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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养殖

力破畜禽粪污治理难题

散养草鸡饲养技术要点
草鸡，也就是我们日子中常说的土鸡、笨

鸡等。草鸡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养分丰盛，
现在是我国村庄地域的非有必要饲养鸡种。
草鸡体型较大，养分好的草鸡甚至有“虚弱”
的外表，其寻食能力强，顺应性广，抗病能力
强，是一种非常优质的鸡种类。那么，草鸡应
该怎样养呢？草鸡的饲养办法有哪些呢？

●草雏鸡的饲养
草雏鸡入舍后，1～2 小时即可给予饮

水。初饮时，可在水中参加5%葡萄糖，以加
强鸡的体质，缓解应激，便于胎粪排出。水温
一般要挨近舍温（16～20℃）。雏鸡出壳后
1～3日龄，开食的饲料以精料为主，用小麦、
玉米面或碎米撒在料布上或料槽里，让其安
闲采食。4日龄后可在精料中过量添加青绿
新鲜的蔬菜或饲料性的牧草。喂饲办法是将
精料配成全价料后再参加20%左右的青料，
少喂勤添，保证雏鸡有满足的采食量，满足它
对各种维生素的需求。这经常喂青料能使雏
鸡对食物构成出色的条件反射，为脱温后在
牧地自觅青草类食物打下基础。鸡舍每平方
米放养的适宜密度为：10日龄50～40只，20
日龄40只，30日龄30只，60日龄15只。这样
既可充分使用鸡舍空间，又不会束缚雏鸡活
动和构成舍内空气纯真及湿度过大。舍内温
度的操控，在育雏期最为重要，具体要求是
0～1 周龄 33～31℃，2～3 周龄 30～25℃，其
时为25～20℃。如舍内温度达不到，应恰当
加温。舍内绝对湿度以55%～65%为宜。雏
鸡出壳后第1周内，每天光照20～23小时;第
2周初步，每天光照可减至16～13小时，其时

逐渐选用天然光照时刻。一般光照灯泡距空
中2m，每平方米1.5～2W即可。

育成期的饲养
草鸡育成期是指 60～130 日龄的龄期。

育成期要公母分栏饲养，每平方米鸡舍放
养 10～8 只，这样便于管理和添加饲料消
耗。

育成期公鸡的饲养
小公鸡一般在 100～120 日龄时体重可

达1～1.2kg，即可上市。为使小公鸡按时抵
达产品体重要求，在饲养上要求喂给全价协
作饲料。饲料配方：玉米 60%，豆饼 20%，麸
皮10%、贝壳粉6.5%，鱼粉3%，多维、微量元
素等0.3%，食盐0.2%。有条件的农户可采纳
放牧饲养，放牧时期早晚补偿全价协作料。
如没有条件放牧的鸡群，日粮中青粗饲料与
全价料的比例为1∶1，饲喂办法是，先给鸡群
喂单一的全价料，隔1小时后，又在料桶中放
等量的青粗饲料让鸡群安闲采食。出栏前
15天可恰当添加青粗饲料喂量，一同添加全
价料的喂量和比例，青粗饲料降到10%以下，
这样有利于延伸肥育期，改进日增重。

育成期母鸡的饲养
应采纳束缚饲养，非有必要时恰当下降

日粮中蛋白质和能量的比例。饲料配方：玉
米 52%，豆饼 10%，麸皮 15%，米糠 14.5%，贝
壳粉7%，鱼粉1%，多维、微量元素等0.3%，食
盐 0.2%。管理上应当令间断转群，120 日龄
时即可将小母鸡转到产蛋鸡舍间断饲养。若
到开产时再间断转群，易发作应激反响，影响
鸡群产蛋率。转群应在黄昏间断，尽量使鸡
坚持安静。

●产蛋鸡的饲养
产蛋鸡饲料配方：玉米 58%，豆饼 20%，

麸皮10%，骨粉、贝壳粉各7.5%，鱼粉4%，多
维、微量元素各 0.3%，食盐 0.2%。饲料配方
应根据鸡的产蛋量上下间断当令调整，以满
足产蛋期鸡的养分需求。每天下午，可在饲
猜中放入沙粒供鸡群安闲采食，以加强鸡的
消化机能。鸡舍内的温度应坚持在 13～
24℃;每天光照时刻为14～16小时，光照强度
为每平方米2.5W左右，同时还要坚持鸡舍内
安静。

增强消毒防疫
在进雏前应对鸡舍间断充分清扫，再用

福尔马林加高锰酸钾 （每立方米空间用，
20ml福尔马林加水20ml加高锰酸钾12g）熏
蒸消毒24小时，对环境和用具也要用生石
灰或火碱消毒。1日龄间断马立克氏病疫苗
皮下注射;10～12日龄以小三联 （传染性囊
病、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油乳剂疫苗
肌注;20～40日龄饲猜中添加抗球虫药氯苯
胍 （每 100kg 饲料拌入 50～60g，混匀）;70
日龄用Ⅰ系新城疫疫苗肌注并一同间断驱
虫;130日龄以新城疫油乳剂疫苗肌注，并再
次间断驱虫;平常每隔15天投喂一次抗生素。

农友

临产母猪的饲养管理
加减母猪饲料。母猪临产前

10~15天，逐渐改喂哺乳期饲粮，
防止母猪生产之后突然的饲料变
化，引起母猪消化不良和仔猪下
痢。 如果母猪膘情好，乳房膨大
明显，那么，母猪产前1周应逐渐
减少喂料量，至到产前 1~2 天减
去日粮的一半；并要减少粗料、糟
渣等大容积饲料，以免压迫胎儿，
或引起产前母猪便秘影响分娩。
发现临产症状时停止喂料，只喂
豆饼麸皮汤。如母猪膘情较差，
乳房干瘪，则不但不应减料，还要
加喂豆饼等蛋白质催乳饲料，防

止母猪产后无乳。
适量运动。母猪产前一周应

停止远距离运动，改为在猪舍附
近或运动场逍遥活动，避免激烈
追赶、挤撞而引起流产或死胎。

除体外寄生虫。如发现母猪
身上有虱或疥癣，要用2%敌百虫
溶液喷雾灭除，以免分娩后传给
仔猪。

迁入产房。母猪临产前3～
5 天将母猪迁入产房，使它熟悉
和习惯新环境，避免临产前激烈
折腾造成胎儿临产窒息死亡。

湖畜

让鸭多产蛋的方法

黑山羊的饲喂
和育肥要点

农户如何正确把握好黑山
羊的饲喂和育肥？在农村，养
殖黑山羊并不是简简单单的饲
喂就可以了的，饲养户需要了
解的知识很多，黑山羊饲料的
种类不同，它的饲喂量也是不
一样的，要正确把握好喂料情
况，科学合理地进行饲喂，这
才是养殖的根本。人们在养殖
中有很多疑问，比如黑山羊的
喂料，黑山羊一天的饲喂量，
对于不同饲料的饲喂等问题，
养殖户正在寻求正确的答案，
带着这些养殖的问题，我们联
系上了伟艳黑山羊基地，关于
黑山羊养殖饲喂的基本情况，
梁猛说，黑山羊食量主要是根
据个体、年龄及生产时期所决
定，在饮食方面要合理搭配，
还要做好相关饲料的限量饲
喂，因为黑山羊消化饲料是要
依靠瘤胃里微生物的发酵来完
成，而瘤胃里的微生物需要一
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有啥喂啥
的办法不利于黑山羊的瘤胃健
康，也就是不利于消化，最好
的办法是各种饲料合理搭配来
喂，每一种饲料都不宜喂得太
多，比如青贮饲料每天不超过1
公斤，给黑山羊吃青贮饲料时
最好搭配优质干草(青干草)，每
天每头黑山羊可吃1公斤。伟艳
黑山羊基地梁猛告诉笔者，目
前，大多数地区缺乏青干草喂
羊。因此，青草季节要抓紧时
间晾晒干草，不要让黑山羊全
部吃青草；块根类如胡萝卜、
南瓜因水分含量太高不宜多
喂，每天每头可以喂1公斤；对
于新鲜青草每天不超过3公斤；
菜籽饼、棉粕在饲料中的用量
不能超过百分之十；还有些地
区有辅料料的，比如啤酒糟、
玉米渣、豆腐渣、苹果渣，这
些料每天每头2公斤左右；精料
方也应限量，每天精料喂量不
能超过1公斤，同时在精料喂量
大的情况下，增加饲喂次数，
以减缓瘤胃酸度的上升。

黑山羊肉羊如何育肥?在育
肥上的管理方面，梁猛还告诉
饲养户，肉羊要尽早上市那就
要掌握喂料的技术，喂料的顺
序一般是先喂草料，再喂配
料，最后饮水的原则，定时定
量进行饲喂，一般每日喂2次～
3 次，饮水 2 次～3 次，饮水要
用 15℃～25℃的清洁温热水，
并在每次喂料后一小时左右进
行。每次喂配料时先取干酒糟
用水拌湿，或干、湿酒糟各半
混匀，再加麸皮、玉米粗粉和
食盐等拌匀。黑山羊吃到最后
时，拌入少许玉米粉，使黑山
羊把料槽内的食物吃干净。

黑农

多留公鸭：在鸭群中适当多
留些公鸭，一般按正常的公母比
例再增加 2％—3%。公鸭对母
鸭的性刺激，可使母鸭加快排
卵，从而使母鸭多产蛋。

饮茶水：茶水能预防蛋鸭营
养性贫血和食盐中毒。每天早
上、中午和晚上给鸭饮适量的茶
水，夏季可消暑，使鸭子少生病，
多产蛋。

喂蜂蜜：在鸭子开产时，在
50 公斤饲料中加 1 公斤蜂蜜拌
料饲喂，连喂5天，间隔15天后，
再连喂5天。如此循环词喂，可

使鸭子多产蛋，且产的蛋大。此
法对预防鸭瘟亦有一定的作用。

喂干稻米：在鸭子产蛋期
间，给鸭喂一些稻谷或干米粒，
让其自由采食，可使鸭子少生
病，多产蛋。

喂动物性饲料：让鸭常在田
间、水渠、池塘等处自由觅食小
鱼、小虾、蝌蚪、昆虫、螺蛳等。
产蛋期少放牧，并喂一些鱼粉等
动物性饲料和富含多种维生素
的青绿饲料，以满足其对营养物
质的需求，使鸭多产蛋。

河农科

［实用技术］

［养殖园地］

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的县级农业
部门负责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转
型升级专题轮训畜牧业绿色发展班在北京
举办，来自全国各地县级农业部门负责人共
计100人参加了轮训。本期轮训共组织畜牧业
绿色发展工作要点与解读、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难点与路径选择等6场专题讲座。学员
们分为5组，围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整
县推进及利用方向开展共计10次专题研讨。

去年8月底，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印发方
案，支持200个以上畜牧大县整县推进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争取到2020年，整县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90%以上。黑龙江
省宾县畜牧兽医局局长于家斌介绍：“在整
县推进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还在于规模以
下养殖场（户）。宾县的养殖量不小，但规模养
殖场仅有22家，产生的粪污量也仅占全县粪
污总量的5%。大多数散养户是由传统养殖转
化来的，对粪污处理的重视程度本就不够，
再加上设备的不配套，处理起来确实很难。”

河北省行唐县畜牧工作站副站长孙建
会认为，没有第三方的介入，规模以下养殖
场（户）是很难完成治污工作，应当采用多部
门联动的方式，从政策、资金、宣传、技术等
方面多关注这部分群体，帮助其尽快实现粪
污的资源化利用。陕西省泽州县畜牧兽医

局局长岳建军介绍，在整县治理上，他们主
要采取种养循环模式，综合考虑养殖密度，
集中建设处理站，若有涉及不到的养殖场，
则采取铺设管道的方式，将散户养殖产生的
污水通过管道引入污水处理厂，工业化处理
实现清洁利用。

当前，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方向主要有
两种，一种是以沼气为主的能源化利用，一
种是以有机肥为主的肥料化利用。全国畜
牧总站体系建设与推广处副处长杨军香在
授课时表示，能源化利用在有些地方不能发
挥出其应有的作用，肥料化利用则对大多数
地区都很适用。

农业农村部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体系
建设处副处长王瑞波介绍，“三沼”（沼气、沼
液、沼渣）在推广应用过程中通常会遇到三
方面问题：第一，沼气发电不能顺利并网，天
然气提纯也少有成功。第二，沼渣、沼液运
输设备配备不全，车、罐、人不能完全配套。
第三，沼渣形成的有机肥市场化运营还存在
问题。

畜禽粪污的肥料化利用也存在一些难
点，有机肥存在“叫好不叫座”的现象。辽宁
省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局局长邹博介绍，这一
是因为有机肥的产量目前还不高，管理还不
够规范。二是因为对于种植户来说，施用有

机肥的成本相对太高了。三是当前农村劳
动力缺乏，人口老龄化严重，而施用有机肥
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工成本。山东省胶州市
畜牧兽医局副局长崔超表示，有机肥在大田
作物上的表现也令人堪忧，由于肥效慢，而
大田作物的价格又低，若不是免费，种植户
是不会选择有机肥的。

对此，学员们有三点建议，第一，加强政
策投入，提高有机肥的产量。“还要提高有机
肥施用的机械化程度，减少人工成本。”四川
省安岳县农林局副局长刘仲军说。第二，要
提高施用有机肥农产品的价格，提高种植户
施用有机肥的积极性。内蒙古乌兰浩特市
农牧局局长李放认为，还要加强对有机农产
品的认证监管，这样才能给消费者足够的信
心，让他们更加倾向于有机农产品。第三，
要制定有机肥的行业标准。河南省禹州市
畜牧中心主任郭保军认为，“生产有机肥的
厂家要能说清楚有机肥的成分，要明确将施
用效果告诉种植户。要保证有机肥还田不
会形成二次污染，这样才能建起有机肥运行
的长效机制。”

除专题讲座与专题研讨外，主办方还组
织学员到北京海华百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现场参观，探讨种养循环的生态养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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