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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 展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棻棸棸头猪群管理的研究暎以猪日龄为核心棳观察体重范围暍平均体重暍日增

重暍饲喂天数暍日采食量范围暍日均采食量暍阶段采食量暍累计采食量暍料重比暍累计料重比等棳建立了一套猪群生长

状况动态模型棳包括椇棬棻棭建立了猪体重棬棭与日龄棬棭模型为 椊棸灡椃椄椆 棴棻椆灡椄椄棾棬棽椊棸灡椆椆棾椃棭棳棬棽棭建立了猪增

重棬棭与日龄棬棭幂指数关系模型为 椊棻灡棸棾椆 棸灡棸棻棬棽椊棸灡椄椄棿棭棳棬棾棭建立了日均采食量棬棭与日龄棬棭模型为

椊棸灡棸棽棾 棴棸灡棾棾棿棾棬棽椊棸灡椆椆棻椃棭棳棬棿棭建立了猪料重比棬棭与日龄棬棭线性关系模型为 椊棸灡棸棽棽 棲棸灡棿棽椃椄
棬棽椊棸灡椆椄椄 棭等棳作为理论值棳判别特定日龄下猪生长状况暎当猪体重暍猪增重暍日均采食量暍猪料重比实际值低

于理论值时棳必须寻找原因棳加强猪的管理暎对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棻 棸棸头猪群棳椂棸暙椃椃日龄生长阶段的日均

采食量观察棳可以看出在椂棸暙椂 日龄发酵床猪日均采食量低于理论值棳表明发酵床养殖初期棳猪还有个适应过程棳
到了椃棸暙椃 日龄发酵床猪日均采食量高于理论值棳表明猪已适应发酵床养殖棳特别在椃 日龄发酵床猪日均采食

量提高棽棻棩棳表明发酵床养猪更加有利于猪的生长暎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猪群的主要病害有椇皮炎棬痘状斑疹棭暍
拉稀棬消化道疾病棭暍咳嗽棬呼吸道疾病棭暍僵猪棬营养不良棭暍眼病棬眼结膜炎棭暍外伤棬拐脚棭棳未发现烈性传染病暎从发

酵床养猪发生的病害看棳整体发病情况比较低棳各种病害的发病率不超过棻棸棩棳治疗的难度也不大棳只要加强垫料

管理棳注意喂食棳保障水质干净棳许多的病害可以自愈暎
关键词椇微生物发酵床椈大栏养殖椈猪群生长模型椈猪群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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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研发出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

猪技术棳设计了大栏微生物发酵床棳面积棻椄棸棸
旐棽棳一栏同期饲养棻 棸棸头育肥猪椲棻椵暎大猪群的管

理与传统养猪的管理有着很大的差异棳传统养猪数

量一栏在棽棸暙椄棸头棳群体较小棳无大猪群管理的

问题暎以往关于育肥猪生长性能管理的研究主要在

饲料营养添加方面椇张勇等椲棽椵探讨了不同蛋白质水

平饲粮对生长育肥猪生产性能暍免疫机能及臀中肌

中毺灢斻斸旍旔斸旈旑表达量的影响椈杨静等椲棾椵研究饲粮中

添加不同水平的饲用桑粉对育肥猪生长性能和肉质

的影响椈邢成军等椲棿椵通过在饲料中添加大蒜素研究

其对猪生长性能的影响椈纪少丽等椲椵评估饲料中添

加植物提取物 棬止痢草精油棳斚斉棭对妊娠至哺乳

期母猪的作用棳研究 斚斉 棬单独或与抗生素联合使

用棭对断奶至育肥阶段猪群血清斏斍斊灢斏浓度暍生长

性能和胴体品质的影响椈宋凯等椲椂椵采用黑曲霉菌液

体发酵制备木聚糖酶棳添加到小麦日粮中对育肥猪

生产性能和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椈童建国等椲椃椵研究

中草药提取物对育肥猪生产性能和肉质的影响暎微

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大猪群管理棳首先是对一栏棻
棸棸头的大群体 暟吃暍喝暍拉暍撒暠进行观察管

理棳特别注重找到一些简单易行的指标作为大群体

猪群的健康指标棳提出群体管理方法暎有关微生物

发酵床大栏养殖猪群管理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暎
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大猪群生长性能管理是

从猪的生长日龄和采食量的关系入手棳以整群采食

量暍头均采食量暍头均饮水量暍群体健康级别划

分暍个体体长与体重的关系等为指标棳研究不同日

龄育肥猪的取食量和生长的关系棳观察大猪群生长

健康状况棳为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大猪群生长性

能管理提供依据暎
棻暋材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发酵床猪舍与仔猪

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棳位于福清下里农场棳
发酵床猪栏养猪面积棻椄棸棸旐棽棳垫料采用椰糠和谷

壳各 棸棩棳垫料高度椄棸斻旐暎饲养棻 棸棸头育肥

猪棳仔猪椂棸日龄棳平均重量棽棸旊旂暎猪舍温度控制

在棽椄暙棾棽曟棳湿度控制在椃棸棩暙椆棸棩暎
棻灡棽暋发酵床猪的饲喂

采用自动喂料系统棳饲料由福建省华龙饲料有

限公司提供棳所有饲料均适宜生喂暍干喂棳不必蒸

煮暍浸泡棳添加农家青杂料 好生喂暎 始饲喂要

控制喂量棳以后逐日增量棳保证供给足够的清洁用

水暎由一种料改喂另一种料时棳必须交叉投喂 斾
左右棳逐渐过渡到新料暎饲料原料应确保新鲜棳如

有霉变暍变质等现象棳严禁饲喂暎产品存放于干燥

通风处棳严防潮湿暍霉变暎
棻灡棾暋发酵床养猪生长模型的建立

棻暙 椂日龄猪统计保育猪资料 棬椂月中旬至椄
月中旬棭棳 椂暙棻 日龄猪使用发酵床现场调查资

料 棬椄月 中 旬 至 棻棽 月 中 旬棭暎从 微 生 物 发 酵 床

棻 棸棸头猪中选择棽棸棸头棳统计不同日龄下棳猪的

体重暍增重暍饲喂天数暍日均采食量暍日采食范

围暍阶段采食量暍累计采食量暍料重比等参数棳建

立模型暎
棻灡棿暋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猪群采食和病害观察

记载

逐日观察育肥猪整群采食量暍头均采食量暍头

均饮水量等参数棳进行模型验证暎同时棳育肥猪进

入发酵床 始棳每棻棸斾观察棻次棳观察记载皮炎

棬痘状斑疹棭暍拉稀 棬消化道疾病棭暍咳嗽 棬呼吸道

疾病棭暍僵猪 棬营养不良棭暍眼病 棬眼结膜炎棭暍外

伤 棬拐脚棭暍烈性传染病等育肥猪发病状况棳直到

棻棻棸斾停止发病为止棳分析猪群病害发生规律暎
棽暋结果与分析

棽灡棻暋猪生长阶段的生长状况指标统计

统计结果见表棻暎不同日龄下棳猪的体重暍增

重暍饲喂天数暍日均采食量暍日采食量范围暍阶段

采食量暍累计采食量暍料重比等参数暎从出生到

棽椄日龄棳饲养天数棽棾斾棳体重范围在椂暙棻 旊旂棳
平均体重椂灡 旊旂棳棽棾斾增重 灡 旊旂棳日采食范围

棸灡棽棾暙棸灡棽椃旊旂棳日均采食量棸灡棽 旊旂棳料重比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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棻灡棸 椈椆椄日龄的中猪棳体重可达 棾旊旂棳棻棿斾增重

棻棻旊旂棳日采食范围棻灡椆暙棽灡棻旊旂棳日均采食量棽灡棸
旊旂棳料重比达到棽灡 椈棻 日龄大猪棳体重可达

棻棸棸旊旂棳棻 斾增重棻棽旊旂棳日采食范围棾灡棻暙棾灡棾

旊旂棳日均采食量棾灡棽旊旂棳料重比达到棿灡棸棸暎通过

数据分析棳建立猪群生长状况理论模型棳包括 棬棻棭
体重与日龄模型棳棬棽棭增重与日龄模型棳棬棾棭日均

采食量与日龄模型棳棬棿棭料重比与日龄模型等暎

表棻暋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猪群生长特性

斣斸斺旍斿棻暋斝旈旂旙旂旘旓旝旚旇斻旇斸旘斸斻旚斿旘旈旙旚旈斻旙旈旑旍斸旘旂斿灢旙斻斸旍斿旔旈旂旂斿旘旟旓旀旐旈斻旘旓斺旈斸旍旀斿旘旐斿旑旚斸旚旈旓旑斺斿斾

日龄
体重范围

棷旊旂
体重
棷旊旂

增重
棷旊旂

饲喂天数
棷斾

日采食量范围
棷旊旂

日均采食量
棷旊旂

阶段采食量
棷旊旂

累计采食量
棷旊旂 料重比

累计
料重比

棽椄 椂暙棻 椂灡 灡 棽棾 棸灡棽棾暙棸灡棽椃 棸灡棽 灡椃 灡椃 棻灡棸 棻灡棸
棿棽 棻棾灡棸 椂灡 棻棿 棸灡椂棸暙棸灡椃棸 棸灡椂 椆灡棻棸 棻棿灡椄 棻灡棿棸 棻灡棻棿
椂 棻 暙棾棸 棽棸灡棸 椃灡棸 棻棿 棸灡椄 暙棸灡椆 棸灡椆 棻棽灡椂 棽椃灡棿 棻灡椄棸 棻灡棾椃

椃棸 棾棸灡棸 棻棸灡棸 棻棿 棻灡棾棸暙棻灡棸 棻灡棿 棻椆灡椂 棿椃灡棸 棻灡椆椂 棻灡椃
椄棿 棾棸暙椂棸 棿棽灡棸 棻棽灡棸 棻棿 棻灡椃棸暙棻灡椆棸 棻灡椄 棽灡棽 椃棽灡棽 棽灡棻棸 棻灡椃棽
椆椄 棾灡棸 棻棻灡棸 棻棿 棻灡椆棸暙棽灡棻棸 棽灡棸 棽椄灡棸 棻棸棸灡棾 棽灡 棻灡椄椆
棻棻棽 椂棿灡棸 棻棻灡棸 棻棿 棽灡棻棸暙棽灡棾棸 棽灡棽 棾棸灡椄 棻棾棻灡棻 棽灡椄棸 棽灡棸
棻棽椂 椂棸暙棻棸棸 椃椂灡棸 棻棽灡棸 棻棿 棽灡椂棸暙棽灡椄棸 棽灡椃 棾椃灡椄 棻椂椄灡椆 棾灡棻 棽灡棽棽
棻棿棸 椄椄灡棸 棻棽灡棸 棻棿 棽灡椆棸暙棾灡棻棸 棾灡棸 棿棽灡棸 棽棻棸灡椆 棾灡棸 棽灡棿棸
棻 棻棸棸灡棸 棻棽灡棸 棻 棾灡棻棸暙棾灡棾棸 棾灡棽 棿椄灡棸 棽椄灡椆 棿灡棸棸 棽灡椆

棽灡棽暋猪体重暍增重与日龄模型

体重与日龄模型见图 棻暎体重 棬 棭与日龄

棬 棭 模 型 为椇 椊 棸灡椃椄椆 棴棻椆灡椄椄棾 棬 棽 椊
棸灡椆椆棾椃棭暎 棸斾日龄猪标准体重应为棻椄灡棻旊旂棳棻棸棸
斾日龄猪标准体重应为 椂灡棸旊旂棳棻棸斾日龄猪标准

体重应为椆棿灡棸旊旂暎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猪体重增

长标准以此参考棳如果设计棻棻棸旊旂出栏棳则计算

模型为棻棻棸椊棸灡椃椄椆 棴棻椆灡椄椄棾棳即 椊 棬棻棻棸棲
棻椆灡椄椄棾棭棷棸灡椃椄椆棳需要饲养棻椃棻灡棽斾暎

图棻暋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猪群日龄与体重相关性

斊旈旂灡棻暋斝旈旂斾斸旟斸旂斿斸旑斾旝斿旈旂旇旚斻旓旘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旐旓斾斿旍旈旑旍斸旘旂斿灢
旙斻斸旍斿旔旈旂旂斿旘旟旓旀旐旈斻旘旓斺旈斸旍旀斿旘旐斿旑旚斸旚旈旓旑斺斿斾

增重与日龄模型见图 棽暎增重 棬 棭与日龄

棬棭呈幂指数关系棳模型为椇 椊 棻灡棸棾椆 棸灡棸棻

棬棽椊 棸灡椄椄棿棭暎 棸日龄猪标准日增重应为 椃灡
棬旊旂棭棷棽棾 棬斾棭椊棸灡棾棽椂旊旂棳棻棸棸日龄猪标准日增

重应为棻棸灡 棬旊旂棭棷棻棿 棬斾棭椊棸灡椃 旊旂棳棻棸日龄

猪标 准日增重 应为 棻棾灡棽 棬旊旂棭棷棻棿 棬斾棭椊棸灡椆棿
旊旂暎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猪体重日增长标准以此

参考暎

图棽暋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猪群日龄与增重相关性

斊旈旂灡棽暋斝旈旂斾斸旟斸旂斿斸旑斾旝斿旈旂旇旚旂斸旈旑斻旓旘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旐旓斾斿旍旈旑
旍斸旘旂斿灢旙斻斸旍斿旔旈旂旂斿旘旟旓旀旐旈斻旘旓斺旈斸旍旀斿旘旐斿旑旚斸旚旈旓旑斺斿斾

棽灡棾暋猪日均采食量与日龄模型

日均采食量与日龄模型见图棾暎日均采食量

棬棭与日龄 棬 棭模型为椇 椊 棸灡棸棽棾 棴棸灡棾棾棿棾
棬棽椊棸灡椆椆棻椃棭暎椂棸日龄猪日均采食量应为棻灡棸椃 椃
旊旂棳椂 日龄猪日均采食量应为棻灡棻椆棾棽旊旂棳椃棸日

龄猪日均采食量应为棻灡棾棻棸椃旊旂棳椃 日龄猪日均

采食量应为棻灡棿棽椄棽旊旂暎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猪料

重比标准以此参考暎
棽灡棿暋料重比与日龄模型

料重比与日龄模型见图棿暎料重比 棬棭与日

龄 棬 棭呈线性 关 系棳模 型 为椇 椊 棸灡棸棽棽 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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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棾暋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猪群日龄与日均采食量相

关性

斊旈旂灡棾暋斝旈旂斾斸旟斸旂斿斸旑斾斸旜斿旘斸旂斿斾斸旈旍旟旀斿斿斾旈旑旚斸旊斿斻旓旘旘斿旍斸旚旈旓旑
旐旓斾斿旍 旈旑 旍斸旘旂斿灢旙斻斸旍斿 旔旈旂旂斿旘旟 旓旀 旐旈斻旘旓斺旈斸旍
旀斿旘旐斿旑旚斸旚旈旓旑斺斿斾

棸灡棿棽椃椄 棬 棽 椊 棸灡椆椄椄 棭暎 棸 日 龄 猪 料 重 比 应 为

棻灡棽椃椄棳棻棸棸日龄猪料重比应为棽灡椂棽椃椄旊旂棳棻棸
日龄猪料重比应为棾灡椃棽椃椄暎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

猪料重比标准以此参考暎

图棿暋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猪群日龄与料重比相关性

斊旈旂灡棿暋斝旈旂斾斸旟斸旂斿斸旑斾斊棷斍旘斸旚旈旓斻旓旘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旐旓斾斿旍旈旑旍斸旘旂斿灢
旙斻斸旍斿旔旈旂旂斿旘旟旓旀旐旈斻旘旓斺旈斸旍旀斿旘旐斿旑旚斸旚旈旓旑斺斿斾

棽灡 暋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育肥猪阶段性生长状

况模型验证

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育肥猪棻 棸棸头棳观察

始于椂棸日龄棳结束于椃椃日龄暎记载整群采食

量暍日均采食量暍日均饮水量暎从表棽可以看出棳
随着猪的日龄增加棳日均取食量逐渐增加棳椂棸日

龄猪日均采食量 棻灡棻棽椆旊旂棳椂 日龄日均采食量

棻灡棿棿棽旊旂棳椃棸日龄日均采食量棻灡棽棸 旊旂棳椃 日龄

日均采食量棻灡椃棾旊旂暎对比猪日均采食量与日龄模

型 棬图棾棭棳椂棸暍椂 暍椃棸暍椃 日龄猪日均采食量理

论值分别为棻灡棸椃 椃暍棻灡棻椆棾棽暍棻灡棾棻棸椃暍棻灡棿棽椄棽
旊旂棳在椂棸暙椂 日龄发酵床猪日均采食量低于理论

值棳表明发酵床养殖初期棳猪还有个适应过程棳到

了椃棸暙椃 日龄发酵床猪日均采食量高于理论值棳
表明猪已适应发酵床养殖棳特别在椃 日龄发酵床

猪日均采食量提高棽棻棩暎

表棽暋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椂棸暙椃椃日龄猪群生长状况

斣斸斺旍斿棽暋斣旇斿旂旘旓旝旚旇斻旇斸旘斸斻旚斿旘旈旙旚旈斻旙旓旀椂棸棴椃椃斾斸旟旙旓旀斸旂斿旔旈旂旙
旈旑旍斸旘旂斿灢旙斻斸旍斿旔旈旂旂斿旘旟旓旀旐旈斻旘旓斺旈斸旍旀斿旘旐斿旑旚斸旚旈旓旑斺斿斾

日龄
棷斾

整群采食量
棷旊旂

日均采食量
棷旊旂

日均饮水量
棷旊旂

椂棸 棻棾棸灡棸 棻灡棻棽椆 棾灡棾椄椃
椂棻 棻椃棻椆灡 棻灡棽椂椆 棾灡椄棸椃
椂棽 棻椃椄棽灡 棻灡棾棻 棾灡椆棿
椂棾 棻椃棻棾灡棸 棻灡棽椂棿 棾灡椃椆棽
椂棿 棻椄椃棻灡棸 棻灡棾椄棸 棿灡棻棿棸
椂 棻椆 灡棸 棻灡棿棿棽 棿灡棾棽椂
椂椂 棻椃椃棽灡棸 棻灡棾棸椄 棾灡椆棽棿
椂椃 棻椄棿椄灡棸 棻灡棾椂椃 棿灡棻棸棻
椂椄 棻棽椃椄灡 棸灡椆棿椂 棽灡椄棾椄
椂椆 棻椃棿棾灡棸 棻灡棽椆棾 棾灡椄椃椆
椃棸 棻椂棽灡棸 棻灡棽棸 棾灡椂棻
椃棻 棻椄棸棻灡 棻灡棾棿椄 棿灡棸棿棿
椃棽 棻椆棸棸灡棸 棻灡棿棽椆 棿灡棽椄椃
椃棾 棽棸棿椃灡 棻灡棿椃 棿灡椂棿棻
椃棿 棽棻椂灡棸 棻灡椂棾椃 棿灡椆棻棻
椃 棽棽椆棾灡棸 棻灡椃棾 灡棽棸
椃椂 棽棽棸灡棸 棻灡椃棸棿 灡棻棻棽
椃椃 棽棽棸灡棸 棻灡椃棸棾 灡棻棸椆

棽灡椂暋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猪病动态监测

观察结果见表棾暎整个养殖过程发现皮炎 棬痘
状斑疹棭暍拉稀 棬消化道疾病棭暍咳嗽 棬呼吸道疾

病棭暍僵猪 棬营养不良棭暍眼病 棬眼结膜炎棭暍外伤

棬拐脚棭等棳未发现烈性传染病暎
棽灡椂灡棻暋猪皮炎 棬痘状斑疹棭暋观察结果表明棳进

栏棾棸斾以前皮炎较为严重棳旬累计发病率在棾棩暙
椆棩棳棾棸斾以后棳皮炎转轻棳发病率都在棽灡 棩以

下 棬图 棭暎发病动态模型为三元多项式方程椇
椊棴棸灡棾棽椄 棾 棲 椃灡棽棿棸棻 棽 棴棿椆灡棿棻椆 棲 棻棽灡椂
棬棽椊棸灡椆棽椃棭棳在已知日龄条件下棳可以计算发

病理论值暎
棽灡椂灡棽暋拉稀 棬消化道疾病棭暋观察结果表明棳一

般情况下棳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猪拉稀的旬累计发

病率在棽灡 棩以下 棬图椂棭棳属正常范围暎这批猪在

进栏 棸暙椃棸斾时棳正遇到福清地区二次台风天气棳
猪群受潮受凉棳拉稀发病率一度提高到椄棩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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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棾暋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猪病发生动态

斣斸斺旍斿棾暋斝旈旂斾旈旙斿斸旙斿旓斻斻旛旘旘斿旑斻斿旈旑旍斸旘旂斿灢旙斻斸旍斿旔旈旂旂斿旘旟旓旀旐旈斻旘旓斺旈斸旍旀斿旘旐斿旑旚斸旚旈旓旑斺斿斾

病害
猪生长阶段发病率棬病猪头数棷千头猪棭

棻棸斾 棽棸斾 棾棸斾 棿棸斾 棸斾 椂棸斾 椃棸斾 椄棸斾 椆棸斾 棻棸棸斾 棻棻棸斾
皮炎棬痘状斑疹棭 椄 棽椃 棻椂 棽 棾棸 棽棸 棽 棽 棽椆 棽椃
拉稀棬消化道疾病棭 棻 棽棾 棽棸 棽棾 椄棸 棽棿 棽椃 棾棸 棻棸 棾
咳嗽棬呼吸道疾病棭 棻 棽棿 椃 棻棸 棻棻棻 椄 棻椃棸 椄棸 棾棾 棻棽 椄
僵猪棬营养不良棭 椄 棻 棽 椂棸 棿棸 棾椂 棾棸 棻棸 棸
眼病棬眼结膜炎棭 棸 棸 棾棿 棻 棽 棾棸 椆 棸 棾棸 棻棸 椄
外伤棬拐脚棭 棻 棽棾 棽棸 棸 棿棸 棽椃 棽棸 棿 棸 棸 棸

图 暋发酵床大栏养殖猪皮炎 棬痘状斑疹棭发生动态

斊旈旂灡 暋斈旟旑斸旐旈斻旓旀斾斿旘旐斸旚旈旚旈旙旈旑旚旇斿旍斸旘旂斿灢旙斻斸旍斿旔旈旂旂斿旘旟

图椂暋发酵床大栏养殖猪拉稀 棬消化道疾病棭发生动态

斊旈旂灡椂暋斈旟旑斸旐旈斻旓旀斾旈斸旘旘旇斿斸旈旑旚旇斿旍斸旘旂斿灢旙斻斸旍斿旔旈旂旂斿旘旟

棽灡椂灡棾暋咳嗽 棬呼吸道疾病棭暋观察结果表明棳一

般情况下棳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猪咳嗽的发病率在

棽灡 棩以下 棬图椃棭棳属正常范围暎这批猪在进栏棿棸
暙椄棸斾时棳正遇到福清地区二次台风天气棳猪群

受潮受凉棳咳嗽发病率一度提高到椄棩暙棻椂棩暎秋

季高温季节遇到台风季节突然降温棳能极大地提高

图椃暋发酵床大栏养殖猪咳嗽 棬呼吸道疾病棭发生动态

斊旈旂灡椃暋斈旟旑斸旐旈斻旓旀斻旓旛旂旇旈旑旚旇斿旍斸旘旂斿灢旙斻斸旍斿旔旈旂旂斿旘旟

猪发生咳嗽等呼吸道疾病的概率棳应加强保温和

防雨暎
棽灡椂灡棿暋僵猪 棬营养不良棭暋观察结果表明棳一般

情况下棳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猪僵猪的发病率在

棽灡 棩以下 棬图椄棭棳属正常范围暎这批猪在进栏棾棸
暙椂棸斾时棳僵猪发病率一度提高到棿棩暙椂棩棳与

猪群迅速生长棳饲料跟不上有关暎

图椄暋发酵床大栏养殖猪僵猪 棬营养不良棭发生动态

斊旈旂灡椄暋斈旟旑斸旐旈斻旓旀旐斸旍旑旛旚旘旈旚旈旓旑旈旑旚旇斿旍斸旘旂斿灢旙斻斸旍斿旔旈旂旂斿旘旟

棽灡椂灡 暋眼病 棬眼结膜炎棭暋观察结果表明棳一般

情况下棳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猪眼结膜炎的发病率

棸棻第棻棻期 刘暋波等椇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猪群管理的研究



在棽灡 棩以下 棬图椆棭棳属正常范围暎这批猪在进栏

棾棸暙椄棸斾时棳猪群生长迅速棳猪粪堆积增加棳同

时棳管理上没有即时翻料棳猪粪发酵不彻底棳氨气

产生量大棳眼结膜炎发病率一度提高到棾棩暙 棩暎
加强发酵床的翻堆管理棳是减少眼病发病率的

关键暎

图椆暋发酵床大栏养殖猪眼病 棬眼结膜棭炎发生动态

斊旈旂灡椆暋斈旟旑斸旐旈斻旓旀斻旓旑旉旛旑斻旚旈旜旈旚旈旙旈旑旚旇斿旍斸旘旂斿灢旙斻斸旍斿旔旈旂旂斿旘旟

棽灡椂灡椂暋外伤 棬拐脚棭暋观察结果表明棳一般情况

下棳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猪拐脚的发病率在棽灡 棩
以下 棬图棻棸棭棳属正常范围暎这批猪在进栏棿棸暙椂棸
斾时棳猪群外伤拐脚增加棳一度提高到棾棩暙 棩暎

图棻棸暋发酵床大栏养殖猪外伤 棬拐脚棭发生动态

斊旈旂灡棻棸暋斈旟旑斸旐旈斻旓旀旚旛旘旑旀斿斿旚旈旑旚旇斿旍斸旘旂斿灢旙斻斸旍斿旔旈旂旂斿旘旟

棾暋讨暋论

棾灡棻暋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猪群生长曲线

有关利用 斍旓旐旔斿旘旚旡暍斠旈斻旇斸旘斾旙和 斕旓旂旈旙旚旈斻三

种方程对猪生长曲线进行拟合和分析棳在金华猪及

新品系椲椄棴椆椵暍巴马小型猪椲棻棸椵暍杜洛克公猪椲棻棻椵暍舍

饲型合作猪椲棻棽椵和湖北白猪优质系椲棻棾椵等猪种已有不

少报道棳但有关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大猪群生长

规律模型的研究未见报道暎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

猪群的生长状况棳以猪日龄为核心棳观察体重范

围暍平均体重暍日增重暍饲喂天数暍日采食量范

围暍日均采食量暍阶段采食量暍累计采食量暍料重

比暍累计料重比等棳建立了一套猪群生长状况动态

模型椇 棬棻棭建立了猪体重 棬棭与日龄 棬 棭模型

为 椊棸灡椃椄椆 棴棻椆灡椄椄棾 棬棽椊棸灡椆椆棾椃棭棳用于判

断特定日龄下猪应该生长的体重理论值椈棬棽棭建立

了猪半月增重 棬 棭与日龄 棬 棭幂指数关系模型

为 椊 棻灡棸棾椆 棸灡棸棻 棬 棽椊 棸灡椄椄棿棭棳作为理论

值棳判别特定日龄下猪半月增重的标准椈棬棾棭建立

了日 均 采 食 量 棬 棭与 日 龄 棬 棭模 型 为 椊
棸灡棸棽棾 棴棸灡棾棾棿棾 棬 棽椊 棸灡椆椆棻椃棭棳作为理论值棳
判别特定日龄下猪日均采食量的标准椈棬棿棭建立了

猪料重比 棬棭与日龄 棬 棭线性关系模型为 椊
棸灡棸棽棽 棲 棸灡棿棽椃椄 棬 棽椊 棸灡椆椄椄 棭棳作为理论值棳
判别特定日龄下猪料重比的标准暎当猪体重暍猪半

月增重暍日均采食量暍猪料重比实际值低于理论值

时棳必须寻找原因棳加强猪的管理暎
黄茂盛等椲棻棿椵对小栏发酵床和普通猪舍饲养的

猪棳用相同的日粮进行饲养棳比较两种猪舍对猪生

长育肥性能的影响暎结果表明小栏发酵床饲养的生

长育肥猪棳其达棻棸棸旊旂体重日龄暍棾棸暙棻棸棸旊旂日

增重和料重比分别为 棬棻椃棸灡椂椃暲棾灡棾棻棭斾暍 棬椃棾棻暲
棽椄棭旂和棽灡椆棿暶棻棳分别比普通猪舍饲养的生长育

肥猪缩 短 棾灡椂棻斾 棬 椉棸灡棸棻棭暍提 高 棽椂旂 棬 椉
棸灡棸棻棭和降低棸灡棻椃旊旂暎作者研究的微生物发酵床

母猪灢保育猪灢育肥猪全程大栏养猪的结果表明棳体

重达棻棸棸旊旂的日龄为棻 斾棳比小栏发酵床养殖缩

短棻 斾棳料重比为棽灡椆棳比小栏发酵床养殖降低

棸灡棾 暎显示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猪 棬棻 棸棸头棭的

效果优于小栏养猪 棬棻棸棸头棭暎
棾灡棽暋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猪群生长状况

章红兵等椲棻 椵对断奶三元杂交 棬杜洛克猪暳长

白猪暳大约克猪棭仔猪进行发酵床饲养棳对照组采

用常规饲养方式棳试验期为棻棾椃斾暎试验组平均日

增重比对照组增加了椂灡椃椂棩棳差异显著棳料重比

降低了 灡棻棾棩棳差异不显著椈说明发酵床饲养方

式对猪是安全的棳可以明显提高肉猪的生长性能棳
该研究与我们研究的结果相似暎利用微生物发酵床

大栏养殖猪群生长曲线模型棳对微生物发酵床大栏

养殖育肥猪棻 棸棸头椂棸暙椃椃日龄生长阶段的日均采

食量观察棳可以看出在椂棸暙椂 日龄发酵床猪日均

采食量低于理论值棳表明发酵床养殖初期棳猪还有

个适应过程棳到了椃棸暙椃 日龄发酵床猪日均采食

量高于理论值棳表明猪已适应发酵床养殖棳特别在

椃 日龄发酵床猪日均采食量提高棽棻棩棳表明发酵

床养猪更加有利于猪的生长暎通过日均采食量棳可

椂棸棻 福建农业学报 第棽椆卷



以判断猪的生长状况棳猪日均采食量与日龄模型用

于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猪群体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暎
棾灡棾暋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猪群疾病发生动态

章红兵等椲棻 椵研究发酵床饲养方式对断奶三元

杂交仔猪育肥猪发病的影响棳以常规饲养方式为对

照棳结果表明棳在保育期棳试验组发病率比对照组

降低棽椂灡棿椃棩椈在生长期和育肥期棳试验组发病率

比对照组分别提高了棿棽灡棽椆棩和棾椆灡棸棩棳各组死

亡率没有变化椈但后期发病率有所提高暎该研究与

我们研究的结果相似暎
郭彤等椲棻椂椵以 暟杜长大暠三元杂交断奶仔猪为

试材棳 展发酵床与普通猪舍生长育肥猪饲养对比

试验棳试验组采用发酵床饲养棳对照组采用传统水

泥地面饲养棳基础日粮完全相同暎结果表明棳与对

照组相比棳试验组日增重显著增加棳饲料增重比和

腹泻率显著降低椈试验组盲肠和结肠内容物中大肠

杆菌暍沙门氏菌数量明显降低棳而乳酸杆菌和双歧

杆菌数量显著升高椈发酵床饲养模式中猪舍的环境

得到显著改善棳舍内温度明显升高棳氨气浓度和悬

浮颗粒浓度均显著低于传统水泥地面猪舍椈无论对

照组还是试验组棳在猪只的新鲜粪便暍发酵床垫料

及水泥地面中均未检测到寄生虫的存在暎说明发酵

床养殖可提高断奶仔猪日增重暍降低饲料增重比和

腹泻率棳具有改善肠道微生态平衡和畜舍环境的作

用暎
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猪群的主要疾病有椇皮

炎暍拉稀暍咳嗽暍僵猪暍眼病暍外伤等棳未发现烈

性传染病暎本试验结果显示棳发酵床养猪整体发病

情况是比较低的棳各种病害的发病率不超过棻棸棩棳
治疗的难度也不大棳只要加强管理棳注意喂食棳保

障水质干净棳许多的病害可以自愈暎皮炎 棬痘状斑

疹棭 严重时期是在发酵床养殖的棻棸斾内棳皮炎

发病率达椄灡 棩暎拉稀 棬消化道疾病棭 严重时期

发生在发酵床养殖的椂棸斾棳拉稀发病率达椄灡棸棩暎
咳嗽 棬呼吸道疾病棭 严重时期发生在发酵床养殖

椃棸斾棳咳嗽发病率达棻椃灡棸棩暎僵猪 棬营养不良棭
严重时期发生在发酵床养殖的棿棸斾棳僵猪发病率达

椂灡棸棩暎眼病 棬眼结膜炎棭 严重时期发生在发酵

床养殖的椄棸斾棳眼病发病率达 灡棸棩暎外伤 棬拐

脚棭 严重时期发生在发酵床养殖的棿棸斾棳发病率

达 灡棸棩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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