

产基地，生产高档牛肉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打造优质特色品牌。 

 

 

 

 

 

 

 

 

海原县肉牛品种改良架构图 

一、基础母牛群体改良 

目前，以西杂牛为主要母本的基础母牛群存在杂交方式不明、

杂交代数不清、生产性能退化等明显问题。同时考虑到西门塔尔

牛本身存在早熟性较差、发情不明显、产后发情间隔长等缺陷，

拟定以下两种解决思路： 

（一）本品种改良 

利用纯种肉用西门塔尔牛对本地西杂牛进行改良，逐渐淘汰

一批品种不纯、生产性能低下的基础母牛，力争在 5 年时间内，

实现全县基础母牛群体的更新换代，不断提高母牛繁殖性能和后

代产肉性能，不断扩大群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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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决的主要问题：现有母牛群体品质下降，后代生长速

度下降。 

2、改良目标：5 年内实现现有基础母牛群体更新换代，提

高其肉用生产性能；基础母牛群体规模达到 9万头以上； 

3、改良方案： 

 

 

 

 

 

 

海原县肉牛本品种改良方案 

4、方案优点：西杂牛现有群体规模大，可选择范围广、预

期育种进展明显，可显著提高后代产肉性能；同时，对现有品种

的改良不改变其原有外貌特征，符合本地饲养习惯，群众可接受

程度高。 

5、方案缺点：改良后的基础母牛群体仍以西门塔尔牛血统

为主导，其繁殖性能（如难产率高、早熟性差、产后发情间隔时

间长等）问题可能未有明显改善，另外利用此群体生产高档牛肉

难度较大。 

（二）杂交改良 

利用安格斯牛对现有西杂牛群体进行杂交改良，打造“海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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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牛”品牌。安格斯牛体型较小，难产率低；杂交母牛繁殖性能

可得到改善，另外，安格斯牛肉质较好，杂交牛具有生产高档牛

肉潜力。 

1、解决的主要问题：现有母牛群体难产率高、早熟性差、

产后发情间隔时间长等繁殖问题；现有母牛群体后代肉质较差。 

2、改良目标：提高现有母牛群体繁殖性能及后代产肉性能，

5-10年内成功打造“海原黑牛”高端牛品牌。 

3、改良方案： 

 

 

 

 

 

 

海原县肉牛杂交改良改良方案 

4、方案优点：可显著提高现有西杂牛群体繁殖性能、生产

性能、肉脂品质，开发自主品牌“海原黑牛”高端牛产品，扩大

影响力和知名度。 

5、方案缺点：品牌打造周期长、要求高；杂交黑牛的“黑

色”可能不符合百姓饲养习惯。 

二、制种供种能力提升 

目前，海原县牛群体数量的补充主要是通过外购的形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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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方面成本高、损耗大，更为重要的是其品种信息不全、品

质参差不齐、遗传不稳定，极大地制约了本区域牛群的改良提高。

因此，需要结合自身育种目标，提升核心种源自给率，全面提升

制种能力及良种供应能力，扩大优秀种群数量，把海原县逐步建

设成为西部地区优质肉牛的制种供种中心。 

（一）解决的主要问题 

引种成本高、种源品质差、遗传不稳定。 

（二）实施方案 

以良种肉牛繁育基地为载体，建设良种公牛站、主导品种母

牛核心群和生产性能测定中心，核心群每代进行生产性能测定，

选优淘劣，积极向社会提供优秀牛源，满足各类市场需求。 

 

 

 

 

 

海原县高端肉牛制种供种建设方案图 

（三）实施目标 

建设一个功能齐全、技术先进、设施完善的良种肉牛育种基

地。培育或引进优秀西门塔尔牛种公牛 8~10 头、安格斯种公牛

5~8头，年供应优秀公牛冻精能力达 100万只（多个品种）以上；

建成西门塔尔牛和安格斯母牛繁育基地各一个，西门塔尔牛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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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群 500头，扩繁群 20000头以上；安格斯母牛核心群 500头，

扩繁群 5000 头以上；建成用于生产高档牛肉的杂交肉牛繁育基

2~3个，每个规模 5000头以上。 

三、高端牛培育模式 

本方案中高端牛特指能够生产出高档牛肉产品的牛，包括纯

种肉牛以及各种肉牛杂交组合。高档牛肉特指经过规模化、标准

化和无害化生产的牛肉，要求达到以下标准：育肥期 18~24月龄；

育肥期日增重 1.2kg以上；出栏体重 700kg以上；胴体体表脂肪

覆盖率 80%以上，色泽洁白；屠宰率 60%以上；高档优质肉块出

肉率 40%以上；眼肌大理石纹评分 2级以上、剪切力值 3.6千克

以下；肉色樱桃粉、肌内脂肪洁白。本方案中提供两种生产方式： 

（一）安格斯牛直线育肥模式 

在现有安格斯牛母牛群体基础上，以优质安格斯牛冻精进行

配种，采用犊牛断奶后直线育肥的方式，生产高端牛肉。安格斯

牛本身生长速度和肉质很好，容易生产出符合需求的高档牛肉，

年出栏高档育肥牛可在 10000头以上。 

（二）杂交组合育肥模式 

以现有西杂牛或打造的“海原黑牛”为母本，引入红安格斯、

黑毛和牛等国外优秀肉牛品种进行二元或三元杂交，提高其生长

速度和牛肉品质。这种方式基础母牛群体大，出栏率高；年出栏

高档杂交牛 20000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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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肉牛快速增膘的七大要点 

暖： 冬前要对牛舍进行检修，堵塞风洞，保证屋顶不漏雨

雪，夜间门上要挂帘防寒；牛舍内要勤垫干草、干土；每天应打

扫牛粪，保持舍内清洁干燥。 

喂： 秸秆要细铡。先喂草料，后喂精料。草料应多样化，

青草、稻草、麦草、玉米叶、红薯藤、花生秧等混合搭配饲喂。

每天除喂足够的粗料外，还应喂给玉米、饼类、麸皮、大麦等精

饲料。每头牛每天喂粗料 10～12 公斤，同时按牛每 100 公斤体

重添加食盐 10 克、骨粉 15 克、尿素 30 克（溶化后混入精饲料

中饲喂）。 

参考饲料配方：黄玉米 19%、胡麻饼 13%、玉米黄贮 17.6%、

白酒糟 45%、食盐 0.4%以及干草粉 5%。或玉米秸 3%、白酒糟 30%、

食盐 0.4%、黄玉米 10%、棉籽饼 12%和玉米青贮（带穗）44.6%。

或黄玉米 15%、胡麻饼 13.6%、干草粉 5%、白酒糟 31%、食盐 0.4%

和玉米黄贮 35%。 

水： 俗话说“草膘、料力、水精神”，说明养好牛不仅要

喂好料，还要供足饮水。一般每头牛一昼夜应饮水 35～45公斤，

每天饮水 3～4次，水温在 40℃左右。 

刷： 经常刷拭牛体，有利于保持牛的皮肤清洁卫生，可及

时清除体外寄生虫，还能促进牛体血液循环，增强抗寒能力。 

净： 草料内不得含沙石、泥土、异物，不得发霉变质，不

让牛饮泥水和污染水。水要新鲜清洁，舍要干净，饲槽要每天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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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清除残余草料，并经常刷洗，以免病菌污染剩余草料，影响

牛的健康。 

防： 即防牛病。牛舍应定期用 2%的石灰乳消毒，食具用 2%-3%

的高锰酸钾溶液定期消毒，冬季应给牛进行一次驱虫，并注意预

防其他疫病，发现疾病应及时治疗。 

 

 

工作简讯 

▲9 月 1 日，刘超、朱熙春、

田卜伊、何与晗，前往三河镇、贾

塘乡饲草基地配合海原县农业农

村局开展饲草种植验收工作。 

▲9 月 7 日，自治区外事办公

室领导带领投资商到研究院考察，

林清向来宾介绍了研究院成立背

景、运行机制、科研工作等情况。 

▲9 月 10 日，王敬师、刘超、

朱熙春等到高崖乡养殖户开展青

贮饲料饲喂讲解，并录制视频，

为当地养殖户进行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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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林清、刘超、朱熙春、

何与晗赴三河镇饲草试验示范基地，对定

草 1 号、金牧良草等多个新引品种饲草进

行产量测定和平茬实验工作。 

▲9 月 17 日，刘超、朱熙春前

往关桥乡开展天然草地饲草产量测

定工作，为草畜平衡可持续发展研

究准备资料。 

▲9 月 17 日，刘超主持召开

驻院研究生学术交流研讨会，围

绕研究院2020年海原县草畜平衡

项目研究过程中，涉及的全县未

来饲草产量预测、畜群动态结构

变化、载畜量预测等方面的新思路、新方法进行学术交流。此次

交流会，使同学们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路，为其他课题后续的

深入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9 月 21 日，王永军，陶壮

壮、许淑文、马雅帅前往贾塘乡为

开展马铃薯秸秆饲料化利用研究

实施测产，进一步落实青贮试验前

的各项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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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4 日，刘超、田卜伊、朱熙春

前往甘城乡开展天然草地饲草产量测定

工作。 

▲9 月 24 日，林清受邀到

七营镇安家坪村为养殖户病

牛进行诊疗，为群众现场答疑

解惑。 

▲9 月 26 日，林清在三河镇

辽坡村深入养殖户调研指导，就

当前养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指

导意见，并在调研基础上形成调

查报告。 

▲9 月 27 日，林清、刘超同县

畜牧服务中心张来宝到曹洼肉牛

育肥基地合作拍摄玉米青贮技术、

全价日粮调制方法和犊牛疾病防

治等肉牛养殖技术宣传短片。 

▲9 月 29 日，林清、刘超

到关庄乡窑儿村调研标准化养

殖示范村创建情况，就如何提

高肉牛饲养管理水平和养殖效

益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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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永登县委副书

记贾锐带领县农业农村局、发改局、

自然资源局、环保局、乡村振兴局、

七山乡人民政府等单位主要负责人

来院参观考察，林清、刘超陪同参

观，详细介绍研究院情况并回答来

宾们关注的问题。 

▲10 月 23 日，王永军、刘

超、朱熙春、宫震、周睿、陶

壮壮、杨超群、马雅帅等，分

别前往曹洼乡、贾塘乡开展饲

草测产工作。 

▲10 月 30 日，林清到三河

镇代店村调研指导冬季肉牛疫

病防控工作，并为养殖户诊断

病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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