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牧场盈利的原因除了牛的
饲喂和管理优秀外，更重要的是
基础建设成本折旧低廉，安杓量
身定做、自行设计的50位转盘挤
奶机，价格只有市场同类产品的
一半，而且他的挤奶机两年多的
使用期间几乎没有任何故障。
对于牛舍设计，设备制造已经体
现出安杓自己的思路，相对低廉
的折旧费用和 1.6元的公斤奶饲
料成本，不盈利几乎不可能，当
然，这些设备的制造是经过安杓
多少次尝试和专研，并根据牛群
习性亲自研制出来的，而设备工

艺和质量更是精打细算的结果，
日日夜夜的辛苦付出给了他回
报，回报的不仅是利润，更有业
内的认可。

很多牧场喜欢高投入，然而
这些投入也是成本，近几年倒下
了不少牧场，或许因为奶价，或许
因为成本，或许因为经营不善，但
当牧场过多的投资放在不能直接
换取经济价值的设施上时，无形
又给牧场背了个包袱，而如果用
不好这些设施，设备设施的维护
也需要更多的人力和财力，这些
同样是阻碍牧场盈利的原因。

养牛不容易，尤其是中小牧
场，疫情下更显得艰难。所以如
何生存和经营非常重要，投入不
慎的贷款偿还压力同样需要三
思后行。安杓牧场如果没有其
精明的头脑和精细的“金匠精
神”也许一样艰难，但他真的做
得不错，不只是管理，更有量力
而行，稳步发展的思路。牧场也
是企业，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发展
潜力确实与经营者的思路、方向
和方法息息相关，不是会养牛就
会经营牧场，盈利真的是综合能
力的体现。

“三思而后行”

精准管理

当然仅仅靠青贮不可能做到更高
的效益，在员工绩效方面也是说到做
到，去年一个犊牛饲养工工资拿到了
8000元左右，因为这位饲养工从6月到
12月，犊牛成活率 100%，而且日增重
也没有低于800克的，要知道当地冬季
7级寒风下要把牛奶加热再推送到300
多米以外的犊牛舍是很不容易的，这也
体现了牧场管理得当，以及员工对这位

“金”老板的信任。

泰安牧场牛群用药很少，说明了奶
牛疾病控制的很好，能做到这样除了其
预防为主的理念，更多的还是有效的绩
效管理提升了牧场员工的积极性。尤
其在牧场精细化投料方面做得很优秀，
自己设计制造的精准饲喂设备在其应
用下也做到了极致，投料准确的监控不
仅让牛每天吃到了基本一致的配方饲
料，更重要的是牛吃进了合理的营养，
因而牛群健康，繁殖良好。

提起张北也许很多人都不
知道，但说到草原天路估计知道
的人就多了，这里夏天确实是个
好地方，因毗邻内蒙古锡林郭勒
大草原，自然有了骑马喝酒吃羊
肉的生活习惯，而“风吹草低见
牛羊”的美丽风景也让很多人喜
欢上了这里。这里冬天温度能
达到零下 35℃，冬季的寒冷和

“白毛风”让说“热应激”的牧场
同样难以感受。安杓的牧场
——泰安牧场就坐落在张北县
城北五公里的草原里。这个牧
场不大，只有不到 800头牛，还
在扩建中，牧场的目标就是计划
达到 1500头牛，每天产奶 30吨
左右。

泰安牧场是如何做到的？
除了安杓精明的头脑还离不开
经营两个字，因为很多牧场单产
虽然达到了，但成本过高，因而
同样的奶价下依然没有赚钱。
如果说泰安牧场的优势，估计只

有草地，但因为这个地方年平均
温度只有3.7℃，无霜期100天左
右，当地根本无法长出干物质淀
粉双 30以上的玉米青贮，所以
安杓收购青贮需要跑到几百公
里以外的大同和保定地区，因而
价格也不便宜，收获到窖 500
元/吨以上，但他的青贮干物质
做到了34%以上，淀粉也做到了
32%左右，这个质量真的是“抠”
出来的。

青贮收获期间，安杓啃着馒
头面包喝着矿泉水亲自看好每
一块玉米地，然后以质论价，并
亲自监督克拉斯收割机收完每
一亩地，虽然价格稍高于附近牧
场，但成绩出来了，一批小区“散
养牛”让他养到了单产 36 公
斤。这也看出了他“舍——得”
的思路和辛苦汗水的付出，因为
他知道青贮的投入不仅是奶牛
口粮的保证，更是奶牛健康饲养
和成本降低的保证。

“抠”出质量

国内规模牧场头年单产
达到 12吨 23家牧场，4家牧
场头年单产超过 13吨，2000
年以前，我们国内的牧场达到
单产 10吨的产量寥寥无几，
我们为中国的这27家牧场在
单产方面的提升幅度和速度
点赞，我们为中国奶牛向高产
稳产方向迈出的步伐点赞，我
们为中国奶业养殖技术人才
的不懈努力和创新点赞！

通过对23家12吨单产的
牧场数据资料，我们来分析一
下牧场的奶牛死淘率，为牧场
进一步提升养殖技术提供参
考和借鉴。

死淘牛情况分析
如表1所示，23家牧场成

母牛死淘率总体情况，总计成
母牛 61852头，死淘牛 19049
头，平均死淘率30.8%。

其中 6家牧场成母牛死
淘率低于 25%，合计成母牛
4859头，死淘牛1088头，平均
死淘率 22.39%，依次分别是
雀巢 17%、山东屯 18.26%、嘉
立荷 8场 22.5%、嘉立荷 16场
23%、申福二场 23.68%、嘉立
荷 14 场 25%；淘汰率在 25%
左右的水平，是保持牧场自给
自足并持续发展经营的一个
经验数字，在高产 12吨的情
况下牧场死淘率也能达到这
样低的水平，让我们不得不叹
服，这些牧场的盈利水平及发
展潜力都是超常水平，在育
种、营养、健康等技术以及管
理水平方面，彰显出深厚的功
底和非凡的实力。

除以上 6家死淘率较低
牧场以外，其余 17家牧场情
况，死淘率从 25.5%至 35%，
成母牛平均死淘率 31.12%，
总计成母牛 57077头，总计死
淘头数 17961头；成母牛平均
死淘率水平处于较高水平。

其中 7家万头牧场的情
况，成母牛死淘率从 28.45%
到 34.42%，成母牛平均死淘
率 31.38%，处于较高水平，总
计成母牛 50954头，总计死淘
头数15981头。

可以看出，17家 12吨以
上单产的牧场，成母牛头数占
23 家 牧 场 成 母 牛 头 数 的
93.3%，成母牛平均死淘率
31.12%；7家12吨以上单产的
万头牧场，成母牛头数占23家
牧场成母牛头数的82.38%，成
母牛平均死淘率 31.38%，23
家牧场平均死淘率 30.8%，这
些死淘率的数字反映出成母
牛的死淘率处于比较高的水
平，而且万头牧场的死淘率更
是高于总体平均水平0.5%，说
明死淘率对头年单产的提升
起到了很大作用，万头牧场较
高的死淘率，拉动单产水平提
升作用较为明显。
死淘牛最低单产奶量分析

如表1所示，23家牧场平

均成母牛头年单产 12323公
斤，成母牛平均头日单产
33.76公斤，泌乳牛平均单产
40.4公斤，如果牛奶平均销售
单价3.6元/公斤，每天每头泌
乳牛的收入为145.44元，假设
饲料成本占牧场总成本的
55%，泌乳牛每天的饲料费用
为 79.99元，泌乳牛公斤奶饲
料成本 1.98元/公斤，达到淘
汰牛饲养费用的泌乳牛头日
单产标准为 79.99/3.6=22.2公
斤，如果加上牧场工资、低耗、
其他管理费用等可变成本，在
饲料成本的基础上增加 15%
的 成 本 ，即 增 加 成 本 为
145.44*15%=21.82元，淘汰牛
的头日单产标准就提升为
（79.99+21.82）/3.6=28.3公斤。

在泌乳牛平均单产 40.4
公斤的条件下，淘汰牛产奶量
标准为小于或等于28.3公斤，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淘汰分为
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况，主动淘
汰那些单产较低，而且无经济
价值的牛只，被动淘汰疾病或
瘫痪的牛只，以上这些高产牧
场主动淘汰的 20—30公斤的
牛只，按照奶牛的市场价格进
行销售，严格来讲，不属于死
淘范围，这样的牛只占比在
3%—5%左右。
高淘汰率对牛群存栏变化影响

如表 2所示，万头牧场成
母牛占60%为6000头，青年牛
占16%为1600头，连续3年死
淘率为30%，4000头后备牛按
照两年全部转群完毕，其牧场
的存栏头数变化如下，成母牛
期初6000头，第一年年末存栏
6000头，第二年年末存栏6135
头，第三年年末存栏6265头，
经过三年的高比例淘汰，牛群
基本上得到更新，产奶量和牛
群体质健康等遗传育种性能
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然后开始
正常生产按照20%死淘率，第
四年年末的成母牛存栏即可
达到6987头，实现成母牛存栏
头数11.5%的增长率。

总结及建议
23 家牧场平均死淘率

30.8%，除部分小牧场以外，
淘汰率较高是普遍现象，在万
头牧场淘汰率更高一些，淘汰
牛只的产奶量参考数值 28.3
公斤。23家牧场的成功经验
提示我们，商品经济型的奶牛
牧场以经济效益为重，需要适
应市场的不断变化，在目前形
势下，提高死淘率的水平，加
强主动淘汰，对牛群中 3%至
5%无经济价值并处于淘汰标
准线以下产奶量的牛只，及时
出售。通过三年连续高水平
的成母牛死淘率，在保持后备
牛足够存栏或者及时外购的
条件下，加速牛群更新，提升
牧场牛群遗传育种水平和单
产水平，是牧场值得探讨和考
虑的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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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能工巧匠养牛人能工巧匠养牛人
中国12吨牧场淘汰率情况

分析及建议

□黄玉庆

之所以说能工巧匠是因为安杓本来是个“金匠”，也

就是生产和加工黄金或黄金制品的人，而且一干就是数

十年，已经磨炼成了一个精明的老板。近日走访数十家

牧场，疫情下随着奶价的降低和成本的提高，也听见了各

种不同的声音，大部分的牧场都希望五月份以后奶价上

涨，但国外疫情又让很多牧场忐忑不安，到底疫情什么时

候结束？但安杓表示他依然对奶业的前途充满信心。因

为他做得确实不错，当前环境下他的牧场依然有盈利，也

许是因为他精打细算的“金匠”经营思路。安杓是养牛外

行，但他做到了公斤饲料成本1.6元，单产36公斤，而且

计划通过改善挤奶饲喂突破40公斤，也许这个单产在奶

牛饲养圈并不算高，但从散户到牧场仅仅四年的饲养管

理把这些“散牛”养成了“金品”，很让人佩服，现就其盈利

和管理方法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

（作者单位：中刍联众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表2 万头牧场三年牛群更新存栏头数（死淘率模拟）

□任文俊

■■安杓安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