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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满足人们对畜牧产品的需求,对
畜牧业的养殖技术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为了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相关专家着手于绿色畜牧
养殖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将绿色畜牧养殖技术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可有效改善传统畜牧业的养殖方式,
创建出现代化养殖模式,以此提高养殖质量,促进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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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rization of Rural Animal Husbandry and Breed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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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people have high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of life. In order to meet people's demand for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s,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breeding technology of animal husbandry.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relevant experts set about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green animal husbandry and breeding technology. Applying green animal husbandry technology
to actual produc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breeding mode of traditional animal husbandry and create a
modern breeding mode, so as to improve the breeding quality and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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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业与畜牧养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2 传统养殖模式的弊端

系,但我国畜牧业发展受多元化因素影响。虽然这些年来畜牧养

传统畜牧养殖过程中,为了增加经济效益,部分养殖人员将

殖规模不断扩大,但畜牧养殖技术仍然存在瓶颈。随着目前市场

掺有激素的饲料投喂给动物食用,以达到增膘增肥的效果,大量

对畜牧产品需求的增加,为了更好地创造畜牧养殖收益,需要针

激素饲料积聚在动物体内会严重影响到动物的消化系统,增加

对饲养管理技术进行深入分析和累积经验,实现现代化养殖的

内脏负担,在长时间饲养过程中会影响肉制品口感,降低肉制品

高效性,从而促进社会食品供应的安全稳定发展。

的质量。并且,大部分饲养人员的文化水平不高,对现代化饲养

1 现代畜牧养殖的发展趋势与难点

认知不足,对养殖场内的污染物不能及时进行有效处理,导致养

工业化发展使得畜牧养殖有了更高的技术运用空间,因此,

殖场内的污染物囤积,环境质量不达标。这一情况威胁着周边的

在畜牧养殖前期应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首先,厂址要选择在交

生态环境,甚至会导致疫病大面积爆发,如若居民购买到患有疫

通便利、远离工厂地带,以免工厂污染养殖周边环境,同时也要

病的肉制品,则会影响自身的生命安全。传统养殖技术严重阻碍

远离城镇密集的住宅区,尽量建立在地势较高且通风干燥的地

了畜牧业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环境的保护,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

带,这样有利于低水位排水及牧场消毒。其次,牲畜传染病种类

有着不良影响。

繁多,为了更好地进行病疫控制,需要在牧场建设过程中考虑到

3 推广与应用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重要意义

采光防疫及保温等多方面因素。我国正处于市场化经济快速发

3.1符合市场需求

展的重要阶段,畜牧市场需求也分为不同档次,因此,要根据市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发展,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已经常态化,人

场趋势及变化合理划分牧场区域,在牧场选择上注重其自然环

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因各种原因选择快餐饮食,虽然快餐食品

境及污染程度,保证有充足的水源供应,将牧场按照生活区、投

的制作方式简单,携带方便,为人们提供了极大便利,节约了时

喂区、隔离区及污染物处理区等进行划分。

间成本,但快餐食品的质量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在绿色养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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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广和应用中,绿色健康的食品材料成为人们共同追求的潮

4.3深入建立绿色畜牧共育机制

流,可有效满足大众需求,将绿色健康的蔬菜、水果以及肉禽蛋

建立绿色生态化畜牧养殖体系应该成为地方畜牧养殖产业

奶等提供到各餐厅中,让人们吃到安全放心的好食品；同时可大

发展的关键。地方单位应该考虑建立一套具有生态化与规范化

幅度提高畜牧业的产量,在市场供求关系中,畜牧养殖户的经济

的特色绿色畜牧养殖体系。结合畜牧生长发育过程对温湿度与

效益也明显增加,真正体现了革新技术的价值。

光照进行有效调控等,走“保护利用好生态环境、稳量增效、持

3.2有效提高畜牧产品的质量

续发展”的路子,实现粮饲统筹、农牧结合、种养一体的绿色畜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发生,这使得人们更加重视“绿

牧业发展模式,推动种养业效益实现“双提升”。提高粪便资源

色、原生态”的健康食品,在这种发展需求下,农户养殖的猪肉、

化利用空间,如利用堆沤等方式制作的农家肥,对于改良土壤、

土鸡以及土鸡蛋等都成为市场上炙手可热的食品。这一现象主

培肥地力、促进农作物增产增收具有重要作用,也是促进种养结

要是由于农户在养殖过程中并没有添加激素饲料,这使动物顺

合,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鼓励发展环保性畜牧

应生长规律,能够自然成长。因此,加大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

业社会化服务群体,满足共育机制的需要。探索多方治理共育机

广宣传,使养殖户充分认识到乱使用添加剂的危害性,认识到养

制,打造绿色畜产品生产基地,实现牲畜稳、产业绿、农民富的

殖技术的重要性,增加绿色养殖的认知,加强绿色养殖技术的学

最终目标。

习,才能提高畜牧产品的质量,为人们提供更加安全、放心的健

4.4充分利用第三方机构进行推广工作

康食材。

为了拓展绿色养殖技术的推广范围,促进绿色养殖技术

3.3促进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

的长远发展,还应充分利用第三方机构进行推广工作,提高推

在传统的畜牧养殖过程中,由于缺乏专业的排污技术和绿

广效率。可结合网络信息化平台实行绿色养殖技术的推广,以

色环保的认知,养殖场内时常堆积着许多动物粪便,不但污染了

此扩大传播范围,让更多养殖人员了解绿色养殖技术。另外,

养殖场的内部环境,在长时间堆积发酵的作用下还会产生大量

还应加大绿色养殖技术的投资力度,同第三方机构相合作,通

NH3和CO2等不良气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边的环境造成了污

过分析畜牧养殖业当前的养殖情况,建立完善的技术推广体

染。将绿色养殖技术应用到畜牧养殖过程中可有效改善这一污

系,以此促进绿色养殖技术的应用,为绿色养殖技术的推广提

染问题。针对动物粪便,养殖人员可通过专业技术对其进行排污

供有利支持。

处理,能大幅度减少NH3和CO2的排放量,能有效净化养殖场内的

4.5建立绿色畜牧养殖基地

空气,改善养殖环境,促进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

为了提高绿色养殖技术的应用质量,相关部门还应同养殖

4 畜牧养殖管理的技术与推广要点

场共同建立系统化的绿色畜牧养殖基地,以此规范畜牧养殖技

4.1制定科学合理的畜牧养殖计划

术,扩大畜牧业的养殖规模,促使畜牧业的高质量发展。相关

在畜牧养殖过程中,应制定长期计划,其中的防护准备最为

部门在推广绿色养殖技术的同时还需完善系统化的基地养殖

关键。不同的养殖场或养殖户要根据自身养殖条件进行深入分

模式,加强动物医护以及饲养管理措施,优化绿色养殖过程中

析,包括养殖场活动空间、清洁方式、周边环境及饲料和水源的

的细节问题。为了构建真正健康、无污染的绿色畜牧养殖基

检验检疫方式等,根据已有的硬件条件,结合牲畜品种确定检疫

地,养殖场的工作人员可在养殖场内种植能够净化空气的绿

时间、检疫次数及接种方式,也可以根据当地的农技部门人员建

色植被,并将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有机物进行加工,使其成为有

议进行计划制定。值得注意的是,养殖管理计划的制定并非一成

机的植物肥料,在满足环保、节能理念的同时抑制细菌滋生,

不变,而是需要结合环境因素、猪的生长变化特点等多方面因素

以此保持养殖场内的洁净度,减少动物发生疫病的概率。另外,

进行动态调整,以符合实际需求的方式不断完善和调整,以此达

在实际养殖过程中,还应引入现代先进技术,加强环境整治,充

到最佳效果。

分利用空气监测技术以及水质检测等技术对养殖场内的环境及

4.2注重养殖场内的清洁卫生

水质等进行有效检测,以便及时发现养殖场内存在的污染隐患,

很多牲畜疾病与生活条件有着必然联系,如在高温天气下,

有助于养殖场保持优质环境。此外,还应加强养殖设备的保养及

养殖场内空气不流动,很容易形成潮湿空间,且管理人员对排泄

检修工作,定期对各项设备进行检测、养护,确保其各项指标在

物未能及时清除,很容易造成一些寄生虫卵滋生,并通过牲畜之

正常范围内,保证其正常运行。在构建绿色畜牧养殖基地的前提

间的接触造成互相传染。相关养殖人员应注重养殖场内的清洁

下,制定科学系统的饲养流程,通过多项专业技术的利用,提高

卫生,保持养殖场内干燥通风,根据天气进行必要的环境调整,

养殖质量,有效促进养殖基地的整体发展,为我国畜牧业的长远

如在下雨后要每天对养殖场进行清理、通风晾晒,及时为牲畜提

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供干净的水源,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另外,建议相关养殖人员

4.6建立畜牧养殖示范区

学习疫病防治知识,可以通过网络教育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我国经济发展较为快速,但存在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农

更多地利用碎片化时间了解病害的防治工作,定期对养殖场进

村地区经济较为落后且消息闭塞,很多养殖户的生产思想仍停

行杀毒消菌,改变传统的养殖模式。

留在农业初级阶段,对畜牧养殖技术并不理解,鉴于这样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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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当地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畜牧养殖示范区,在示范区

模相对较小、资金投入较少、所以利用大型粪污处理设备处理

内通过先进的技术整合,让养殖户以“眼见为实”的方式可以看

粪污应该采用自然方法。一般来说,养殖场选择地势开阔场地,

到两者结合的优势,并能深刻体验到两者结合是未来农业的发

保证养殖过程中粪污消毒处理到位。建立养殖场内部循环利用

展趋势,对自身经济效益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畜牧养殖种植示范

机制,还可配合人工湿地从事种植工作,通过挖池种植莲藕,排

区的建立可以由政府进行专项拨款,并派遣专业技术人才对养

入养殖产生的粪便污水,利用莲藕养殖技术吸收沉淀于水体内

殖户进行信息宣讲,当有养殖户对技术感兴趣时,可以一对一的

沉淀物,实现自然净化,为畜牧养殖提供净水资源。此技术非常

进行培训,并鼓励相应志愿者进行区域宣传。值得注意的是,示

适用于小型养殖场,可避免地下水污染隐患问题,可结合自然气

范区的建立要结合当地畜牧养殖特点,并深入研究市场需求的

候因素展开污水治理工作。

变化,不仅要在技术上为养殖户提供指导意见,同时要对畜牧产

5 结论

品的发展需求及市场变化进行深入研讨,做好后期服务、解决养

大规模畜牧养殖需要配合绿色养殖技术,建立相对良好的
畜牧养殖生态环境,解决畜牧养殖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

殖户的后顾之忧。
4.7粪污治理绿色畜牧养殖模式

题,为养殖户提高经济效益,为人们提供更加健康、优质的饮食

4.7.1粪污源头控制首先要从调整饲料配方方面出发,严格

生活环境,从而全面促进我国畜牧产业健康蓬勃发展。

执行国家标准,生产绿色饲料,提高畜牧消化吸收率,降低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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