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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养殖技术
刘旭欢
渊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人民政府袁安徽黄山 245061冤
摘要 近些年袁黄山地区西溪南镇的黄牛养殖产业发展迅速袁为农户致富增收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遥 本文介绍
了西溪南镇黄牛养殖情况袁对黄牛养殖技术进行了总结袁以期为促进当地黄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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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溪南镇地处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的西部地区袁
盛产粮油蚕茧尧优质畜禽尧绿色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袁

2 黄牛养殖技术
2.1 选择优质黄牛品种

其现代农业产业化水平位居全市前列遥 西溪南镇黄牛

优质的黄牛品种是实现养殖效益提高的重要保

养殖为该镇优势产业之一遥 为了促进乡村经济快速发

障袁因而要重视黄牛优质品种的选择尧加大对黄牛身

展和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号召袁该镇在立足优

体素质的选拔及改良力度[1]遥 近些年袁研究人员在黄牛

势的同时实现创新发展遥 随着人们对畜禽产品的需求

品种改良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袁配种成功率及牛

量不断增加袁对优质的畜禽产品也更加青睐遥 这就要

犊质量等方面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遥 目前袁我国黄牛养

求在黄牛养殖过程中加强管理尧做好疫病防控工作袁

殖中公牛数量相对不足袁因而要加大公牛的品种选育袁

其对黄牛产业的绿色生态发展意义重大遥 现结合当地

严格筛选优质的公牛品种并推广科学适用的精子采

实际袁对黄牛养殖技术进行总结遥

集技术袁为黄牛的顺利繁殖提供基础保证[2]遥

1 西溪南镇黄牛养殖情况
1.1 养殖标准化和规模化

2.2 科学饲养初生牛犊

牛犊刚生下来时要先清理干净其口鼻处的黏液袁

目前袁该镇新建的黄牛标准化养殖基地有 2 个袁

注意避免人工参与袁可让母牛自行舔干净[2]遥 一般牛犊

地年平均存栏数 160 头左右袁带动全镇养殖黄牛的农

1 h 内吃到初乳袁以提高牛犊抵抗力遥 牛犊 7 日龄后即

小黄牛饲养数量超过 1 000 头袁其中皖南黄牛养殖基

户达 326 户遥 基地采用野公司+基地+农户冶的模式袁有

力促进了黄牛养殖标准化和规模化遥
1.2 品牌化效益显著

目前袁该镇黄牛产业的发展形势良好遥 一方面袁在
饲养管理上聘请专家予以指导曰另一方面袁为了提升
黄牛产品的品质袁当地注重对品牌的打造遥 如西溪南
镇竦塘村的黄牛基地包装车间已建设完成袁注册了野竦
塘冶黄牛产品商标袁对当地农户增收致富和促进山区

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遥 据 2020 年底的统计数

据院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较 2015 年有大幅度提高袁从
村均年收入 4.3 万元增加到 77.6 万元曰原先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家庭收入大幅增加袁人均年收入从 3 375 元
增加到 1.39 万元袁全村贫困户实现脱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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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后 20 min 左右即可自行站立袁要确保其在出生后

可适当在饮食中添加一些水果尧蔬菜等袁且在适合的
条件下对牛犊进行训练袁逐渐让其食用饲料袁为健壮
生长提供足够的养分条件遥 牛犊 14 日龄后袁在其饮食

中添加颗粒饲料袁要求易吞食尧易消化袁还要按照要求
添加一定比例的食盐尧骨粉等遥 牛犊 6 月龄左右袁其饲
料添加量一般控制在体重的 0.5%耀1.0%遥 6 月龄到配

种之前属于育成期袁牛犊进入快速生长阶段袁应适当
增加饲料的供给袁一般控制在体重的 2.2豫耀2.5豫遥

2.3 控制在适龄配种

在黄牛的传统饲养技术中袁母牛一般在 12 月龄内

配种遥 此时黄牛发育不完全袁配种产仔不利于母牛及
牛犊的健康遥 当前的黄牛育种技术建议适龄配种袁一
般年满 12 月龄且发育成熟后才能适时进行配种袁可

最大限度地保障牛犊的整体发育袁同时有利于母牛产
后尽快恢复尧健康生长遥 传统的黄牛养殖模式过于注
重产量袁而对牛犊的发育尧生长情况有所忽视袁对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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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能力产生较大的影响遥 因此袁黄牛饲养过程中

一定要注重适龄配种 遥
[3]

2.4 加强饲料管理

菌病尧口蹄疫等遥 这些疾病易对黄牛的健身生长造成
极大的损伤袁因而养殖户应加强疫苗接种管理袁以降低
疾病的发生率遥 一般母牛刚产下牛犊即对母牛及牛犊

为了给母牛和牛犊提供生长所需的养分条件袁需

进行破伤风疫苗注射袁以免导致感染等情况遥 针对布

要在饲料方面进行精心管理遥 黄牛饲养过程中的费用

氏杆菌病袁可在黄牛 6~8 月龄时进行疫苗注射袁并且

大且前期投入较多袁养殖户饲养时的经济压力很大袁
因而可自行选择一些可作为饲草的蔬菜尧牧草进行种
植

遥 如果黄牛饲养场周边有食品加工厂等袁养殖户

[3-4]

可以从废弃物中挑选农作物残渣等作为饲料袁以降低
成本遥
2.5 疫病防治
2.5.1 牛舍消毒遥 牛舍要经过消毒处理袁以灭杀其中

配种前采取颈部皮下注射等方式选择 19 号布氏杆菌

苗进行 1 次注射袁每头黄牛的注射量为 5 mL 左右遥 牛

犊出生后 30 d 左右时需要进行 BGG 疫苗的注射袁每

头牛的注射量控制在 50 mL 左右遥 此类疫苗每年注射

1 次袁对结核病的预防效果较好遥 针对口蹄疫疾病袁可

在每年的 11 月进行疫苗注射袁1耀2 岁的黄牛每头注

射量为 1 mL袁超过 2 岁的黄牛每头注射量为 2 mL遥

的病原物袁为黄牛的健康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遥

2.5.4 常见疾病治疗遥 黄牛养殖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常

对于黄牛饲养中易发生的各类传染性疾病袁需要提前

见疾病袁 需要根据疾病的类型及发病程度针对性治

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遥 在黄牛离开牛舍后袁可选择经

疗遥 一是牛支气管炎遥 如果黄牛在每日早晨及傍晚出

过稀释的氢氧化钠溶液对牛舍进行全面消毒遥 每天将

现严重的咳嗽袁明显出现呼吸困难尧体温升高至 40 益

牛舍中的牛粪等清理干净袁集中堆放在固定位置并进

以上等症状袁则初步判断可能是支气管炎病症遥 管理

行堆肥发酵处理袁也可以集中掩埋遥 一般每天牛舍至

人员要做好保暖管理袁如果病情严重袁则可选择青霉

少清理 1 次袁除了常规的牛粪清理以外袁还要及时刷

素尧链霉素等进行治疗遥 二是前胃迟缓遥 当黄牛在食欲

氧化钠溶液作为消毒液袁注意每周更换 1 次消毒液遥

症遥 此时需要使用氯化钠溶液尧维生素 B1 等对黄牛进

料遥 所有进入的人员应穿上防护服袁以免带入病原菌

明显遥 三是急性瘤胃膨气遥 如果黄牛出现了严重的膨

导致黄牛发病遥 如果牛舍内有蚊子尧苍蝇等袁要及时选

气问题尧叫声十分痛苦袁要对其进行放气处理遥 如果病

择驱虫药剂进行喷洒袁避免其叮咬黄牛而导致疾病的

情不严重袁只需要灌入适量稀释的石灰水溶液进行催

洗饮食槽遥 在牛舍前设置消毒池袁将提前配制的 4%氢
除此之外袁养殖场内还需要准备好防护服等必要的材

传播袁饮用水也要保证清洁[5]遥

2.5.2 加强驱虫处理遥 在黄牛养殖过程中袁一般在春

季或者秋季开展驱虫工作遥 对于体外寄生虫袁可直接
通过牛舍消毒等管理措施进行灭杀曰对于体内的寄生
虫袁则必须由管理人员选择合适的药剂进行驱虫遥 春
季进行驱虫工作时袁可选择左旋咪唑剂等药剂袁用量

不振后突然食量增加袁 有可能发生了前胃迟缓的病
行注射袁一般每日注射 1 次即可袁对缓解此症状效果

吐即可遥 四是牛积食问题遥 应先对黄牛进行断食处理袁
一般 1耀2 d 即可袁之后给予洁净的饮用水袁在其消化结

束后投喂食物袁投喂时应少量多次[1袁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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