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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自家猪场时，很多养殖户遇到疑问，希望能给予其一番科学指导。因此，笔者整理了养猪场管理中容易忽视的十大认知误

区，希望让大家在管理上引起重视。

养猪场管理注意避免十大认知误区

种鸡限制饲喂
要点和技巧

种鸡采食能力很强，所
以生长发育快速、体重增重
快，但如果不进行控制，那
么种鸡的体重容易超标，从
而影响到生产，为此在种鸡4
周龄到 24 周龄期间一定要
进行限制饲喂，具体技巧如
下：

限制饲喂首先能够保障
种鸡体重符合本品种标准。
种鸡体重过重，尤其是母鸡
体重过重，产蛋量将大幅度
减少，种蛋的合格率也有所
降低。而且体重过重往往发
生腿部疾患。

限制饲喂可使肉种鸡的
骨骼和内脏器官早期得到充
分发育，保持适当的体重，
推迟肉种鸡性成熟的时期，
使其性成熟和体成熟同步
化。种鸡27周龄以后，产蛋
率可超过 50%，30 周龄进入
产蛋高峰期。因此，采用限
制饲喂，可使种鸡开产日龄
比较整齐，开产适时，产蛋
率上升快，产蛋高峰期持续
时间长，种蛋的合格率高。

限制饲喂可以减少日粮
的投入数量，减少饲料消
耗。同时是使种鸡腹部脂肪
沉积量减少，从而降低其开
产后脱肛、难产的发生率。

生产中，如何掌握限制
饲喂的方法呢？目前，限制
饲喂的方法可划分为限时
法、限质法和限量法等。在
实践操作中，也并非单独使
用某一种方法，例如，限时
法主要是通过控制种鸡的采
食时间来控制其采食量。本
法又可分为每日限饲、隔日
限饲和每周限饲3种形式。

每日限饲是根据种鸡年
龄大小、体重增长情况和维
持生长发育的营养需要，每
日限量投料或通过限定饲喂
次数和每次采食的时间来实
现限饲。每日限饲的优点是
对鸡产生应激较小，适用于
育雏后期、育成前期和转入
产蛋鸡舍前1个星期。

隔日限饲则是把两天限
饲的饲料集中在l天投给，即
l天喂料，l天停料。这种方
法对种鸡应激较大，但可缓
解其争食现象，使每只鸡吃
料量大体相当，从而得到体
重整齐度较高而又符合目标
要求的鸡群。该法适用于生
长速度快而难以控制阶段的
鸡群。

每周限饲是每周喂 5 天
停2天，即将7天的饲料平均
分配到 5 天投饲。这种方法
采用的不是很多。

限质法主要是限制饲料
的营养水平，使种鸡日粮中
某些营养成分的含量低于正
常水平。通常采用降低日粮
营养元素，例如能量、蛋白
质、赖氨酸水平的方法。值
得注意的是，维生素、矿物
质和微量元素等不能随意降
低，仍需满足供给。 侬科

错误认知一：先进的设备一
定是最好的

热风炉上有控温装置，但由
于锅炉工文化低不能正确使用，
往往出现温度失控。自动上水设
备在使用后，由于没有人过多的
注意，往往在把水用光的时候，
才会被人们发现，出现断水情
况。正确方法：先进的设备必须
有高素质的人才来与之协调。

错误认知二：搞好防疫，就
可以防止传染病的发生

疫苗的保护力不是 100%，
会受到疫苗质量，猪的体质，应
激，免疫系统是否被破坏，病原
的数量和毒力等的影响。防疫过
的猪在受到大批量强毒的攻击，
也会出现疾病发生现象。

错误认知三：价格贵的猪、
料、药就是好的

任何一种东西，有利就有
弊，优点突出的往往缺点也突
出。如瘦肉率高的猪种存在的高
应激、发情配种难以及要求饲养
条件高等，如果条件达不到，其
优点很难发挥，但其缺点却很容
易暴露出来。而价格高的饲料，
在条件优越的情况下喂优良品种
猪会产生很高的生产性能，如用
其喂养本地品种猪，或喂养饲养
条件差的猪，不但不会产生高的
生产性能，而且会出现负作用。
高价格的药也同理，如不对症，
不但不治病，还会耽误病情。如
氟苯尼考，是一种新型广谱抗菌
药，在呼吸道可以保持高浓度，
针对胸膜肺炎放线杆菌，副嗜血
杆菌等效果很好，但用其治疗大
肠杆菌病就不会有很好的结果。

错误认知四：请一个高技术
人才，就能拯救一个场

一个猪场的兴衰，和许多因
素有关，如经营策略、管理水
平、职工素质、技术水平等，技
术水平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再
高明的技术，遇到一个连饲料也
买不起的猪场也无济于事;技术措
施需要严格的管理作保证，如果
一项技术措施在执行过程中，不
能贯彻到底，中途变形，再高明
的技术也不行。

错误认知五：对所有职工都

要求高文化
猪场并不是高科技项目，过

多的高文化职工，由于没有太多
的岗位，让他们干一些粗活，会
损害他们的自尊心，结果工作效
果不一定有文化低的职工干得
好。正确方法：职工层次也需要
协调。

错误认知六：奖罚制度越细
越合理

奖罚制度在制订时，开始认
为合理的，在执行过程中都会或
多或少地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有
的场就把制度订得非常细，但这
样做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因
为制度订细后，大多数职工看不
懂，一直在糊里糊涂的工作，干
好干坏也不清楚是受奖还是受
罚，时间长了有一种受欺骗的感
觉。正确方法：为职工制定的制
度必须要让职工明白。

错误认知七：只要我们搞好
环境，严格消毒，就能把猪养好

这是养猪存在的又一个误
区。搞好环境、严格消毒是养好
猪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但不是
唯一的因素。养猪还需要饲料，
品种，繁殖，另外还有定期药物
预防等。没有全价饲料，饲养生
产性能差的品种，母猪产仔数
少，肥猪售价低等，都会影响养
猪的效益。同时，环境和消毒，
只能减少猪群感染疾病的机会，
也就是只能防病，但不能治病，
对一个有病的猪群，效果就不明
显了。另外，任何一种消毒药不
可能杀死所有的病原。

错误认知八：预混料的质量
都差不多，价格越便宜越好

许多饲料业务员会说这样一
句话，所有的预混料质量都差不
多。但其实，任何一种预混料都
有其特点，只是针对性不同而
已。预混料是一些微量元素、维
生素、及特殊药物的组合，预混
料的质量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
响：A原料的质量，如原料主要
成分的含量，稀释剂的性能，原
料成分的稳定性等。B药物的针
对性，有的预混料针对消化道疾
病，有的混料针对呼吸道疾病，
有的预混料针对抗应激药物，而

有的更注重于氨基酸的全价性
等。C药物的含量，药物的含量
对以后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就出
现了在用过一个场的预混料后，
再用其它场的料就不行了，因第
一个场的预混料中加入了超剂量
的抗菌药物，或多种药物的组
合，使猪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性和
抗药性，一旦药量降低或药种减
少，就可能出现部分病原的大量
繁殖，引发疾病。

错误认知九：饲料搅拌时间
越长越好

饲料搅拌时间过长，会出现
成分的分离，比重大的沉下，比
重小的上浮，造成人为的不均

匀。
错误认知十：有效期的误区
饲料包装上有有效期，药品

说明书上有有效期，疫苗说明书
上更有有效期。人们有时会认为
在有效期内的就能用，不在有效
期的就不能用。其实，任何一种
物品的有效期不是绝对的，失效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和时间长短
有关，也和存放条件有关。如猪
瘟疫苗，在零下20℃保存，有效
期为一年，但如果在 10℃保
存，那就不是一年了，也可能只
有几天。正确方法：考虑有效
期，必须结合存放条件。

侬科

蔬菜炭疽病如何防治？
黄瓜炭疽病。炭疽病在

苗期、成株期都可以发生，
幼苗期发病时，子叶边缘出
现褐色半圆形或圆形病斑，
稍凹陷；成株期发病，叶部
病斑近圆形且有轮纹，大小
不等。病斑初为水渍状，很
快干枯呈红褐色，遇潮湿时
显现锈色分生孢子，后期病
斑干燥时开裂、穿孔，表面
有时有粉黑色小点。防治该
病要加强通风降湿，大棚内
湿度保持在70%以下，减少叶
面结露和吐水；药剂防治建
议选用70%“代森锰锌”800
倍液喷雾，每周一次，连续
喷雾3～4次。

西葫芦炭疽病。该病苗
期至成株期都可发生，子叶
发病时边缘出现褐色半圆形
病斑，稍凹陷；果实上发病
时表面形成圆形、淡绿色凹
陷病斑，病部长出小黑点，
病害严重时生粉红色稠状
物，在干燥条件下，病斑会
开裂。防治该病，除进行种
子消毒外，加强通风也很重
要，药剂防治可选用40%世高
2000倍，每周一次，连续3～
4次。

扁豆炭疽病。该病主要
危害叶片，出现红褐色至黑
褐色圆形斑，凹陷或溃疡
状。被害叶片多在叶背叶脉
上，沿叶脉扩展成多角形小
条斑。豆荚被害时初生褐色
点，后扩大为近圆形的黑褐
色斑，稍微凹陷，边缘有深
红色晕圈。发病主要原因是
湿度过高。一般温度超过
27℃，湿度低于92%，病害很
少发生，低于13℃，病害停
止发生，种植密度过高，土
壤黏重，连作发病重。

防治方法：选用无病种
子或进行种子处理；棚室内
通风透光排湿；发病初期选
用40%世高2000倍液喷雾，每
周一次，连续3～4次。

羊寄生虫病如何防治？
羊为草食动物，难免受

到体内外寄生虫的寄生。体
外寄生容易观察，有脱毛、
发痒、局部皮肤红肿等现
象。体内寄生虫严重的表现
出体表消瘦，腹部有疼痛
感；个别的会用后肢踢腹，
还会发出痛感的叫声。

处理的方法：体外的寄
生虫，可将羊体清洗、剃
毛、局部涂消肿止痒之类的
药膏。若是体内寄生虫，可
用阿维菌素治疗。建议每公
斤体重用0.2毫克的量，间隔
10天左右重复注射一次。同
时要做好室内外的环境整洁
工作，羊舍要做到干燥、通
风，并定期对棚舍及周围环
境进行消毒。

5~7 月，蟠桃需要做好夏季
修剪，以及病虫害防治、水肥管理
等工作，具体管理要点如下：

夏季修剪：此时第二次生理
落果已经结束，由于冬季修剪为
长梢轻剪，留枝条较多，此时应对
无果枝条进行回缩修剪，促发新
枝用于明年结果，同时防止树体
过于郁闭，疏果后套袋前对冗长
枝回缩，防止树体郁闭。

病虫害防治:绿色或无公害
生产方式。此阶段桃子套袋已经
结束，病害主要是防止细菌性穿

孔病，可用600倍多抗霉素喷雾防
治。虫害主要有梨小食心虫、桃
蛀螟、桃潜叶蛾和天牛，防治梨小
食心虫、桃蛀螟可用 40%杀铃脲
1000倍或亮泰3000～4000倍，防
治桃潜叶蛾可在幼虫发生期喷洒
40%杀铃脲1000倍液。目前红颈
天牛已经开始活动，需要及时根
据地面木屑和虫粪，找出被害部
位，然后用铁丝进行人工捕杀或
用50%高效氯氰菊酯药棉熏杀，用
湿泥土封口；有机生产方式。可
喷施三保罗藤-5%鱼藤酮可溶液

剂500倍或苏云金杆菌500倍加
诺荷-丁子·香芹酚500倍或三保
奥思-1%蛇床子素500倍，交替使
用。

土肥水管理：5 月下旬～7
月上旬，此期为硬核后期-膨大
期，大约有 40～50 天，前 20～30
天需肥水较少，后20天需要大肥
大水。对于水肥一体化的果园，
在同样的肥料浓度下，前20～30
天每天滴水15分钟即可，后20天
在同样的肥料浓度下滴水需要
40～60分钟，以渗透有机肥土层
为准，肥料可选用氮磷钾冲施
肥。没有水肥一体化条件的果
园，可以分2次施入三元复合肥，
第一次按全年施肥量的30%～40%
施入，以N-P-K15%：15%：15%为
好，第二次在 7 月初施入，或撒
施，或环形沟施，或放射状施入，
以高钾型为主，75～100kg/亩。

7 月中旬～7 月下旬是上色
期和成熟期，此期不再需要大肥
大水，但也不是不需要肥水，果实
的成熟是从上到
下，从外到里逐渐
成熟的，所以要逐
渐减少肥水的用
量，此时应以速溶
性钾肥为主，可选

用磷酸二氢钾或硫酸钾或高钾型
冲施肥，每天滴15～30分钟的肥
水。

叶面肥的施用。6～7月份每
15 天喷施 300～500 倍的高钾或
氨基酸或光合微肥，增加叶片的
功能，增加有机物质的积累，增加
果实糖度和色泽，提高单果重。

桃树极不耐涝，淹水24小时
以上即会死亡，过多的雨水很易
造成桃园积水，引起桃树落叶，生
长不良，甚至死亡。应经常注意
清理沟系，确保排水通畅，达到雨
停沟内无积水的状况，降低地下
水位。

为避免杂草与桃树争肥争
水，要中耕除草，改善通风条件降
低湿度，减少病虫害发生。同时
可将锄下的草覆盖在树盘周围，
能起到根系的保水、保湿，抑制杂
草生长的作用，有条件的果园可
以在树下铺设黑色地布，既能防
止杂草丛生，又可以保持部分水
分。

［实用技术］

气温逐渐回升，蛋鸡的管理
要根据气候的变化相应改变，否
则会影响蛋鸡产蛋量和产蛋质
量，最直接的表现为鸡蛋蛋壳变
薄，易碎，影响养殖效益。

降低环境影响。对蛋壳质量
的影响较大的环境因素是温度、
光照和鸡舍内氨的浓度。此时气
温升高，鸡的采食量减少，肠道对
钙的吸收率降低，高温使鸡呼吸
加快，排出二氧化碳增多，使血液
中碳酸浓度下降，蛋壳变薄。所
以温度升高时应注意降温．同时
要适当提高饲料中的含钙量。饲
料中添加一定量的碳酸氢钠以提
高血液中碳酸的浓度，也有利蛋
壳质量的改善。要及时清除鸡
粪，加强鸡舍通风，降低舍内氨
气，硫化氢等有害气体的含量。

矿物质元素要适当。机体内

钙、磷的吸收总是协同的，适宜的
含磷量可以促进钙的吸收。在
育雏、育成期，钙磷比例在(1.5～
2)：l 时，钙磷的吸收利用率最
高。所以必须补充无机磷酸盐或
动物磷酸盐来保证磷的供应。除
磷元素外，饲料中铁、镁、锌、锰等
的含量都会影响钙磷的吸收，进
而影响蛋壳质量。当这些矿物质
元素在体内含量高时，会与磷酸
根离子形成不溶性的磷酸盐而影
响钙的吸收。所以在补充微量元
素时，量不能太大，同时注意饮水
硬度不能太高，补钙饲料不能含
有较多的其他矿物质元素。

及时淘汰大龄蛋鸡。正常饲
养情况下，青年母鸡子宫腺体都
能正常分泌碳酸钙。但到老龄
时，由于体内脂肪的沉积会使子
宫腺体沉积一定的脂肪，进而影

响腺体的分泌功能，使蛋壳变薄
变脆。同时产蛋后期的蛋个体较
大时，蛋的表面积增大，也会使钙
的供应略显不足，蛋壳相对变薄
变脆，应及时淘汰大龄蛋鸡。

及时防治疾病。在正常饲养
情况下，软壳蛋、砂皮蛋等增多，
往往是发生疾病的征兆。此时应
及时进行治疗，以免影响鸡蛋质
量。 侬科

鸡蛋壳变薄易碎的应对措施

气温渐升，当季蟠桃需要做好哪些管理要点
［热线答疑］

近年来，许多养殖企业着手
规模化养鹅，改变传统的粗放式
散养，向集约化、机械化方向升
级。现将养鹅的主要管理技术整
理如下：

规模要适度。饲养者要根据
自己的经济实力、草料及市场调
研情况适度养鹅。

场址选择。鹅舍场址应选择
在地势高燥、平坦、通风、向阳，水
源充足，水质良好，交通便利，土
质以透气、透水性强的沙壤土为
宜。同时还要考虑到鹅的生活习
性，鹅的繁殖还需要有水的环境，
这样在修建场舍时既要考虑到环
境污染的问题，又要兼顾到集约
化、规模化、现代化封闭场舍的问
题。

了解鹅的生活习性。鹅是草
食动物，在配置更高效、更低成本
的饲料时要有充足的饲草且不能
有过多的蛋白质。仔鹅7日龄～
21日龄对青饲料的需要量由占
日粮10%逐渐增至90%，28日龄可
以达到100%。鹅对青草中粗蛋
白、粗纤维的吸收率与羊相近，是
摄食范围很广的家禽。饲养鹅可
以在场舍周边种植一些多年生牧
草，如黑麦草、三叶草、鲁梅克斯、
籽粒苋等。

科学饲养。
1.进雏前准备。进雏前应清

扫、清洗鹅舍，对鹅舍及用具用3%
~5%的热火碱水喷洒消毒，然后
用高锰酸钾、福尔马林混合后对
鹅舍空间进行熏蒸，24小时后打

开门窗。雏鹅进舍前铺好垫料，备
齐食槽、饮水器等。进雏前2天
对育雏舍进行预温，以便雏鹅进
入鹅舍后很快适应环境。

2.雏鹅的饲养管理。提高鹅
群的成活率，雏鹅被毛稀薄，对外
界温度调节能力差，消化器官和
消化机能都不完善，所以体质较
弱，抗病力差，往往会因饲养管理
不当造成雏鹅大批死亡。因此雏
鹅饲养是养鹅的关键环节。应选
择健康强壮的雏鹅，健壮的雏鹅
应是按时出壳，毛色光亮，行动活
泼，用手握住颈部提起时，两脚能
迅速收缩，并挣扎有力，叫声响
亮。脐部收缩完全，无脐钉，脐部
周围无血斑和水肿。

3.科学配制雏鹅饲料，合理

安排饲喂次数，搞好卫生防疫。
4.及时分群。按照身体强

弱、个体大小及时分群，拣出病雏
淘汰，分群时要注意饲养密度，在
短期内达到鹅群平衡。分群后雏
鹅要及时选用左旋咪唑、丙硫苯
咪唑或者阿维菌素等高效、低毒
的驱虫药驱除体内寄生虫。

鹅的育肥。将育肥鹅圈养于
光线较暗的鹅舍，限制其运动，减
少能量消耗，饲喂全价配合饲料，
快速育肥。同时定时定量补充微
量元素、维生素和添加防病、抗病
药物。

环境卫生。加强饲养管理，
注意鹅舍的清洁卫生，以提高鹅
的抗病能力。

杨雪青 刘承军

规模养鹅有哪些饲养管理技术 长期以来，一些畜牧兽医、技
术人员甚至有的专家教授宣称鸡
的气囊上没有毛细血管，因此认
为药物就不能够到达气囊，所以
将这一点归结为鸡的气囊炎是不
易根治的根本原因。

这种论点是一种误区。这是
因为一般人解剖鸡的时候，解剖
方法不科学，常常将胸腹部连接
在一起的气囊剪断破坏，这样就
不容易看到完整的气囊和气囊上
毛细血管充血的病变。

鸡体内有9个气囊并且互相
连通．其中颈气囊1个，锁骨气
囊、前胸气囊、后胸气囊、腹气囊
各2个。在临床解剖全过程中较
易看到的是前胸气囊、后胸气囊
和腹气囊。

我们都知道，雏鸡出壳后在
不停地生长发育，气囊也会随之

增大，如果气囊没有毛细血管，怎
么能够供给气囊由小到大每一天
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营养呢?所以
气囊上没有毛细血管的论调是站
不住脚的。

那么，如何才能够看到气囊
上的毛细血管呢?

其实要改变解剖方法。以往
解剖家禽时，一些技术人员习惯
于从龙骨的末端人手，将龙骨末
端至两侧髋关节之间的腹部肌肉
剪断，这样几乎等于是将鸡拦腰
剪断，同时也使胸气囊和腹气囊
遭到了破坏，再加上不将鸡的胸
腔剪开，所以看不到鸡的完整胸
气囊。

当改变解剖方法，从龙骨的
末端至鸡的两个肩关节之间的肋
骨用剪刀稍囊微向上呈弧形剪
断，然后将胸部抬起与地面垂直，

接着分别将两侧乌喙骨和锁骨剪
断，这样就很容易将胸骨掀起并
向后翻转90度放平，与躯体呈一
个平面。

这样将胸、腹腔彻底打开后
就可以从胸部肋骨和肝脏之间看
到完整的胸气囊。再将肠胃轻轻
地从腹腔里取出就可以看到完整
的腹气囊了。在鸡健康无病的情
况下，鸡的气囊清晰透明，用肉眼
是看不到气囊上的毛细血管的。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看到气囊
上的毛细血管?

当鸡感染大肠杆菌败血症
时，鸡的全身毛细血管充血、瘀
血，在鸡的皮肤和胸部肌肉呈现
暗紫红色时，按照上述解剖方法，
一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鸡的
胸、腹气囊上的毛细血管了。

冬春季节以及夏季家禽处于

通风换气不良的鸡舍内，有害气
体含量高。空气质量长期得不到
改善．气囊长期遭受氨气、二氧
化硫、硫化氢等有害气体的刺激，
气囊就会受到严重的损伤．发生
气囊炎。在空气质量得不到有效
改善的情况下．即使使用各种质
量好的治疗气囊炎的药物也不能
很快将气囊炎彻底根治，出现用
药时病情症状减轻，停药后则会
复发．这是气囊炎不易根治的根
本原因。

要提高对气囊炎慢性呼吸道
疾病及其混合感染性疾病的治愈
率，必须在使用药物治疗的同
时，注重改善鸡舍内的空气质
量，做到空气清新，人进入到鸡
舍内闻不到严重的异味．这是防
治气囊炎、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根
本所在。 侬科

怎样才能看到鸡气囊上的毛细血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