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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奶牛犊牛时期的饲养管理高产奶牛犊牛时期的饲养管理
□王金合

犊牛饲养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其成
年后的产奶水平和繁殖性能，因此，成年
奶牛要高产就必须做好其犊牛时期的饲
养管理工作。

一、做好初生犊牛的管护
犊牛脱离母体后首先要清除口鼻黏

液、轻压其肺部，以防黏液进入气管而发
生窒息。并将犊牛的脐带在距离腹部
10厘米处剪断，挤出脐带中的黏液后用
5%的碘酒浸泡 1—2分钟消毒，以免感
染。犊牛身上其他部位的胎液最好让母
牛舔舐干净，必要时用干净、柔软的棉线
布擦干，以防犊牛受凉。

二、保证犊牛吃好初乳
初乳中含有比常乳更高的蛋白质、

脂肪、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它是犊牛出生

后唯一的全价天然食品。而且初乳中还
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和溶菌酶，能杀
灭和抑制病菌，起到缓泻、增强犊牛免疫
能力的作用，还可促进消化机能正常活
动。新生犊牛胃空虚，胃壁无黏液，对细
菌的抵抗力很弱，初乳免疫球蛋白含量
较高，初乳能替代胃黏液粘在胃肠壁上，
阻止细菌进入血液。因此，要尽量让犊
牛出生后早吃、多吃初乳，吃得越早越
多，犊牛增重越快，体质越强，成活率越
高。

三、加强消化器官的锻炼
1、出生4天后的犊牛即可喂给犊牛

料。开始试吃时，将少量湿料抹入其嘴
中，也可将新鲜的干犊牛料置于饲料盒
内，每天只给能吃完的分量。

2、一周龄左右的犊牛即可饲喂粗饲
料。犊牛瘤胃的活动随着吃青草或干草
量的增多而增强，一般犊牛出生后第二

周便可训练开食优质青干草，撒少量优
质青干草在牛栏前，犊牛会尝试着吃一
点，渐渐地它便会随着身体发育的需要
而逐渐增加采食量。

3、犊牛 20天后补喂多汁料。开始
每天在精料中加入切碎的胡萝卜或其他
瓜菜、青草类20—25克，以后逐渐增加，
3月龄时每天喂到1—1.5公斤。

4、犊牛2月龄开始饲喂青贮料。每
天喂100—150克，逐渐增加喂量，3月龄
时每天喂到 1.5—3公斤，4—6月龄时每
天喂到4—5公斤。

四、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1、环境卫生
刚出生的犊牛对疾病没有任何抵抗

力，犊牛饲养室要平坦、干燥、清洁、通
风。垫草要勤换，粪便要及时清除，清除
后要撒石灰消毒。

2、哺乳卫生

哺乳用具在每次使用后必须清洗
干净，定时对用具进行高温消毒。如果
哺乳母牛有病，应将犊牛与母牛隔离
开，不允许犊牛再吃母牛的奶。为了保
证犊牛的健康，此时应采取人工喂奶，
或喂其他健康奶牛的奶，要做到定时、
定量喂奶。

3、皮肤卫生
犊牛出生 5—6 日龄后，每天刷拭

牛体一次，并注意进行适当运动。刷拭
起到按摩皮肤的作用，能促进皮肤的血
液循环，加强代谢作用，既有利于犊牛
发育，又防止体表寄生虫的滋生，养成
犊牛温顺的性格。

4、注意季节改变对小牛的影响
一般在每年的5—6月份、12月份犊

牛易发病，应根据情况进行预防，冬季做
好防寒工作，夏季要做好防暑、防潮工
作，以防疾病发生。

5、适时断奶

要根据月龄、体重、精料采食量适时
确定断奶时间。干物质摄入量应作为主
要依据来确定断奶时间。当犊牛连续3
天吃 0.7公斤以上干物质时便可断奶。
犊牛在断奶期间对饲料摄入不足可造成
断奶后的最初几天体重下降，无论在哪
一月龄断奶这一体重下降都会发生，属
正常现象。小牛断奶后 10天应放养在
单独的畜栏内，直到小牛没有吃奶要求
为止。

五、加强常见病的防治
1、犊牛脐带炎
脐带炎是由于助产时脐带不消毒或

消毒不严、饲养管理不当而致使脐带感
染细菌而发炎。预防措施：①做好脐带
的处理和严格消毒；②保持良好的卫生
环境，运动场、圈舍定期用2%火碱消毒；
③及时清除粪便，勤换垫草。

2、犊牛肺炎

多由感冒转化而来，也可能原发于
细菌性感染，如肺炎双球菌、链球菌性肺
炎等，应注意早期诊断并及时采用抗菌
素进行治疗。

3、犊牛腹泻
犊牛腹泻的病因有两点：一是由

病原微生物引起的腹泻，如大肠杆菌
病、伤寒、病毒性肠炎、犊牛球虫病等；
二是营养性腹泻，主要由饲喂不当引
起，如饲喂冰冷的奶，饲喂变质的坏
奶，饲槽不洁等。

对腹泻的犊牛首先减少全乳喂量，
减少或停用代乳品、开食料，使消化道得
以调整。治疗可在饮水中添加适量的小
苏打、食盐、氯化钾、维生素。若病情较
重，可肌肉注射腹泻一针康（主要成分：
穿心莲，剂量为0.1毫升/公斤体重），同
时配合乳酶生或益生素，也可用乳酸菌
素片。若犊牛严重脱水、不食、精神萎
靡，必须进行强心补液，防止酸中毒。

利用数据来管理牛奶质量

挤奶技术为牧场日常
工作和管理决策提供了大
量的数据。采用软件和工
具来监控和跟踪挤奶流程
和记录产奶量，数据量如此
大，很难知道何时应该看何
种数据，以及它们对牛奶质
量管理的具体作用。采用
以下相关指标，结合体细胞
数数据，有助于做出及时有
效的管理决策。

导电性
牛奶的电导率可以用

于检测亚临床乳房炎。当
奶牛乳腺感染时，乳腺细胞
会释放钠离子和氯离子，增
加牛奶中的离子含量。因
此，电导率可以作为乳腺炎
症的评估指标，且准确性很
高。对于个体牛只而言，当
相对电导率超过 8mS/cm时
则意味着已偏高。牛奶记
录和牛群管理软件可以将
该数值设置为警告值，当奶
牛的牛奶电导率超过该阈
值时，就会发出警报。

乳酸脱氢酶
乳酸脱氢酶水平也是

监测亚临床性乳房炎的一
个指标。在不同的乳腺组
织细胞中，乳酸脱氢酶的含
量很高，但在牛奶中的含量
却普遍较低。当奶牛乳腺
被感染时，乳腺组织和细胞
被破坏，乳酸脱氢酶就会释
放到牛奶中。身体其他组
织受到损伤，也会向血液中
释放乳酸脱氢酶。然而，该

情况下通常不会影响牛奶
中的乳酸脱氢酶含量。

挤奶流速数据
牧场管理软件中获取

的挤奶流速数据，可以反映
奶牛挤奶操作是否得当以
及 挤 奶 设 备 是 否 运 行 正
常。在美国，排名前 3位牧
场的挤奶流速峰值约为5.22
千克/分钟。然而，表现较差
牧场的挤奶流速峰值平均
约为 3.42千克/分钟。挤奶
流速峰值可以作为评估挤
奶前乳房预刺激效果的指
标，该数值越高则意味着预
刺激效果越好。在挤奶后
期，时间较长，且流速较高，
则意味着预刺激时间可能
不足或套杯过早。若奶牛
套杯前的准备工作没有做
好，那么临床性乳房炎牛只
的揭发工作以及乳头清洗
工作很可能也没有做到位。

踢杯情况
当奶牛在挤奶过程中

出现踢杯情况，环境中的细
菌就很容易进入挤奶系统，
增加细菌含量和/或乳房炎
感染风险。影响奶牛踢杯
的因素很多，包括但不限
于：乳头末端的真空压、奶
衬的大小、奶衬的使用时间
超过推荐值、乳头未擦干、
杯组位置和脱杯设置等。
牧场可以根据不同班次之
间的情况进行评估，监测相
关指标。

（养牛派）

饲喂奶牛的4个误区

一、饲喂奶牛4个错误
做法：

1、精饲料和补充饲料的
搭配比例不合理。建议个体
养牛户选用正规饲料厂家出
售的较好的奶牛精饲料和补
充饲料，也可选用奶牛专用
预混饲料或浓缩饲料，按其
推荐的配方自行配制。

2、青饲料和粗饲料有啥
喂啥。正确做法是一年四季

“青中有干、干中有青、青干
结合”，并为奶牛提供一定数
量的块根和糟渣类饲料，这
样既可提高日粮的适口性，
又能满足奶牛产奶的营养需
要。

3、精饲料和粗饲料的搭
配比例不准确。牛是草食动
物，草是奶牛的基础饲料。在
饲喂中，产奶牛精饲料和粗饲
料的搭配比例一般为5：5。

4、饲喂方法落后。一是
先喂部分粗饲料，然后精饲
料和水一块喂；二是精饲料、
粗饲料和水混在一块喂。这
两种方法都使奶牛缩短了吃
料时间，减少了进入瘤胃的
唾液。三是将粗饲料铡得过
碎，这会使饲料在瘤胃内快
速发酵，长期下去容易造成
奶牛消化机能不正常，产奶
达不到正常水平。

二、正确的方法：
1、按照产奶量等情况确

定精饲料和粗饲料的饲喂
量，拌匀后饲喂，即全混合日
粮饲喂法，最后饮水。

2、先粗后精，先干后湿，
拌料时以潮湿不起粉尘为
好，最后饮水。尽量做到奶
牛每日吃草 7—8小时、反刍
7—8小时、休息7—8小时。

（阳光畜牧网）

奶牛人工授精的优缺点及操作要点奶牛人工授精的优缺点及操作要点

奶牛寒冷季节饲养管理技术要点奶牛寒冷季节饲养管理技术要点
□李建国

饮水管理
保证充足饮水，一定要确保牛群饮水

槽全天不结冰。确保饮水器具卫生，冬季
水槽每三天清理一次。

应采用保温水槽，对成年奶牛来讲，
12℃—14℃可保证其正常饮用；对产奶妊娠
牛要适当提高到15℃—16℃；对1月龄内的
犊牛要保证饮用水温在 35℃—38℃之间。
注意不要把饲料中的雪块或冰块混入日粮
中。

营养管理
提高奶牛维持和产奶所需的营养物浓

度，一般日粮的营养水平要比饲养标准高
10%—20%。饲料中精料供给量应比平时
增加5%—10%，以补偿奶牛因维持需要增
加而消耗掉的能量，保持产奶量平稳。寒
冷季节奶牛易缺乏维生素A和维生素E，要
重视这两种维生素的添加。

防止TMR冰冻现象的发生。冬天日照
时间缩短，光照时间短造成采食时间缩短，
采食量下降。增加TMR日粮投放的时间、
次数和推料翻料的次数。严禁将冰冻青贮

等饲料喂牛。增加干草预备，确保牛在冬
季有足够的牧草及饲料。

乳房管理
精心呵护乳房，防止奶牛乳头冻伤。

做好防寒保暖措施，确保床（场）面松软、干
燥，不能有疙疙瘩瘩的冻块。挤奶后，保证
奶牛乳头干燥。选择润肤剂、护肤剂、防冻
剂含量高的冬季用药对奶牛进行药浴。

产房及犊牛的特殊管理
保证奶牛产房温度。保证犊牛被毛干

燥、穿保暖服，以及牛舍内铺不低于20厘米
厚的垫草。

其他管理
避免奶牛拥挤、滑倒，加强保胎工作。

避免侧墙迎风，防止贼风。奶牛通道处设
置挡风墙。加固舍顶，以防大降雪破坏牛
舍，造成牛只损失。在冬季，成年牛舍的温
度要保持在6℃以上；犊牛舍温度在15℃—
17℃左右，最好要有供暖装置。控制牛舍湿
度，注意通风、排湿，防止呼吸道疾病发
生。确保成年牛卧床干燥、舒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丽霞杨丽霞 摄摄

人工授精的优点
1、改良遗传手段
人工授精更多的是用于加速新品种的

扩繁。在奶牛养殖过程中，使用人工授精
技术可以迅速改良奶牛群的基因库，还能
对很多偏远山区的牛群进行改良。而且这
项技术使用方便，即使在偏远的地方也能
利用。其应用的精液量比较少，将一次公
牛射精量可以分成多份对母牛进行人工授
精。这种方式还能够减少对公牛的购买和
运输等，可以减少养殖场受到外来传染性
疾病的影响，也能减少公牛在运输过程中
受到的各种应激因素或被其他病原所感
染，影响公牛的使用。

2、减少公牛数量
在没有此技术前，公牛和母牛结合才

能配种，这就需要自己饲养种公牛，或者
从养殖场外引进种公牛。这样就需要有
相应的饲养成本，还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
和物力，严重影响到养殖场的经济效益。
而通过购买精液，不仅能选择优良品种，
还可以避免饲养公牛的投入，给养殖场节
省成本。

3、有效控制疾病传播
人工授精有助于预防和控制某些疾

病。人工授精技术可以有效避免公母牛之
间的接触，还避免了不同养殖场之间公牛
和母牛的接触，这样可以减少一些疾病通
过直接接触或者是消化道和呼吸道进行传
播。最初在防治疾病方面是对胎儿三毛滴
虫及胎儿弯曲杆菌进行预防，起到良好的
效果。

人工授精的缺点
1、发情鉴定困难
人工授精过程中最基本的是需要判断

母牛是否发情，以及母牛在发情后最佳的
受精时间。有的母牛在发情后表现为爬跨

等较为明显的性行为。但也有的牛在发情
后表现不明显，甚至不会表现出发情。这
就需要采取方法对其进行检测，常用的方
法是用没有生育功能的公牛试情。对母牛
可以应用药物进行诱导发情或调整饲养管
理来控制母牛发情。

2、人工授精技术要求高
人工授精技术作为一项辅助生殖技

术，需要有一定的操作经验，还需要操作
方法和操作技术。这些需要通过相关培
训才能达到。如果没有进行培训，仅靠观
察很难掌握，不仅对种公牛造成损伤，还
可能在操作过程中对母牛也形成一定的
伤害。

3、存在隐性性状的遗传缺陷
由于提供精液的公牛存在一些疾病，

这些疾病可能会通过精液传播。有些还可
能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存在隐性感染可能，
并且能通过精液传播。还有的公牛具有一
些遗传性疾病，也可以导致出生后的犊牛
出现这些遗传性疾病，影响使用。

人工授精的操作要点
1、发情鉴定
发情鉴定采用外部观察和直肠触摸卵

泡相结合，以直肠检查卵泡发育程度为主
要依据。外部观察法是对发情母牛进行观
察，母牛在发情初期表现为食欲下降，不断
鸣叫，有爬跨行为。外阴部有红肿，而且从
阴道内可以流出黏液。但这时不让公牛爬
跨。发情中期的母牛，表现为精神不安，食
欲下降甚至有时废绝，能接受公牛爬跨，外
阴部有肿胀情况，而且阴道内有分泌物流
出。发情后期的母牛性欲开始出现下降，
不让公牛爬跨，精神逐渐转变为安静。外
阴部肿胀开始出现消退。在阴道内有黄白
色的黏稠液体。直肠检查是对卵泡发育情
况进行检查，通过触摸子宫、卵巢可以判断

出其形状，如粗细、长短及质地。
2、精液解冻
冷冻精液常保存在液氮罐中，在储存

时要注意将其置于距离罐口 10厘米以下
的地方，还要做好标记，标明位置和剩余
的冻精数量。取用时将其从液氮罐中提
出，用长约 30厘米的镊子将其取出，而后
立即将取出的细管放置于 32℃—35℃的
水中 40秒左右。这时细管会迅速解冻，
而后用纸将表面擦干。将其安装到输精
枪中，输精枪一定要预热，否则温度过低
会对精子有所损伤。这时就可以准备给
母牛输精。解冻后的精液需要在 10分钟
内使用完毕。

3、输精操作
在输精操作开始时，将手伸进母牛的

直肠内，触摸并把握好子宫颈口部，另一只
手将输精枪进入阴道内，向内深入，穿过子
宫颈的口部，进入子宫深处。这时候动作
要轻，不能硬插，遇到母牛努责可以暂缓插
入，待努责过后再推进。而后将精液注入
排卵侧的子宫角位置，注入精液后将输精
枪缓慢抽出。直肠中的手还需要按摩子宫
颈口，这样可以促进子宫颈的收缩。可防
止注入的精液倒流出来，还能促进母牛排
卵。最好在10小时后再次输精，可以提升
母牛的受胎率。 （阳光畜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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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莉

一、抗应激剂应激是指奶牛对运输、预
防免疫、高温、潮湿、寒冷、产犊、泌乳等不
良刺激因素做出的一种应激反应。高产奶
牛对于高温、寒冷、分娩和泌乳等应激比较
敏感。因此，在发生上述情况前，应将日粮
中具有抗应激作用的微量元素锰、铁、铜、
锌、碘、钴的含量比正常水平增加约1倍，可

有效增强高产奶牛的抗应激能力。
二、缓冲剂高产奶牛由于在整个泌乳

期精饲料采食量都比较大，因此需要在日
粮中添加适量的小苏打、氧化镁等缓冲剂，
以改善高产奶牛的采食量、产奶量和牛奶
成分，维护奶牛健康，减少瘤胃中毒的发
生，调节和改善瘤胃微生物发酵效果。

三、异位酸类在高产奶牛精料中添加
1%的异位酸类添加剂可显著提高泌乳量，

同时提高乳脂率和饲料转化效率。这类物
质主要包括异戊酸、异丁酸和异己酸等。

四、丙二醇类在高产奶牛日粮中添加
或直接灌服丙二醇类物质，如丙二醇、乙烯
丙二醇、异丙二醇等，可有效减少并预防酮
病的发生。

五、稀土在奶牛精料中添加40—45毫
克的稀土，可使奶牛的日产奶量提高
11%—15%，同时可提高乳脂率，增强奶牛

的抗病能力，预防肠胃疾病。
六、沸石沸石在高温加热时呈沸腾状，

故称沸石。用于奶牛，沸石能吸附胃肠道
中有害气体，并将吸附的氨离子缓慢释放，
供瘤胃合成菌体蛋白，增加畜体蛋白质的
生成和沉积。另外，沸石对机体酶有增强
作用，提高了瘤胃微生物对粗纤维的利
用。在奶牛精料中添加4%—7%的沸石，可
提高泌乳量8%左右。

□武海明

奶牛繁殖工作对于奶牛场是十分重要
的。奶牛繁殖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产奶水
平的高低和牛群健康状况。因此，养殖人
员应做好奶牛的繁殖管理工作。

1、制订合理的繁殖绩效指标。全群怀
孕率、发情揭发率、产后50天参配率、情期
受胎率、空怀率、产后180天未妊率、年繁殖
率、平均配准天数、胎间距、青年牛13月龄
参配率等繁育绩效指标，是衡量一个牧场
育种员技术水平的依据，也是分析检查繁

育管理的重要指标。
2、自然分娩，监控产后。清洁、干燥、阳

光充足、通风良好、无贼风、宽敞、防寒保温、
严禁无关车辆及人员通行是自然分娩的必
要条件。及时有效地对可能发生难产的母
牛适时助产，适时对难产、胎衣不下、早产、
流产等异常牛只进行监控和及时有效地诊
断、治疗，是保障奶牛再次妊娠的基础。

3、合理使用激素，应用预同期排卵定
时输精技术。随着奶牛单产的不断提高，
卵巢囊肿、卵巢静止、持久黄体等疾病的发
病率逐年增多，使奶牛产后不发情或发情

不明显而错过最佳配种时机。预同期排卵
定时输精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地按照牧场
的需求控制奶牛产后自愿等待期和提高参
配率。

4、早期孕检，缩短胎间距。除了配种
后28天血检、B超技术的应用，最好在配种
后 43—49天、妊娠后 90—120天、妊娠后
220—228天做三次孕检，尽早检出未妊娠
牛，胚胎早期死亡、流（早）产牛只，及早采
取措施。

5、严格执行，规范操作。日常工作中
育种员必须严格执行繁育操作的各项流

程，掌握奶牛繁殖的基本理念和相关专业
知识，熟悉繁殖操作流程，熟练掌握奶牛的
发情鉴定、人工授精、妊娠诊断、同期发情、
防治不孕症等技术，定期的内部培训或者
输送到其他先进的规模化牧场学习，使其
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产一线中。

6、完善的档案管理。建立完善的牛群
档案及相关的配套设施，认真做好奶牛生
产技术原始资料的记录收集和管理工作，
定期进行繁育数据的统计分析，为解决生
产中存在的问题和制订繁殖计划提供有效
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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