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畜牧兽医科技信息畜牧兽医科技信息 2020 年第 08期

音 教学研究 音
脱贫攻坚目标下农业硕士培养的策略研究 沈曼曼等（05）

基于 OBE 理念云课堂平台混合式教学

《宠物内科病》课程资源建设及应用研究 陈锦辉等（07）

基于自主学习模式的动物药理课程信息化

教学改革探究 王妲妲等（08）

现代学徒制学习评价体系研究进展 王 等（10）

音专论与综述音
规模猪场应对口蹄疫的措施 苏 廷（11）

藏药绿萝花及多糖抗肿瘤作用的研究进展 孙翠翠（13）

食品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底线 方成明（15）

加强当前乳品监管的措施及建议 李 斌等（16）

全民所有制草原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思考 刘 佳（18）

新形势下盘州市旧营乡防止非法调运

严抓产地检疫出证 牟锦繁（19）

中国狂犬病流行近况及相关因素探讨 杨 磊（21）

音非洲猪瘟专题音
非洲猪瘟背景下保育猪疫病的综合防控 王春江（22）

中小型猪场非洲猪瘟防控策略 包福明（23）

如何做好非洲猪瘟排查及防控工作 林 教（24）

基层应对非洲猪瘟的防控措施 刘光文（25）

非洲猪瘟的症状与防控措施 李怀恩（26）

非洲猪瘟对本辖区内群众生活的影响 刘小霞（27）

非洲猪瘟疫情综合防控技术 张 惠（28）

浅析新形势下朝阳县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 王玉成（29）

音养殖污染治理音
健康养猪与粪污无害化处理 俞 广（30）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难点及处理措施 曹荣生（31）

牛羊养殖的环境污染与防控措施 高树军（32）

牛粪养殖蚯蚓的现状与展望 黄春明等（33）

济南市章丘区畜牧业的生态环保工作 姜彩霞等（34）

畜禽养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孙 旭（35）

养殖场禽畜粪便的合理处置 蔡相毅（36）

音试验研究音
发酵菌渣对肉鸡生产性能与胴体品质的影响 彭海燕（37）

目 录
畜牧兽医科技信息
Chinese Journal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员怨愿缘年创刊）

月 刊

圆园20年第 08期

总第 524期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主办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主 编：刘胜旺

副 主 编：秦红丽

责任编辑：朱明艳

编辑出版：《畜牧兽医科技信息》编辑部

刊社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路 678号

邮政编码：员缘园园69

咨询电话：0451-51051813

举报电话：18946066051

耘-皂葬蚤造押曾皂泽赠噪躁曾曾圆园16岳163援糟燥皂

广告部联系电话：

0451-51051813

订阅发行：每月 圆缘日 邮局发行

印 刷：哈尔滨超群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电话：15204679愿缘园

刊 号：

广告许可证号：圆猿园员园园源园员园园怨缘

邮发代号：员源-源愿

定价：15援园园元

陨杂杂晕 员远苑员-远园圆苑

悦晕圆猿-员缘园员/ 杂

1



畜牧兽医科技信息畜牧兽医科技信息2020 年第 08期

应用新型除草剂防除草原狼毒的效果 赵晓军（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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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呼吸道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吴 慧（163）

仔猪水肿病的治疗体会 闻思佳（164）

猪呼吸道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法 朱贵民（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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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链球菌病的综合诊断与防治 王振宇（167）

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的防治 王情恩（168）

猪流行性感冒的诊断和防控 陈祖清（169）

仔猪腹泻的病因和预防措施 杜文晓等（170）

引起猪腹泻的原因及防治措施 勾利明（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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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猪病防治措施研究 秦绍栋（173）

母猪产后疾病的临床治疗 聂艳华（174）

猪传染性胃肠炎的诊断与防治 王俊杰（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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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养 禽音
粉壳蛋鸡腿病发生的原因及其防治 杨彦伟（39）

林下散养土鸡的饲养管理技术 吴益备（185）

三种肉鸭养殖模式的粪污处理 刘宏伟（187）

优质土鸡疾病的综合防治措施 郭继清（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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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传染性浆膜炎的诊断与防治 刘文光（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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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治与防控 刘卫林等（199）

鸡呼吸道疾病的防治措施 付淑娟（200）

集约化养禽场鸡绦虫病的诊治 任园园等（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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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经济动物音
美洛昔康在犬猫临床治疗中的应用 张云现等（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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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逐渐增快的背景下，

农村畜牧业所具备的作用得到了体现。现阶段

畜牧业已逐渐发展成乡村经济振兴以及农民增

收的主要渠道。随着各类先进技术在农业生产

中的应用，畜牧养殖水平也需要增加科技含量，

以推动畜牧养殖产业链条的持续增长。在新经

济常态下，人们对高质量肉蛋白的需求量逐渐

增大，推动了农村畜牧业的良好发展，并使得农

村由传统分散性养殖慢慢向科学化养殖发展。

为了能够推动养殖方式实现更好的转变，应全

面引用科学的养殖技术，促进养殖生产能力增

强。

1 加大财政扶持

现阶段农村的畜牧业离科学化、规模化以及

产业化的发展要求有一定差距，主要原因是资金

支持力度不够。所以，为了能够促进农村畜牧业实

现科学化的发展目标，应将惠农政策作为重点，增

强资金方面的支持，并鼓励银行向畜牧业提供无

息贷款，更好的助力畜牧业发展。同时，乡镇政府

需要对中央、省级扶持政策标准进行全面的掌握，

可以结合当地畜牧业具体状况，将资金申请工作

落到实处，促进畜牧业实现科学化发展。

2 开发和创建畜牧小区

农村畜牧在养殖模式方面，大多以散户为

主，不具备团队性和凝聚力，难以满足新形式下

经济发展，也是导致养殖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呈现出敷衍以及目光短浅的主要原因。为了加

快农村地区养殖业向科学化、规模化和标准化

发展，当地政府需要增加对地区养殖业的投资，

完善畜牧小区建设，不断优化科学养殖以及治

污等相关工作，对粪污进行资源化利用，进而构

建起经济生态链，推动农村畜牧生产效率的全

面提升。

3 创新农村畜牧养殖新技术的推广方式

在新农村建设进一步深入的背景下，各类

新技术被运用到了养殖业中，但存在对新技术

宣传不力的情况，需要对宣传方式进行优化和

完善。对此，需构建示范项目，对新技术进以小

规模试验的方式引入新技术，让农民能够真实

感受新技术应用的优势，彰显出以点带面的作

用。增强对小区内养殖户的培训工作，让他们能

够认识到新技术的作用，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新

技术的学习和操作中来，以熟练掌握各类畜牧

养殖技术。相关部门在养殖新技术推广过程中，

以优化宣传方式为出发点，不断完善农村畜牧

业合作机制，让区域之中的企业也能够参与进

来，对畜牧养殖新技术进行全面的普及，推动农

村畜牧养殖的科学化发展。

4 结 语

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想促进畜

牧养殖业实现科学化发展的目标，需对新技术

予以全面的宣传和推广，同时构建农村畜牧养

殖小区，解决养殖户在资金上存在的困难，逐渐

向着规范化、科学化和标准化的方向发展，提高

农村畜牧养殖业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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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畜牧业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也比较落后，畜

牧产业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威胁人类健康不能忽视

的严重社会问题。俗语说“病从口入”，一些养殖企业和小型

零星散养户,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用抗生素和催长激素生

产周期只有 30~40d 的速生鸡，生长期不足 4 个月的催肥猪，

以满足市场的需要。这些用抗生素和激素喂养的家畜家禽严

重泛滥，已经成为当今餐桌的主宰，给国人的身心健康带来

了极大的伤害。而高品质禽蛋和肉类市场缺口很大无法满足

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

余杭区地处浙江省杭州市西北部，位于杭嘉湖平原和京

杭大运河的南端，是长江三角洲的腹地，是良渚文化的发祥

地，自古有与“鱼米之乡、丝绸之府、花果之地、文化之邦”盛

誉。总面积 1228.41km2，下辖 6 个镇、14 个街道，截止 2018 年

末，全区户籍人口 104.05 万人。2019 年 10 月，进入全国综合

实力百强区排行榜（全国百强区）第 7名。

神仙鸡所在地鸬鸟镇位于余杭区西北部，毗邻安吉县和

临安市，区域面积 72km2，辖 6 村 1 社区，总人口 1.24 万人。

已获得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全国环境优美

镇（国家级生态镇）、全国旅游百强乡镇、浙江省旅游强镇、浙

江省体育强镇、浙江省教育强镇、浙江省文明村镇、浙江省蜜

梨之乡等多项荣誉称号。 境内群山环抱、森林覆盖率高达

88%，有山沟沟和仙山谷漂流两大旅游景区，交通便捷，杭长

高速和 04 省道直达，距市主城区 1h 车程，素有“杭城后花

园”的美誉。

1 具体做法

生长环境的优劣决定了动植物的品质，杭州余杭益媛家

庭农场对养殖生态环境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经过多年的积

累，摸索出了选择的路径和条件。选择自然环境良好，负氧离

子高的原生态山林进行散养，让鸡群在山林里、草地上自由

自在的生存。这样有利于鸡的健康成长，增加鸡的野性和活

力。农场建在山清水秀的良渚发源地山沟沟村。这里人口稀

少，没有环境污染，漫山遍野的竹林，满山满坡的野生或栽种

的果树，山泉淙淙，天蓝水清，植被良好，水草丰茂，森林覆盖

率高，保持着良好的自然生态。并且，空气中负氧离子高，山

泉水中含有大量的锶等矿物质，是生态养殖得天独厚的乐厚

的乐园。

神鲜鸡选择特定的三黄鸡和麻鸡优质种苗进行 2 次培

育，优化养殖。先由农户进行弹性散养，鸡雏在农户家散养

100~120d 后，体重大约在 1.4~1.6kg。我公司收回进行 2次育

肥调理。从养殖户收上来后，先关在棚子里 1 周，喂食中草

药，进行身体调理，熟悉环境，增强免疫力。

在收回的第一周内，用我们自制的中草药汤每天喝 1

次，第 2周 2d 喝一次，以后每周喝 2~3 次。使其排除体内毒

素，提高机体免疫力，增加抵抗力。并适量喂食维生素、青菜

等。

每天早晚两次喂食。食量每天每只 100~150g。用刺五加、

板蓝根、甘草等以 1:1 的比例熬制的药汤，加入 1:100 的山泉

水作为鸡的饮用水。对饲料营养结构进行调整，玉米打成颗

粒，炒熟后的花生打成颗粒，与糖萜素等一起搅拌成配方饲

料喂食。早上喂食后，把鸡群放入竹林或山野里自由活动。太

阳落山前回到鸡棚内再喂食 1次。

禽舍建在林内通风透光水源充足的地方，考虑环境因

素，每个鸡棚占地面积在 400m2 左右，高度在 3m 左右，形成

上下 3 层的松散休息护栏。饲养密度每个鸡棚存栏在

1800~2000 只左右。白天在竹林散放，晚上回鸡棚休息。

回收后，饲养周期在 45~90d 出栏。回收 45d 出栏的为神

鲜鸡，90d 出栏的为益品鸡。

实践检验证明，100 亩山林地可以散养 6000~8000 只。

200 亩山林地可散养 15000 只左右。以此类推。

发扬祖国传统国粹中医药的防病治病作用，用于鸡病治

疗，在我国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畜禽疫病容易流行的冬

春交替等季节，提前在饲料中添加相应中草药进行疫病防

治，增强鸡的抵抗力，遏制鸡病的发生。是一个十分行之有效

的办法。如果一旦发现鸡出现生病现象时，马上进行隔离处

置。采用糖萜素和中草药等进行喂食治疗。

2 循环效益

在全国各地树立做出榜样的养殖示范户，弘扬适度规模

食品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底线
———记山沟沟里飞出“神鲜鸡”

方成明
（杭州市余杭区鸬鸟镇人民政府，浙江 杭州 3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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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基地的表率和示范作用，发挥养殖示范户带头作用，以

鸬鸟镇示范基地为起点，以各个散养农户丰厚的经济回报为

支撑，带动余杭区乃至杭州市，辐射全省，直至辐射全国各地

发展适度规模优化养殖，牵动全社会发展安全绿色养殖业，

带动偏远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营造畜禽食品安全的大环境，

展示示范基地和养殖示范户强有力的社会效应和表率作用。

可年向社会提供 3 万 t 禽蛋，1 万 t 禽肉，及相应的农副产

品，按照现行市场价格年可盈利 4.6 亿元,每个饲养合同农户

可平均增收 20 万元。

示范基地计划总投资为 5.2 亿元人民币。整个工期计划

在 2022 年全部建成投产。资金投入采取自投、贷款和融资等

合作方式同步进行。项目计划在 2022 年 10 月建成投入使

用。建成投产后，生产规模可以达到每年生产、加工、销售

500 万只生鸡，可解决 1000 名社会人员就业。去掉自然损

耗，按照每只鸡最小盈利 40 元进行计算，年盈利可达到 2 万

万元左右。其他副业收入不计，扣除生产成本，3年即可收回

全部投资，进入企业良性循环运行。

适度规模养殖由于规模可控，不存在大型局域化养殖严

重环境污染的问题。可因地制宜，粪污污染压力小，环境是极

其容易治理的。该农场采取建立大型粪便发酵池，把畜禽粪

便垃圾统一回收利用，进行发酵处理，使其转化成农作物吸

收的有机肥料。经烘干后推向市场，实现了资源的二次利用。

3 小 结

“杭州余杭益媛家庭农场天然生物饲料喂养”的产业模

式恰好填补了国内这一空白。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优化发展模

式，具有着十分强大的生命力和市场活力。可以使这种全新

养殖技术理念能够得到很好的推广普及，让更多的人民群众

吃上健康安全的食材，让更多的老少边穷地区，可以通过神

鲜鸡的养殖摆脱贫困。对偏远贫困山区可以定养包销的模式

来开展神鲜鸡的养殖，可以大大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

老百姓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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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与综述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已经由“吃的饱”向“吃

的好”转变。近年来牛奶问题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如何做好

乳品监管、保障市民喝上“放心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和

相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1 国内现状

2004 年发生在安徽阜阳的劣质奶粉导致婴儿“大头娃

娃”事件。2005 年雀巢奶粉因碘超标在全国引起退货潮、光

明牛奶过期产品重新标注日期上市；2018 年三鹿奶粉被检

测出三聚氰胺，质检总局在伊利、蒙牛、雅士利等 22 家企业

69 批次产品中检出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说明乳品质量问

题在我国偶有发生，仍需要高度关注。

2 存在问题

奶牛养殖需要专业技术，因为没有健康的奶牛，就不会

有健康的牛奶。目前，规模化奶牛养殖场的条件和管理水平

问题不大，但是奶牛散养户的管理技术、疫病防控水平等参

差不齐，养殖还多属于粗放式散养，很多养殖户缺乏给药记

录，供应的牛奶质量不高。

饲料的品质直接影响奶牛的饲养水平，因散养户养殖场

地有限，饲草料长时间堆积，易发生霉变，奶牛吃了霉变的饲

料容易导致细菌感染；有的不法商家，在饲料中添加盐酸特

仑克罗等违禁物；有的养殖户不按规定使用抗生素，或将休

药期的牛奶上市等。这些存在的问题都直接影响牛奶的品

质，对乳品质量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奶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

善，但是仍然不能满足我国当前乳品行业的发展需求，跟不

上老百姓的对品质生活追求的步伐。尤其对乳品的联合监管

还有欠缺，主要是乳品涉及生产、加工、销售等多个环节，生

加强当前乳品监管的措施及建议
李 斌，李 媛，谢 茵，赵倩明，王为升

（新疆奎屯市农业农村局，新疆 奎屯 833200）

摘 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乳品的质量需求也不断提高。为进一步加强乳品质量安全监管，认真履行乳

品质量安全监管职责，提出了加强乳品监管的措施和建议，确保广大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关键词：乳品；监管；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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