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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阐明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的度夏问题，研究分析了猪舍环境参数在夏季高温季节的动态变化。通

过自动观测系统连续采集２０１４年６月１日至９月１２日共１０４ｄ的猪舍室内外环境数据，结果表明：室内平均温

度２９．３℃，垫料内层 （２０ｃｍ）平均温度４０．５℃，室内平均湿度７８．０％，平均氨气体积分数１４．４×１０－６，平均

二氧化碳体积分数９５５×１０－６。由于猪舍通风能力强，辅以降温设备，室内空气平均温度不超过３０℃，平均氨

气体积分数小于２０×１０－６，平均二氧化碳体积分数小于１２００×１０－６，均低于猪舍限定阈值，符合生猪生长要

求，从而解决了发酵床养猪的度夏问题。室内温度与垫料内层 （２０ｃｍ）温度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０．５５４

０，室内温度与室内湿度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０．４３３３。夏季猪舍内温区可分为２类，第１类为高温区，

温度范围为２８～３２℃，第２类为中温区，温度范围为２４～２７℃，舍外温区划分与之相似。猪舍室内、外环境相

关系数分析表明，室内平均温度与室外二氧化碳呈负相关 （－０．４２），室内相对湿度与室外温度 （平均、最高、

最低）、室外地表温度、室外二氧化碳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５４、０．５４、０．４６、０．４４、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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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发酵床养猪法是指利用植物废弃物谷

壳、秸秆、锯糠、椰糠等材料制作发酵床垫层，接

种微生物，猪养殖在垫层上，排出的粪便由微生物

分解消纳，原位发酵成有机肥的方法［１］。微生物发

酵床猪舍室内湿热环境和通风状况在不同季节变化

很大。周忠凯等［２］对发酵床猪舍的温度、湿度、二

氧化碳浓度进行连续监测，分析了冬、春和夏季舍

内湿热环境状况，结果表明冬季发酵床猪舍内平均

温度２０．３℃，湿度７７．８％，二氧化碳体积分数１

７２０μＬ·Ｌ
－１，受通风量降低的影响，冬季发酵床

猪舍的二氧化碳含量显著高于夏季 （犘＜０．０５）。

盛清凯等［３］试验表明冬季采用发酵床养猪模式可改

善猪舍环境，提高猪的生产性能与免疫性能，优于

水泥地面养殖模式。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微生物发酵床养猪的缺点

之一是夏季高温阶段猪舍内温度太高，不利于猪的

生长。刘振等［４］剖析了生长猪在发酵床和水泥地面

上休息姿势的变化与温热环境的关系，认为夏季气

温和发酵产热构成了生长猪的高温环境，生长猪回

避发酵热，其维持行为多表现于水泥地面上。为解

决这一问题，刘波等［５］提出了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

舍的设计，通过采用钢构建造，提高猪舍高度和保

温能力，扩大养猪空间，增加猪舍通气量，提高猪

舍散热能力，建立了一个发酵床面积为１８００ｍ２的

大栏猪舍，饲养１６００头猪，猪舍肩高６ｍ，大窗

通风，通风面积占墙体面积的２／３，配备有分级水

帘。经过２年周期的使用，出栏生猪逾６０００头，

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为解决微生物发酵床夏季高温

季节养猪提供科学依据［５］。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环

境自动监测采集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猪舍内

外环境参数，分析动态变化规律，为生产环境控制

和策略优化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地点

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养殖猪舍位于福建省福州市

福清渔溪。

１２　试验方法

猪舍内外环境参数监测。试验从２０１４年６月

１日开始，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２日结束，共１０４ｄ。采用

计算机环境参数自动采集系统，每３ｓ采集１次。

猪舍内温度、湿度、氨气、二氧化碳传感器安装于

垫料表面上方１５０ｃｍ，垫料内层温度传感器安装

在垫料下２０ｃｍ处。室外安装农业小气候气象站，

记录温度、湿度、地表温度、二氧化碳含量、瞬时

风速、太阳总辐射。

（１）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内环境

参数监测。统计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

舍室内温度、垫料内层温度、相对湿度、氨气含

量、二氧化碳含量等的日平均值，构建矩阵，分析

夏季１０４ｄ的环境参数变化动态。分析微生物发酵

床大栏猪舍室内环境参数相关性，以天数为指标，

环境参数为样本，进行相关系数统计，利用聚类分

析揭示因子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猪舍室内温度聚类

分析，以天数为样本，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平均

温度为指标，欧氏距离为尺度，进行系统聚类，进

行高温区、中温区、常温区的划分。

（２）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外环境

参数变化。统计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

舍室外夏季１０４ｄ的环境参数变化状况，分析微生

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外环境参数相关性。

（３）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内

外环境参数相互关系。利用室内环境参数（平均温

度、垫料内层温度、相对湿度、氨气含量，二氧化碳含

量）和室外的环境参数（温度、湿度、地表温度、二氧

化碳、瞬时风速、太阳总辐射）构建矩阵，分析猪舍室

内外环境参数相关性；比较室内温度与垫料温度变

化动态、室内温度与室外温度变化动态、猪舍室内外

二氧化碳含量变化动态、猪舍室内氨气含量变化动

态、猪舍室内外环境参数月份变化动态。

１３　数据处理

图表绘制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软件，聚类分

析等采用ＤＰＳ数据处理软件
［６］。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内环境参

数变化

２１１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内

环境动态变化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

舍室内环境观察结果见图１。结果表明，室内平均

温度２９．３℃，垫料内层平均温度４０．５℃，室内平

均湿度７８．０％，平均氨气体积分数１４．４μＬ·Ｌ
－１，

平均二氧化碳体积分数９５５μＬ·Ｌ
－１。由于猪舍通

风能力强以及装备有降温设备，室内平均空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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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３０℃，平均二氧化碳体积分数小于１２００

μＬ·Ｌ
－１；平均氨气体积分数小于２０μＬ·Ｌ

－１，

在９～１９μＬ·Ｌ
－１波动，与高温季节温度关系不

大，与猪的生长和发酵床的管理有关。发酵床内的

环境参数未超过猪舍限量的阈值，符合猪的生长条

件，解决了夏季高温季节发酵床养猪的环境条件。

垫料内层最高温度在４７℃左右，室内空气最高

３４℃左右。垫料内层平均温度要比室内空气平均温

度高约１０℃。垫料内层温度高有利于微生物发酵，

室内温度３０℃左右有利于猪的生长。

图１　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内环境参数日平均值变化趋势

犉犻犵．１　犜狉犲狀犱狊狅犳犻狀犱狅狅狉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犻狀犾犪狉犵犲狊犮犪犾犲狆犻犵犵犲狉狔狅犳犿犻犮狉狅狅狉犵犪狀犻狊犿犳犲狉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犫犲犱犻狀犺狅狋狊狌犿犿犲狉

２１２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内

温度聚类分析　利用夏季猪舍室内平均温度、最高

温度、最低温度构建矩阵，以欧式距离平方为尺

度，进行系统聚类。结果表明，当λ＝２５时，可将

温度分为２类。第一类为高温区，温度范围为２８

～３２℃，在该区中，当λ＝１４时，可将其分为２个

亚类，第一亚类温度范围为２８～２９．６℃，共３１ｄ，

包括６月的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

２５、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７月的１～４、２１～２５日，８

月的１２、１３、１４、１９～２１日，９月的４、５、１２

日。第二亚类温度范围为２９．７～３２℃，共５２ｄ，

包括７月的５、１０～２０、２６～３１日，８月的１～１１、

１５～１８、２２～３１日，９月的１～３，６～１１日。第２

类为中温区，温度范围为２４～２７℃，共１６ｄ，为６

月的１～１６日。

２１３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内

环境参数相关分析　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内环

境参数相关分析结果见表１。室内温度与垫料内层

温度相关系数为０．５５４０，呈显著正相关；室内温度

与室内湿度的相关系数为－０．４３３３，呈显著负相

关；氨气与二氧化碳含量相关系数为０．０３７５，无

显著相关性，它们与室内温度、室内湿度、垫料内

层温度无显著相关。发酵床猪舍室内环境参数聚类

分析见图２。室内温度和湿度归为一类，氨气和二

氧化碳归为一类。

表１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内环境参数

的相关系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犐狀犱狅狅狉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犻狀犾犪狉犵犲狊犮犪犾犲狆犻犵犵犲狉狔狅犳犿犻犮狉狅狅狉犵犪狀犻狊犿犳犲狉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

犫犲犱犻狀犺狅狋狊狌犿犿犲狉

项目
室内

温度

垫料内

层温度

室内

湿度

氨气体

积分数

ＣＯ２体

积分数

室内温度 １．００００

垫料内层温度 ０．５５４０ １．００００

室内湿度 －０．４３３３－０．１０８５ １．００００

氨气体积分数 ０．１８３２ ０．２１７５ －０．２１３３ １．００００

ＣＯ２体积分数 －０．０９４１ ０．１２３９ ０．２１０６ ０．０３７５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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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外环

境参数变化

２２１　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外环境

动态变化　２０１４年６月１日至９月１２日的微生物

发酵床猪舍室外的温度、湿度、地表温、空气二氧化

碳、瞬时风速、太阳总辐射的日平均值结果见图３。

监测期内平均温度为２９．０℃，最高温度为３３．７℃，

最低温度为２５．８℃。日平均相对湿度８０．２％，地表

温度３１．２℃，二氧化碳体积分数５７４μＬ·Ｌ
－１，瞬时

风速２．２ｍ·ｓ－１，太阳总辐射１９９Ｗ·ｍ－２。夏季

室外环境参数满足生猪的生长环境要求。

图２　发酵床猪舍室内环境参数聚类分析

犉犻犵．２　犆犾狌狊狋犲狉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犻狀犱狅狅狉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犻狀

犳犲狉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犫犲犱狆犻犵犵犲狉狔

图３　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外环境参数日平均值变化趋势

犉犻犵．３　犜狉犲狀犱狊狅犳狅狌狋犱狅狅狉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犻狀犾犪狉犵犲狊犮犪犾犲狆犻犵犵犲狉狔狅犳犿犻犮狉狅狅狉犵犪狀犻狊犿犳犲狉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犫犲犱犻狀犺狅狋狊狌犿犿犲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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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外

环境参数相关分析　结果（表２）显示，夏季高温季

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外平均温度、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地表温度相互间的相关系数在０．８５～

０．８９，呈极显著正相关；温度（平均温度、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地表温度）与湿度呈负相关，但相关性不

显著（狉＝－０．１７～－０．４７），与二氧化碳含量呈正相

关，相关性也不显著（狉＝０．０９～０．４１）；相对湿度、二

氧化碳含量、瞬时风速、太阳辐射之间无显著相关

性；地表温度与太阳辐射显著正相关（狉＝０．７７）。发

酵床猪舍室外环境参数聚类分析见图４。结果将参

数分为温湿特性和气体特性２类。

表２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外环境参数相关系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犗狌狋犱狅狅狉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犻狀犾犪狉犵犲狊犮犪犾犲狆犻犵犵犲狉狔狅犳犿犻犮狉狅狅狉犵犪狀犻狊犿犳犲狉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犫犲犱犻狀犺狅狋

狊狌犿犿犲狉

因子 平均温度 最高温度 最低温度 相对湿度 地表温度
二氧化碳

体积分数
瞬时风速 太阳辐射

平均温度 １．００００

最高温度 ０．８９８７ １．００００

最低温度 ０．８５７７ ０．６７４０ １．００００

相对湿度 －０．４７１４ －０．４５３８ －０．１７１３ １．００００

地表温度 ０．８７４３ ０．８２６３ ０．６７６３ －０．６０４７ １．００００

二氧化碳体积分数 ０．３２７０ ０．４１９９ ０．４１６２ ０．２９６５ ０．０９９４ １．００００

瞬时风速 －０．３０３１ －０．４７５４ －０．２２５９ －０．０１９６ －０．３１１７ －０．２２２８ １．００００

太阳辐射 ０．４９６５ ０．４８８５ ０．２４３２ －０．６７５５ ０．７７３０ －０．１８１０ －０．１３０３ １．００００

图４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外环境参数

聚类分析

犉犻犵．４　犆犾狌狊狋犲狉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狅狌狋犱狅狅狉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犻狀犳犲狉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犫犲犱狆犻犵犵犲狉狔

２２３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外

温度参数聚类分析　利用夏季猪舍室外１０４ｄ的平

均温度、最高温度、最低温度构建矩阵，以欧氏距

离的平方为尺度，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当λ＝２５

时，可将温度分为２类。第１类为高温区，温度范

围为２７～３１℃，在该区中，当λ＝１２时，可将其

分为２个亚类，第１亚类温度范围为２７～２９℃，

共４９ｄ，为６月的１７、２６日，７月的１、２、３、５、

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２１、

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３１日，８月的１、２、３、４、５、

６、７、８、９、１０、１５、１８、２３、２４、２５、２８、３０、

３１日，９月的１、２、３、７、８、９、１０、１２；第２

亚类温度范围为３０～３１℃，共３３ｄ，为６月的１、

１７、２０、２１、２２、２４、２５、３０日，７月的４、１７、

１８、１９、２０、２２、２３、２８、２９、３０日，８月的１１、

１２、１３、１４、１６、１７、１９、２１、２２、２６、２７、２９

日，９月的５、６、１１日。第２类为常温区，温度

范围为２３～２６℃，共２２ｄ，为６月的２～１６、１８、

１９、２３、２８、２９日，８月的２０日，９月的４日。

２３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内、

外环境参数的相互关系

２３１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内

外环境参数相关性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

栏猪舍室内外环境参数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３。分

析发现：（１）室内平均温度与室外平均温度和室外

相对湿度无显著相关，室内相对湿度与室外相对湿

度无显著相关性，表明发酵床猪舍具有较好的温度

和湿度调节性能；（２）室内二氧化碳与室外二氧化

碳无显著相关，表明猪舍内产生的二氧化碳具有独

立性； （３）室内氨气与所有监测因子无显著相关

性，表明室内产生的氨气不受其他环境因子的影

响，与猪粪发酵有关；（４）室内与室外相关的环境

参数有：室内平均温度与室外二氧化碳呈显著负相

关 （－０．４２），室内相对湿度与室外温度（平均、最

高、最低）、室外地表温度、室外二氧化碳呈显著正相

关（０．５４、０．５４、０．４６、０．４４、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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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内外环境参数相关系数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犪犿狅狀犵狋犺犲犻狀犱狅狅狉犪狀犱狅狌狋犱狅狅狉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犻狀犾犪狉犵犲狊犮犪犾犲狆犻犵犵犲狉狔犻狀犺狅狋狊狌犿犿犲狉

项目
室内平

均温度

垫料内

层温度

室内相

对湿度

室内

氨气

室内二

氧化碳

室外平

均温度

室外最

高温度

室外最

低温度

室外相

对湿度

室外地

表温度

室外二

氧化碳

室外瞬

时风速

室外太

阳辐射

室内平均温度 １．００

垫料内层温度 ０．５５ １．００

室内相对湿度 －０．４３ －０．１１ １．００

室内氨气 ０．１８ ０．２２ －０．２１ １．００

室内二氧化碳 －０．０９ ０．１２ ０．２１ ０．０４ １．００

室外平均温度 －０．０３ ０．３５ ０．５４ －０．１０ ０．２６ １．００

室外最高温度 －０．０７ ０．２６ ０．５４ －０．０６ ０．２７ ０．９０ １．００

室外最低温度 －０．１２ ０．３０ ０．４６ －０．０８ ０．２４ ０．８６ ０．６８ １．００

室外相对湿度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３３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４８ －０．４６ －０．１８ １．００

室外地表温度 －０．０９ ０．２４ ０．４４ －０．１１ ０．２４ ０．８７ ０．８３ ０．６８ －０．６１ １．００

室外二氧化碳 －０．４２ －０．１４ ０．５２ －０．０８ ０．１９ ０．３１ ０．４１ ０．４０ ０．３０ ０．０９ １．００

室外瞬时风速 ０．１８ ０．０４ －０．２０ －０．１０ －０．３３ －０．３１ －０．４８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２１ １．００

室外太阳辐射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２３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５１ ０．４９ ０．２５ －０．６８ ０．７７ －０．２０ －０．１４ １．００

　　微生物发酵床猪舍室内外环境参数聚类分析见

图５。当λ＝２５时，可将温度分为２类，第１类为

温湿特性类，包括了室外平均温度、室外地表温

度、室内平均温度、室外最低温度、室外最高温

度、垫料内层温度、室内氨气浓度、室外瞬时风

速、室内相对湿度、室外相对湿度、室外太阳辐射

等参数；第２类为二氧化碳特性类，包括室内二氧

化碳、室外二氧化碳等参数。

图５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内外环境参

数聚类分析

犉犻犵．５　犆犾狌狊狋犲狉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犻狀犱狅狅狉犪狀犱狅狌狋犱狅狅狉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

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犻狀 犾犪狉犵犲狊犮犪犾犲 狆犻犵犵犲狉狔 狅犳 犿犻犮狉狅犫犻犪犾

犳犲狉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犫犲犱犻狀犺狅狋狊狌犿犿犲狉

２３２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内

温度与室外温度变化动态比较　猪舍室内温度与室

外温度变化动态见图１、图３。室外最高平均温度

在３２℃左右，室内最高平均温度在３２℃左右；在

夏季高温季节，室内通过水帘降温，风机通风和遮

阳处理，使得温度与室外温度差异不大，表明通过

主动降温技术可以控制温度。

２３３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内、

外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动态比较　微生物发酵床大栏

猪舍室内外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动态见图１、图３。

室外二氧化碳浓度平均值为５７４ｐｐｍ，变化幅度较

小；室内二氧化碳浓度９５５ｐｐｍ，是室外的１．７３

倍，波动幅度很大。

２３４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内、

外环境参数月份变化动态比较　２０１４年６、７、８、

９月份室内外参数对比见表４，平均温度猪舍内分

别为２７．４、３０．０、３０．０、２９．９℃，猪舍外分别为

２６．９、３０．３、２９．４、２９．７℃，两者相近；相对湿度

猪舍内分别为６８．６％、７８．７％、８１．５％、８９．２％，猪

舍外分别为８２．０％、７８．５％、８０．７％、７８．６％，两者

相近；猪舍内垫料温度分别为４０．１、４４．２、３８．４、

３７．７℃，猪 舍 外 地 表 温 度 为 ２９．２、３２．４、３１．５、

３２．０℃，垫料深处温度比地表温度高出５～１２℃。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各月份室

内外环境参数聚类分析表明 （图６）。当λ＝２５时，

可分为２类，第１类为室外温度依赖型，从月份统

计总体看，室外温度、室外地温、室外辐射、室内

湿度、室内二氧化碳、室外二氧化碳之间存在着相

关性，如月平均室外温度影响到月平均室内湿度变

化趋势，从而影响到月平均室内二氧化碳。第２类

为室外湿度依赖型，室内温度、室内 ＮＨ３、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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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温、室外风速、室外湿度存在着相关性，室外风

速影响着室外湿度，预示着季节变化，影响室内温

度和垫温，影响到发酵床的发酵能力，影响到室内

垫温。

表４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内外环境参数月份变化动态比较

犜犪犫犾犲４　犕狅狀狋犺犾狔犱狔狀犪犿犻犮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犳狅狉犻狀犱狅狅狉犪狀犱狅狌狋犱狅狅狉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犻狀犾犪狉犵犲狊犮犪犾犲狆犻犵犵犲狉狔犻狀犺狅狋狊狌犿犿犲狉

月份

室内环境参数 室外环境参数

温度

／℃

垫料内温

／℃

湿度

／％

ＮＨ３／

（μＬ·Ｌ
－１）

ＣＯ２／

（μＬ·Ｌ
－１）

温度

／℃

地表温

／℃

湿度

／％

ＣＯ２／

（μＬ·Ｌ
－１）

风速／

（ｍ·ｓ－１）

辐射／

（Ｗ·ｍ－２）

６ ２７．４ ４０．１ ６８．６ １５．３ ９２９ ２６．９ ２９．２ ８１．９ ５４９ ２．３７ １６７

７ ３０．０ ４４．２ ７８．７ １４．８ ９６６ ３０．３ ３２．４ ７８．５ ５７２ ２．３１ ２２６

８ ３０．０ ３８．４ ８１．５ １４．０ ９５２ ２９．４ ３１．５ ８０．７ ５９４ １．９１ ２０５

９ ２９．９ ３７．７ ８９．２ １２．５ ９９５ ２９．７ ３２．０ ７８．６ ５８９ ２．０８ １９６

图６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内外环境参

数聚类分析

犉犻犵．６　犆犾狌狊狋犲狉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犻狀犱狅狅狉犪狀犱狅狌狋犱狅狅狉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

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犻狀 犾犪狉犵犲狊犮犪犾犲 狆犻犵犵犲狉狔 狅犳 犿犻犮狉狅犫犻犪犾

犳犲狉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犫犲犱犻狀犺狅狋狊狌犿犿犲狉

３　讨　论

（１）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实现了夏季高温季

节舍内温度的调控。

刘波等［５］报道了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通过高

架钢构，大窗通风，水帘风机设计与计算机控制，

控制舍内温度条件，使得整个夏季高温季节猪舍内

的温度与猪舍外的温度相近。结合微生物发酵床大

栏通风系统和温控系统的设计，６、７、８、９月份，

猪舍 内 平 均 温 度 分 别 为 ２７．４、３０．０、３０．０、

２９．９℃，猪 舍 外 分 别 为 ２６．９、３０．３、２９．４、

２９．７℃，两者相近，解决了夏季高温季节发酵床养

猪遇到的高温问题。杨艳等［７］探讨南方夏季高温条

件下微生物发酵床养猪的效果，结果表明：发酵床

组与传统养猪组日增重均差异不显著 （犘＞０．０５），

发病率基本一致。因而通过大栏设计，配备大窗通

风和水帘风机降温，可将发酵床猪舍内温度控制在

与室外气温相近的水平，对夏季发酵床养猪没有不

良影响。

（２）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温区划分为猪群管

理提供依据。

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内的温区可以

划分为２类，第１类为高温区，温度范围为２８～

３２℃，在该区中，当λ＝１４时，可将其分为２个亚

类，第１亚类温度范围为２８～２９．６℃，第２亚类

温度范围为２９．７～３２℃，第２类为中温区，温度

范围为２４～２７℃。同样，夏季高温季节大栏养猪

场室外的温区可以划分为２类，第１类为高温区，

温度范围为２７～３１℃，在该区中，当λ＝１２时，

可将其分为２个亚类，第１亚类温度范围为２７～

２９℃，第２亚类温度范围为３０～３１℃。第２类为

常温区，温度范围为２３～２６℃。微生物发酵床大

栏猪舍的设计，使得舍内环境参数独立于舍外，猪

舍内外温区划分相似，表明环境控制可实现微生物

发酵床大栏猪舍内外温度相似，从而顺利度夏。

（３）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实现了二氧化碳和

氨气浓度的控制。

周玉刚等［８］的测定结果表明，早晨８：００发酵

床猪舍ＮＨ３含量为保育舍２．５４μＬ·Ｌ
－１、母猪舍

４．６１μＬ·Ｌ
－１、育肥舍１．２４μＬ·Ｌ

－１；传统猪舍

ＮＨ３含量为保育舍４．８４μＬ·Ｌ
－１、母猪舍７．４２

μＬ·Ｌ
－１、育肥舍８．２６μＬ·Ｌ

－１，发酵床猪舍

ＮＨ３含量显著低于传统猪舍。段淇斌等
［９］研究了发

酵床对育肥猪舍空气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生物

发酵床猪舍内 ＮＨ３平均含量在各季节均低于传统

猪舍对照组，夏季极显著低于对照组 （犘＜０．０１），

发酵床养猪为猪的生长发育提供适宜的环境。徐旨

弘等［１０］研究表明北京夏季时发酵床能显著降低舍

内氨气和硫化氢含量 （犘＜０．０５），但做好夏季发

酵床的通风和环境调控措施非常关键。本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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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夏季高温季节微生物发酵床大栏猪舍室内氨气

体积分数的最大值为１９μＬ·Ｌ
－１，最小值为９

μＬ·Ｌ
－１，与高温季节温度关系不大，与猪的生长

和发酵床的管理有关。通过良好的自动通气控制，

氨气和二氧化碳含量均满足了养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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