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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爱玲 马长路
渊北京农业职业学院袁北京 102442冤
摘要 奶牛养殖对中国经济产业发展有重要贡献袁但其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容忽视遥 本文总结了奶牛养
殖对环境造成的主要污染类型袁分析了环境污染对奶牛健康产生的危害袁提出了防治奶牛养殖环境污染的有效
对策袁以期为奶牛养殖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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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f Dairy Farming and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QU Ailing MA Changlu

(Beij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griculture, Beijing 102442)

Abstract Dairy farming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China忆s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ut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caused by dairy farming can not be ignored.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main types of
pollution to the environment caused by dairy farming, analyzed the har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o the health of dairy
cows, and put forward th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dairy farming,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airy farming industry.
Keywords dairy farm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rm; control countermeasure

国家野十四五冶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新目标之一是
要使生态文明实现新进步袁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袁城乡

标袁奶牛养殖环境污染治理刻不容缓遥

1

奶牛养殖环境污染类型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遥 奶牛养殖作为畜牧业领军产业袁

目前袁 奶牛养殖过程中环境污染源主要是奶牛

肩负着全国菜篮子工程奶类和肉类的供应袁 是关系

排泄的粪便尧尿液尧臭气和养殖场排泄的污水等袁这

民生的重要产业遥 目前袁奶牛在养殖过程中存在较为

些污染源对环境的危害主要包括污染空气尧污染土

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袁 环境污染对生态文明和民生

壤尧污染水质和传播疾病遥

福祉产生不良影响遥 有效防治奶牛养殖环境污染可

1.1 污染空气

以促进生态文明的发展和民生福祉指数的提升袁并

作为反刍动物的奶牛在消化过程中通过打嗝尧

且保障我国生态环境健康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遥 到

放屁产生废气袁其主要成分是甲烷遥 奶牛排泄的粪便

2025 年袁中国奶业要实现全面振兴 袁中国奶业奶源

经微生物分解会产生甲基硫醇尧二甲二硫醚尧甲硫醚

基地尧奶品质量等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遥 为达到这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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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低级脂肪酸等恶臭气体袁 奶牛排泄的尿液及养殖
场排放的污水含有氨尧硫化氢尧甲烷尧二氧化硫尧二氧
化碳尧氧化氮及粪臭素等气体遥 首先袁上述恶臭气体
会污染养殖场周边空气袁使空气质量变差袁对人畜健
康均产生严重危害曰其次袁上述恶臭气体中的甲烷尧
二氧化碳会加剧气候的温室效应袁导致全球变暖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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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袁上述恶臭气体中的氨气尧硫化氢进入大气后会产
生酸雨袁危害人畜的健康袁导致土壤贫瘠尧植物死亡
和建筑腐蚀

遥 有研究表明袁1 头奶牛每年排出的污

[1-3]

类 [4]遥 对奶牛排泄的粪便尧尿液及养殖场污水等进行
有效的无公害处理可切断人畜共患病的源头遥

2

染物对空气造成的污染甚至超过 1 辆小型汽车造成

的污染 [2]袁畜牧业每年的氨气排放量占全球氨气排放
总量的 1/2 以上 [3]遥
1.2

养殖环境污染对奶牛的危害
奶牛养殖对环境造成污染曰反之袁奶牛养殖环境

污染对奶牛个体也将产生严重的危害遥 奶牛养殖环
境污染对奶牛个体产生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奶牛个体

污染土壤

奶牛养殖中袁奶牛排泄的粪便尧尿液及养殖场污

健康尧产奶量尧生产性能等 3 个方面遥
2.1 个体健康

水通过作农作物肥料施用或自然排放对土壤造成污

在奶牛养殖环境污染产生的有害气体中袁 氨气

染遥 奶牛排泄的粪便和尿液中含有钠盐尧钾盐等大量

对奶牛健康危害最大袁硫化氢毒性最强遥 氨气浓度过

金属元素袁对农作物过量施用粪肥会使大量的金属元

高会影响奶牛脑神经和肌肉细胞的新陈代谢袁 抑制

素进入土壤并通过厌氧反应产生亚硝酸盐等有毒物

采食中枢袁导致氨中毒甚至死亡曰同时袁氨气浓度高

质 [1]袁使土壤透气性和透水性变差袁造成土壤板结尧土

会消耗大量能量袁增加机体肝脏等解毒器官的负担袁

壤品质降低袁 间接影响作物对土壤养分和肥料的吸

导致奶牛的生产性能降低遥 硫化氢毒性强袁强烈刺激

收遥 养殖场污水富含氮尧磷元素袁直接灌溉农田会导

机体黏膜袁 长期低浓度接触会引起奶牛结膜炎并损

致农作物发病或减产遥 在利用奶牛的粪便作农作物

害角膜曰 长期高浓度接触会使奶牛产生中枢神经系

肥料时袁必须合理尧定量尧科学地施用 [3]遥 此外袁奶牛养

统症状和窒息症状 [5]遥

殖场奶牛饲养及活动尧粪便收集尧饲料准备尧污水处
理等均会对所用地的土壤产生污染 遥

2.2 产奶量

[2]

1.3

污染水质

奶牛排泄的粪便尧尿液及养殖场污水中含有氮尧
磷等元素袁这些营养元素随地表水径流尧下渗袁会造
成水体及地下水的污染袁 导致周边居民地下水源和
周边水产养殖业安全受到威胁遥 氮尧磷元素可导致水

奶牛养殖环境污染会使奶牛食欲下降尧 采食量
减少袁导致产奶量减少尧乳脂率降低 [6]曰同时袁奶牛养

殖环境污染会抑制奶牛生理功能袁 导致奶牛患乳房
炎袁使泌乳量下降袁影响奶牛的产奶量 [7-8]遥 奶牛的产
奶量 70豫由环境因素决定袁30豫由遗传因素决定 [9]遥
2.3 生产性能

体富营养化袁引起鱼池发生泛塘及内海红潮尧赤潮等

奶牛养殖环境污染会导致奶牛免疫机能受损袁

现象遥 同时袁氮尧磷元素会使藻类大量繁殖袁导致鱼尧

可诱发布氏杆菌病尧牛钩端螺旋体病尧滴虫病等传染

虾尧蟹等因水体供氧不足而大量死亡遥 此外袁奶牛排

性疾病传播袁致怀孕母牛流产或产出弱胎尧死胎遥 奶

泄的粪便尧 尿液及养殖场污水中还可能残留消毒药

牛养殖环境污染易引起奶牛食欲不振尧采食量降低袁

液及重金属元素袁进入水体后可沉积在鱼尧虾尧蟹体

造成奶牛营养不良袁影响奶牛发情尧受胎尧胚胎质量

内或致其死亡袁影响国家菜篮子工程的安全袁对人类

和生殖系统功能 [9]袁从而影响生产性能 [10]遥 奶牛养殖

健康产生危害 [1袁3]遥
1.4

环境污染还易使奶牛患肢蹄病袁降低奶牛的配种率[7]袁

传播疾病

导致生产性能下降遥

奶牛排泄的粪便尧 尿液及养殖场污水中含有大
肠杆菌尧肠球菌尧沙门氏菌等病原微生物和毛首线虫
卵尧蛔虫卵等寄生虫卵 袁通过空气或蚊蝇等途径传
[3]

3

奶牛养殖环境污染防治对策

3.1 针对内因防治
利 用 营养 学 原理 和 营 养 调控 方 法 配制 新 型 饲

播病毒袁导致病原菌和寄生虫大量繁殖袁引起人尧畜

料袁降低奶牛排泄粪便中氮尧磷元素的含量袁可减少

染病遥 人畜共患病中有 26 种疾病可由牛传染给人

氮尧磷元素超标对土壤的危害袁进而减少和消除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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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污染遥

策精细化尧具体化袁政府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颁

3.1.1 氨基酸降氮遥 在不影响奶牛生产性能的前提

布的相关法律尧法规和标准袁明确奶牛养殖环境污染

下袁 可利用理想蛋白质模式适度降低日粮粗蛋白水

防治目标尧重点及监管力度曰科学规划奶牛养殖业的

平袁如添加氨基酸遥 这是减少奶牛排泄粪便中氮含量

发展袁对申报进行审批袁现场核查奶牛养殖场对粪污

和提高日粮中氮利用率的有效措施 [11]遥

的处理能力袁 严格定义奶牛养殖场粪便贮存设施的

3.1.2 植酸酶降磷遥 为提高奶牛日粮蛋白质消化吸

贮存能力曰建立定期培训尧监督尧奖罚等制度袁加强污

收和利用的效率袁提升植酸磷的利用率袁降低磷酸盐

染防治管理工作袁 使奶牛养殖业实现生态系统的良

的添加量袁可在奶牛日粮中添加植酸酶遥 此法可减少

性循环 [3]遥 政府主管部门应通过推广新技术尧拓宽招

奶牛排泄粪便中的磷含量[11]遥

3.1.3 添加剂降氮降磷遥 在奶牛日粮中合理添加抗
生素和离子载体等袁 可以提高日粮及营养物质利用
效率袁降低奶牛排泄粪便中氮尧磷的含量 [11]遥

商引资渠 道支持 奶牛养 殖场实 现粪 污野零排 放 冶或
治 理 达标曰培植 利用 粪污生 产有机肥 的企 业袁并给
予补贴 [13-14]遥

3.2.4 减排遥 政府主管部门应积极推广厌氧发酵尧生

3.1.4 多糖降解酶减少有害气体遥 在奶牛日粮中添

物或化学除臭尧发酵床尧粪便再利用尧干清粪工艺尧循

加非淀粉多糖降解酶及微生态制剂袁 可有效降低奶

环水清污工艺等奶牛养殖场环境污染减排技术袁将

牛排泄粪便中硫化氢尧 氨等有害气体排放量及致病

奶牛粪便等转化为植物有机肥或生活能源袁 实现奶

菌含量袁进而有效减少养殖场周边空气污染袁使空气

牛养殖粪便污染治理的资源化及商品化袁 从根本上

环境得到改善 [3]遥

解决奶牛养殖环境污染问题 [5袁13]遥

3.2.1 科学设计规划养殖场遥 奶牛养殖场选址要远

入生态循环利用技术袁促进资源的合理再利用袁达到

离水源尧居民区和噪音环境袁优选地势高燥尧背风向

从根本上治理奶牛养殖环境污染的目标遥 通过堆放

阳尧空气流通尧土地坚实尧地下水位低尧便于排水并且

腐熟法将奶牛排泄粪便施入农田袁 或加工成颗粒状

有斜坡的开阔平坦区域曰牛舍建议采用有顶棚尧四面

或粉状有机肥 [15]曰利用奶牛粪便中的营养成分饲养蚯

3.2 针对外因防治

敞开的双列半开放式牛舍袁牛床采用斜面式袁牛床下

3.2.5

引进生态循环技术遥 政府主管部门应积极引

蚓袁用消解处理后无明显恶臭味的粪便制作有机肥曰

坡面设排粪沟曰牛舍附近区域应标配运动场尧饮水池

利用牛粪发展渔业养殖袁 牛粪可用来直接肥水培饵

和 凉 棚 袁保 证 奶 牛 日 常 活 动 和 生 活 质 量 曰场 区 应

养鱼 [3]曰粪便尧尿液及污水进行多级沉淀和固液分离袁

性较强及 吸附粉 尘尧隔音 效果较 好的 树种袁以起 到

食用菌培养基袁利用沼气厌氧发酵池将液体生产成清

由园林绿化部门进行绿化设计袁 选择对有害气体抗

有效减少有机物含量 [16]袁固体作为有机肥还田或作为

净化空气尧杀菌尧减噪等作用曰生活区应位于生产区

洁能源沼气曰 奶牛尿液经除臭发酵后制成高级液态

的上风向袁 且生产区和管理区应建隔离绿化带和消

肥曰奶牛养殖场的污水可通过微生物寅植物寅动物寅

毒通道 [3袁12]遥

菌藻多层生态循环净化 [15]袁实现污水无污染处理遥

3.2.2 日常卫生管理遥 奶牛养殖场应设置卫生管理尧

4

结语

考核尧惩罚制度袁强化日常卫生管理遥 根据科学的方

社会对乳制品需求的不断增长加速了奶牛养殖

法进行场地消毒尧牛舍消毒尧生产区消毒尧管理区消

业的发展袁 而同时奶牛养殖造成的环境污染不容小

毒尧生活区消毒尧工作环境消毒尧道路消毒尧工作人员

觑遥 采用科学技术手段减排袁选择合理的治污措施 [15]

消毒和饮水消毒等 [12]遥 对日常卫生工作落实考核制

发展农尧牧尧水产业循环生态养殖是减少环境污染的

度袁若考核不合格应进行相应惩罚袁为奶牛养殖环境

有力举措遥 治理奶牛养殖环境污染可以改善奶牛健

的维护提供基本保障遥

康状况尧提高奶牛产奶性能袁对促进中国奶牛养殖产

3.2.3 政府政策支撑遥 为促进奶牛养殖污染防治政

业一体化协同发展和中国奶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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