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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宁夏奶产业发展迅猛，农村
散养模式在逐步退出，随之而来的规模
养殖愈来愈多，尤其是宁夏银川市兴庆
区由于城市的扩张速度过快，规模牧场
基本全部东移之黄河以东的月牙湖乡，
在这里建立奶牛养殖园区，规模最大的
占地千亩以上，养殖规模达到万头，千头
牛场比比皆是，最少的也在 500头以上。
这些新建的牛场有最先进的挤奶厅、奶
牛卧床，宽敞漂亮的牛舍和运动场、先进
的饲养饲喂设备和粪污处理系统。特别
是新近建设的规模牧场当地政府都配给
了一定的饲草种植用地，有些规模牧场
又从当地农户流转了一些土地。不少牛
场种植了优质牧草“甜高粱”，解决了奶
牛青饲料的供给问题，并取得了较好的
经济效益。本文就适宜宁夏种植的优质
牧草“甜高粱”作一介绍，供广大规模牧
场参考。

甜高粱是禾本科高粱属粒用高粱的
变种，源于非洲，魏晋时期经印度传入我
国，作为饲用及糖料作物被长期栽种，有

“北方甘蔗”之称，用途十分广泛，不仅产
粮食，也产糖、糖浆，还可以做酒、酒精和
味精。甜高粱又称为“二代甘蔗”，上边
长粮食，下边长甘蔗，又叫“高粱甘蔗”。
植物高度 5米，茎秆直径 4—5厘米，茎秆
含糖量很高，甘甜可口，含糖分大约 14%
左右，可与甘蔗媲美。是奶牛优质的青
饲料品种。

一、甜高粱的优点
甜高梁具有很强的耐旱性和较强的

耐涝、耐盐碱性，在盐碱地、低洼地都能
正常生长，特别是旱地种植，生长正常，
产草量比玉米、苜蓿、鲁梅克斯等牧草高
出几倍，具有明显的抗逆优势。抗逆性
强，适生地域广，甜高梁种植为发展奶产
业增加了新的优质高产饲料品种。

1、产量极高
甜高粱为四碳途径（C4）植物，甜高

粱的光合效率为其他作物的数倍。试验
表明，每亩甜高粱每天所合成的碳水化
合物可生产 3.2升酒精，而玉米、小麦和
粒用高粱分别只有 1升、0.2升和 0.6升。
甜高粱亩产茎叶5000—10000公斤，以最
低的 5000公斤计算，可生产 1350公斤甜
高粱秸秆粉，此外还有 100—500公斤的
高粱米。即使高粱米不计，这 1350公斤
就是我国小麦平均产量的 5.1倍，玉米的
4.1倍。

2、甜高梁的适应性强
甜高粱不仅有“高能作物”之称，而

且也因它有抗旱、耐涝、耐盐碱的特性。
它对土壤的适应能力很强，pH值从5.0—
8.5的土壤均能很好生长。由于甜高粱具
有若干特有的生理学和农学特征，使它
有更广泛的地理分布范围，凡 10℃以上
的积温达 2800℃—4100℃的地区均可栽
培甜高梁，但最适宜栽培的地区是四川、
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等西部地区。

3、营养丰富，适口性好
由于甜高梁秸秆粉中富含蔗糖和葡

萄糖，极易为奶牛所吸收，更由于它味
甜，无论家畜还是家禽都很喜欢吃，适口
性极好；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及
多种氨基酸，制作成青贮饲料后的营养
成分据我们测定，粗蛋白质可以看出，甜
高梁是一种很好的能量饲料，甜高粱收
获利用其营养价值高，适口性好，草食家
畜奶牛、奶羊、肉牛采食量大，易消化，并
可显著提高反刍家畜的消化机能，以及
机体的免疫力和泌乳量。另外甜高粱秸
秆粉中还含有 18种氨基酸，氨基酸含量
占秸杆干物质总量的 3.033%，其中赖氨
酸的合量为0.19%，所以用它制成的配合
饲料营养丰富。是奶牛、肉牛、羊等家禽
家畜及水产业的配合饲料，特别是反刍
动物的优良饲料。

4、需求量大，综合开发利用前景广阔
甜高梁还是一种多用途的作物，具

有较高的综合开发利用价值。茎秆榨汁
可生产糖稀和砂糖，发酵后可生产白酒
和酒精，榨汁后的秆渣可作为食用菌培

养料，尤其是制作成牛、羊青贮饲料，利
用价值很高。

二、甜高粱的播种方法
1、精细整地，施足底肥
由于甜高粱种子较小，且顶土能力

较弱，前期生长缓慢，中后期需水肥较
多。因此，土地要整得深、平、细、碎，除
掉杂草，施足底肥，土肥融合，耙压保墒。

2、选种晒种
甜高粱播种前进行风选或筛选，淘

汰小粒、瘪粒、病粒，选出大粒、籽粒饱满
的种子做生产用种。同时，选择晴好的
天气，晒种2—3天，提高种子芽势、芽率。

3、药剂拌种
甜高粱播前进行药剂拌种可选用优

质种衣剂拌种，防治黑穗病、苗期病害、
缺素症及地下害虫等，也可用25%粉锈宁
可湿性粉剂按种子量的 0.3%—0.5%拌
种。

4、适时播种
当气温在 15℃以上时即可播种，一

般播期为 4月中旬至 6月中旬，最好不要
迟于6月下旬。

5、提高播种质量
播种量一般每公顷 7.5 千克左右。

播种前，把土地耕作平整。可采取点播
或坑播的方法播种，点播的穴深一般3—
4厘米，不宜太深；坑播深度与种普通高
粱的深度相同。每穴（坑）播种子 2—3
粒，然后用土把穴（坑）埋平。

6、合理密植
甜高粱植株较高，茎叶繁茂，种植不

可密度过大，一般亩留 5000—6000株为
宜。以加工秆茎生产的，种植密度为每
公顷 6.75—7.5万株，株行距为 25厘米×
65厘米。苗长到 30厘米时，定苗每穴留
1株，拔去多余的苗，在生长期及时去除
分蘖和分枝穗；作青贮饲料生产的，密度
为每公顷 9×12万株，株行距为 15厘米×
50厘米，不需除蘖。

7、加强管理，促苗生长
甜高粱苗期生长缓慢，且生育期长，

需勤管、多锄，保证土壤疏松无草，促苗

快长。
8、巧用水肥
要求施足基肥，并增施磷肥，以利糖

分积累。种植甜高粱中后期不宜过多施
入氮肥，以免贪青徒长，影响茎秆中糖分
积累和籽粒的正常成熟，这是施肥的关
键。

追施氮肥可在拔节期，根据土壤
肥力、苗情长势情况决定追肥量的多
少。一般情况亩施氮肥 30 千克即可。
追肥后浇水浅锄，旱地可掌握雨情在
雨前追肥，雨后中耕。抽穗后中耕培
土，根据旱情掌握用水。若浇水过多，
易造成植株高大，根部土壤湿软遇风
时会倒伏。

9、注意防虫
甜高粱抗病性较强，但抗虫性差，因

茎叶中糖分含量较高，易受钻心虫、蚜虫
的危害。钻心虫的危害可使茎秆倒折，
髓内汁液变苦。蚜虫为害叶片影响光合
产物的形成，致使含糖量下降。注意防
虫，及早治虫，是获得高茎秆量、高糖分
的重要环节。

10、粮秆兼顾，适时收获
甜高粱茎秆中糖分含量最高时期与

籽粒成熟同步，籽粒成熟后也是糖分的
最高期，若植株开始死亡或遇霜冻，茎秆
中的糖分就会下降。因此，甜高粱一旦
成熟就应及时收获，这样粮秆兼顾，效益
最佳。

三、甜高粱的贮藏
甜高粱除刈割作为青饲料饲喂奶

牛外，主要是制作青贮饲料。当甜高梁
抽穗、开花、进入乳熟至蜡熟期 1 开花
后收获，与全株玉米混合青贮，由于甜
高粱含有较高的糖分，这样混合后的青
贮饲料，比全株玉米青贮提高了适口性
和营养价值，可以大大提高奶牛产奶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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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莉萍

传统的初乳概念，通常是指奶牛产后
5—7天内分泌的乳汁。现在随着犊牛对
初乳利用的效果及初乳与常乳理化特性
研究，初乳的概念有了变化。初乳是奶牛
分娩后第一次挤出的浓稠、奶油状、黄色
的牛奶。分娩后第二次至第八次挤出的
奶称为过渡奶，因为这段时间里产生的奶
逐渐接近于常奶，与过渡奶和常奶相比，
初乳不仅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而且还含
有多种酶类、抗体、免疫体等具有轻泻作
用的物质。初乳中含有大量的生物活性
物质，主要包括一些免疫活性物质，如免
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G、免疫球蛋白
M和免疫球蛋白A，乳铁蛋白，免疫细胞等
和其他未知促生长因子，如类胰岛素生长
因子、表皮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纤维
性生长因子和血小板衍生因子等。初乳
中的脂肪、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
都非常高，而它的乳糖含量很低，从而降
低犊牛的腹泻发生率。初乳中的抗体浓
度远高于随后所挤的牛奶和正常奶所含
的抗体数量，可以为犊牛提供被动免疫功
能。因为新出生的犊牛不具备主动免疫
能力，自身免疫系统无法合成抗体，只能
从所饲喂的初乳中获得。

一、初乳的作用
初乳具有特殊的生物学特性，是新生

犊牛不可缺少的食品，它对初生犊牛具有
很多特殊的作用。

1、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
初生犊牛的肠胃空虚，其第四胃及肠

壁上无粘膜，对细菌的抵抗力很弱，初乳
的特殊功能就是它代替肠胃壁上的粘液
作用，初乳覆在胃肠壁上，可阻止细菌侵
入血液中，可以提高对疾病的抵抗力。

2、能够杀死多种病菌
初乳中含有一种溶菌酶和抗体，前者

能杀死多种病菌，后者含有R-球蛋白，可

以抑制某些病菌的活动；还有一种K抗原
凝集素，能拮抗特殊品系的大肠杆菌，这
就保证了犊牛不受伤害。

3、促进胃肠机能
初乳的酸度较高，可使胃液变成酸

性，不利于有害细菌的繁殖。初乳进入胃
中后，开始分泌大量消化酶，能使胃肠机
能早期活动。

4、具有轻泻作用
初乳中含有较多的镁盐，有轻泻的作

用，能排除体内胎粪。
5、含有丰富而易消化的养分
犊牛出生后24—30小时，犊牛肠道细

胞会出现“闭合”状态（又叫“封闭”状态），
也就是大分子抗体能直接通过肠壁，为牛
体吸收了，所以最初几次要有足够的初乳
量以降低死亡率。

二、初乳的采集
分娩后立即挤奶，比如使用小型挤奶

机，确保初乳干净卫生（挤奶卫生）。抗生
素治疗牛的初乳，有絮状物的初乳均不能
使用。如果产后母牛的初乳不能使用，则
及时给犊牛饲喂其他分娩牛只初乳。将
多余的优质初乳冻存，以备用。

三、初乳的饲喂
初乳的饲喂，主要把握好三关，即质

量关、数量关、时间关。
1、初乳质量的评定
初乳质量的评定主要是判断初乳中

抗体浓度的高低，由于初乳中抗体的浓度
与干物质含量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初乳的
颜色、形态、粘稠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
应初乳质量的高低。首先，母牛产犊后第
一次挤出的优质初乳呈黏性大、奶油状、
黄色、略带咸味，好的初乳中的抗体与初
乳中的总干物质比例成正比，从外观上
看，肉眼观察初乳可以大体判断，奶油状、
浓稠的富含抗体。而稀薄并呈水样的初
乳抗体含量少，质量差。对状态异常、患
病母牛、头胎牛、高产牛（五胎以上）、产前

出现产奶及漏奶牛、其他地区新购母牛的
初乳不能使用。其次可通过初乳测定仪
评测，绿色表明优质；黄色表示中等；红色
表示劣质。

2、初乳的保存
初乳检测合格后，将饲喂新生犊牛剩

余的初乳按每袋2升装入初乳保存袋内，
并标明收集日期及免疫球蛋白含量、收集
人等信息。冰柜-20℃冷冻保存。把控好
初乳的质量非常重要，通常新鲜初乳的保
存温度为0±2℃（轻微结冰最佳），营养成
分保存比较好，且阻止微生物等病菌入侵
繁殖，冷冻初乳以备新鲜初乳不够时使
用，保存温度为-18℃，但一般用新鲜的初
乳（0±2℃），保证质量并缩短第一次饲喂
初乳的时间。如果牧场处于分娩高峰期，
建议牧场初乳保存成新鲜初乳（0±2℃），
随时解冻使用较佳，如果为了长期储备，
可以对初乳进行冷冻保存。

3、初乳的使用
新鲜的初乳立即饲喂犊牛时，应加温

到 38℃—39℃。冰冻初乳解冻时水浴锅
的温度控制在40℃左右，避免初乳中免疫
球蛋白遭受破坏。目前有些牧场使用初
乳巴杀和初乳解冻设备，经过初乳巴杀的
牛初乳细菌含量降低90%以上，而且经过
巴杀后的初乳灌服犊牛免疫球蛋白合格
率明显高于未经巴杀的初乳灌服的犊
牛。饲喂初乳的关键点包括：迅速、足量、
新鲜无污染，只有每个环节都做到位，才
可以达到提高犊牛免疫能力、降低死亡率
的效果。

4、初乳的灌服时间
由于母牛胎盘结构特殊，妊娠期犊牛无

法通过胎盘获取免疫球蛋白，犊牛出生后必
须通过吃到初乳才能获得免疫球蛋白，是犊
牛增加抗病力，提高成活率的关键。

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只有未经消化
状态透过肠壁被犊牛吸收入血后才具有
免疫作用。初生犊牛第一次吃初乳其免
疫球蛋白的吸收率最高，随着消化功能的
完善，肠壁上皮细胞对抗体的吸收能力急
剧下降，出生后24小时，若犊牛出生后12
小时内未吃到初乳，就很难获得足够的抗
体，对犊牛的健康就会造成严重的威胁。

所以，第一次初乳在犊牛出生正常呼吸
后立即喂给，最迟不应超过出生后1小时，第
二次在出生后6—9小时。如第一次饲喂延
迟，应在出生后24小时内增加饲喂次数。
初乳饲喂前不应饲喂其他任何食物。

5、初乳的喂量
犊牛出生后初乳的饲喂量对成活率

影响极大，为犊牛提供足够的免疫力所需
的初乳量一般取决于犊牛的体重、初乳中
的抗体浓度、出生后距第一次喂奶的时间
间隔。犊牛在出生1小时内第一次初乳喂
量应达日喂量的一半约2千克左右，出生
6—9小时喂第二次，每次的饲喂量不超过

犊牛体重的5%，24小时内饲喂初乳2—3
次，全天喂奶量应控制在体重的 10%—
11%，总共饲喂 4—6千克，以后喂奶 3次/
天，4—6千克/天。

6、饲喂方法
初乳在饲喂中要保证饲喂用具的清

洁干净，适宜的温度和使用正确的饲喂方
式。使用现母牛初乳饲喂时最好现挤、现
喂，奶温在 38℃—40℃；如果饲喂冷冻初
乳或降温保存的初乳，先在 4℃冷藏箱中
慢慢解冻，然后再加热到 38℃—40℃饲
喂。初乳的加热最好在温度为 55℃以内
的水中加热，而不能在牛奶中加热水或把
牛奶烧开后再喂，水浴加热时将装有初乳
的容器置于水浴锅中，在初乳中插入温度
计，显示温度达到要求即可饲喂。解冻的
初乳要求一次性用完。

初乳的饲喂方式提倡使用奶瓶饲喂
或初乳灌服器，一般养殖场可使用奶瓶饲
喂，传统的桶、盆饲喂，由于犊牛采食器官
较弱，刺激性不强，使得食管沟反射不强
烈，闭合不全，奶会进入前胃，出现异常发
酵，而产生消化不良和下痢现象。15天后
瘤胃中微生物区系已形成，对乳汁可进行
正常发酵，改用桶、盆饲喂。规模化奶牛
场多采用初乳灌服技术，使用犊牛初乳灌
服器直接将初乳灌入真胃，有利于提高犊
牛小肠母源抗体的吸收。

犊牛每次饮完奶后，要把犊牛口周围
用清洁抹布擦干净并干燥，减少吃奶后犊
牛间相互吸吮。

牛奶中的水量不能满足犊牛正常代
谢的需要，必须训练犊牛尽早饮水，在每
次喂初乳之后1—2小时应饮35℃左右温
开水一次。

新生犊牛出生后在第一时间吃到足
够的初乳，对犊牛一生的健康和生产能力
都十分重要，不仅能使犊牛的成活率高，
生长发育快，及早达到配种体重和初产体
重，而且会大大增加犊牛成年后的利用年
限和一生的产奶量。在犊牛期，犊牛遇
到的两大疾病威胁是腹泻和呼吸道疾
病，是导致犊牛成活率低、生长发育慢的
两大主要原因。初乳中含有大量的免疫
球蛋白 LgG（>12 毫克/毫升），出生后犊
牛能及时的吃到足够的初乳可增加体内
抗体数量，提高免疫和抵抗疾病的能
力。据报道，第一时间吃到足够初乳的
犊牛，在犊牛培育期发病率小于 10%，死
亡率小于 5%，平均初配体重 380千克以
上，初配日龄 13—15个月，平均产第一
胎月龄是 24个月。通过吃初乳获得足
够的天然抗体的犊牛成年后，平均干物
质采食量会有显著增加，饲料转换率明
显提高，大大提高整体泌乳期的产奶量，
同时奶的指标（乳脂率、乳蛋白）也会有明
显的提高。
（作者单位：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畜牧站）

PICC奶牛
寻医

本栏目由中国人保财险呼和
浩特分公司与呼和浩特市土左旗
农牧业局合办

一、选址原则
1、奶牛场应建在地势平坦干

燥、背风向阳、排水良好、场地水
源充足、水质良好、环境幽静、人
口稀少的地方，以保证奶牛健康，
利于奶牛生产性能的正常发挥。

2、牛场附近不应有噪声过高
的工矿企业以及皮革、造纸、农
药、化工等有毒、有污染危险的工
厂。因为这些工厂排放的污水污
物中，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如
果牛场建在附近，对牛场水源将
会带来严重的污染，不仅会造成
人体和牛体内残留有毒物质，也
会使牛奶中的重金属超标。长此
下去，还会降低奶牛的抵抗力，诱
发疾病。

3、奶牛养殖场不应建在肉联
厂、牲畜交易场等附近，要建在没
有发生过任何传染病和易于组织
防疫的地方，尽量防止任何隐患
的发生。因为一旦发生传染病，
不仅牛场本身损失很大，对周围
畜群和附近的居民区也造成极大
的威胁。

4、牛场最好能有一定面积的
饲料地，以解决青饲青贮所需。
奶牛对粗饲料的消耗量很大，而
且饲料的变化对奶牛产奶量影响
很大。

5、牛场要远离学校、公共场
所、居民住宅区，以防排污对周围
人群造成危害。

二、建设要求
建造奶牛养殖场一般要确定

牛舍面积、运动场面积、凉棚面积
等，现就这几项内容介绍如下：

1、牛舍面积。成年牛每头最
低需要9平方米，100头成年牛的
牛舍建筑面积为舍长80米、宽12
米；青年牛每头占地面积为 8平
方米，100头青年牛的牛舍建筑
面积为长 75米、宽 11米；育成牛
每头占地面积为7平方米，100头
育成牛的牛舍建筑面积为长 70
米、宽 10米；犊牛每头占地面积
为5平方米，100头犊牛的牛舍建
筑面积为长55米、宽9米。

2、运动场。运动场一般建在
牛舍南侧，面积为牛舍面积的 2
倍，成母牛 20平方米/头，青年育
成牛 15平方米/头，犊牛 10平方
米/头。运动场地要求平坦、干
燥、中间高、四周低，便于排水。
运动场最好是使用立砖砌成，砖
的渗水性较好，冬天不冷，夏天不
热。

3、凉棚。在运动场中最好有
凉棚，凉棚的高度一般 3.5米，凉
棚面积一般为运动场面积的1/4。

奶牛场选址和建设要求
□韩伟

1、改善环境
在运动场搭凉棚，高 3—4

米，宽 5—8米，所用材料应有良
好的隔热性能。在牛舍内安装
通风设施或电扇，加快牛体散
热，喷水与风扇结合使用效果
更好。有条件的牛场可在牛舍
内安装喷雾设备，适当延长喷
雾降温时间，以降低牛体表面
温度。用自来水冲洗地面也可
使牛舍降温。

2、营养措施
采食量下降是造成夏季奶牛

产奶量降低的重要因素，所以，必
须改善奶牛夏季日粮的适口性。
奶牛混合精料的粗蛋白质和产乳
净能量应分别达到20%—21%和
6.3兆焦/千克，日粮中赖氨酸与
蛋氨酸比例应为 3∶1。此外，日
粮中还可添加 6%左右的过瘤胃
脂肪。夏季奶牛日粮中的中性洗
涤纤维含量应控制在 28%—
32%。日粮中添加 1.5%钾、0.6%
钠和 0.35%镁，有助于缓解高温
对奶牛的影响。在产奶前 30天
和产后92天的奶牛日粮中补加7
克胡萝卜素制剂，可使泌乳期缩
短约 1周，每个泌乳期增加产奶
量。

3、饲喂方法
适当增加饲喂次数，采用夜

间饲喂（早晨4—5点或晚上10点
以后），喂粥状料。同时运动场要
有充足的新鲜饮水。

4、正确按摩乳房
挤奶前用双手按摩乳房表

面，以后轻按乳房各部，使乳房膨
胀，皮肤表面血管弩张，皮肤呈淡
红，皮温升高，触之很硬，这是乳
房放乳的象征，要立即挤乳。挤
奶前的按摩时间掌握在2分钟左
右。

5、掌握高效挤奶方法
从乳房中挤出的奶的来源：

一是贮留在乳房中的，另外是一
面挤奶一面分泌的。若挤奶不
当，奶就很难全部挤出。只有掌
握正确的挤奶方式，符合泌乳的
生理，才能取得最佳泌乳效果。
手工挤奶手法及要点：首先两手
伸开将紧靠乳头管与乳池间的通
路封闭，然后用中指、无名指及小
指以此为顺序压榨乳头，使乳头
管中牛奶全部压出。然后，手指
全部放松使乳池中的乳再次填满
乳头管后，接着进行第二次压榨，
如此反复，直到把奶挤净为止。
其要点一是阀门关紧，二是用力
恰当，三是与乳头的排乳速度合
拍。要求每分钟挤奶次数 80—
120次，挤出牛奶量为1.6—2.2公
斤。

夏季提高奶牛产奶量的措施
□李海明

补充氯化钾 一般可在奶牛
饮水中或在日粮中添加氯化钾，
添加量为每天每头奶牛 60—80
克。

补充碳酸氢钠 碳酸氢钠的
用量一般占精料的 3.84%，或者
每天每头奶牛用340克。与柠檬
酸同时使用，效果更好。要注意
的是，使用碳酸氢钠时应适当降
低食盐的用量。

补充维生素 炎热夏季应注
意给奶牛补充维生素C。维生素

C还可以抑制奶牛体温上升，促
进食欲，提高抗病力。夏季一般
可在奶牛饲料中添加 0.04%—
0.06%的维生素C。

维生素E可防止奶牛体内脂
肪氧化和被破坏，阻止体内氧化
物的生成，还可防止其他维生素
被氧化，促进维生素A和维生素
D 在肠道的吸收。夏季可在饲
料中添加正常量 3—5倍的维生
素 E，以降低奶牛发生热应激几
率。 （黑龙江农业信息网）

夏养奶牛要三补

再谈规模牧场对初乳的使用再谈规模牧场对初乳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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