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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杂谈

楼房养猪的优点有哪些呢？

首先，相比传统的平房养

猪，楼房猪场最大的优势肯定是

节约土地，极大地减轻养猪给土地资源

造成的压力。以建一个万头规模猪场为

例，按照传统模式建设，需要70亩的用

地；按国内现在的工厂化模式建设，需要

30亩的用地；而用楼房养猪，仅仅需要

10亩左右的用地。

其次，楼房猪场的无臭无污染养殖环

境能够生产出更健康的“无抗肉”，同时智

能系统的应用实现了肉食品从农场到餐

桌全过程数据的有效追溯，利于食品安全

管控，让消费者吃肉更放心。环控采用全

系列水帘降温、地暖加温、风机通风；饲喂

采用全自动料线系统；饮水采用自动给水

系统；粪污采用舍内粪污分离，排尿液及

污水用专用排水管道，排粪用专用管道，

实现在源头的粪尿分离处理，最大程度避

免养猪造成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地污

染问题。

最后，楼房养猪的一大优点就体现在

高效率。智能化的管理解放了更多的劳

动力，人猪配比大幅减少，一个饲养员可

能也可以饲喂1万头猪。

那么，楼房养猪有没有缺点呢？答案

肯定是“有的”。

楼房养猪的第一大缺点就是造价比

较高。根据牧原公司财务部门测算，楼房

猪舍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传统的平铺猪舍

要高20%~30%，加上运用了较多的智能

化技术，所以总体投资是平房猪场的两

倍。同时，楼房养猪由于要长期受粪尿腐

蚀，所以对工程材料质量要求比较高。当

然，楼房猪舍的使用寿命更长，考虑协同

效应，人工效率和土地利用效率更高，综

合测算下来，出栏生猪的头均成本和平铺

猪舍相比增加不算太多。

第二个缺点就是由于饲养密度相对

较大，因此在疾病控制及消毒防疫等方面

比较困难。一旦发生重大传染病，交叉感

染情况会比较严重。正如牧原公司楼房

养猪项目负责人所说，针对这种情况，最

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设计之初，做好生物

安全级别划分及生产区域划分，减少生产

中跨区域操作。同时，做好全面免疫，同

时最好采用全进全出生产模式，定期进行

全场消毒工作。

未来养猪模式可能不止楼房一种模

式，但作为新时代催生出的产物，它会不

会成为“主场”，引领养猪业的方向，想必

让不少人期待。 （本报综合）

节省占地 高效防疫 绿色环保

楼房养猪，你准备好了吗？

在养殖行业流行这么一个说法：好行

情是等出来的。当然，家禽养殖也一样，

真正能赚到钱的，大多是那些从始至终坚

持的养殖户。也许这一次亏了，但是只要

能坚持下去，后面总会赚回来的。就好比

去年的养猪户，能坚持下来的今年都赚

了。当然，也有极少数碰运气的，刚好养

了一批遇到好行情，赚了一笔就退出了，

但这毕竟是个例。

可是“等”，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很多

养殖户更是从去年年底就苦等到现在，虽

然一直亏本，但一直在补栏。因为大家都

以为好行情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悄然而至

了，但是，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一些资金不

足的养殖户开始慢慢退出。

上游种禽企业今年的日子尤其难

挨。以养鸭行业为例，最新统计的行业数

据显示，受季节和疫情因素的影响，国内

鸭产品消费低迷，目前大部分白羽肉种鸭

养殖企业已经亏损持续5个月，企业资金

压力巨大。尤其是2019年下半年扩大种

鸭存栏规模的公司，资金储备都已经消耗

殆尽，继续投入种鸭养殖压力较大。春节

后，虽然市场淘汰一部分种鸭，但由于种

鸭存栏基数大，目前存栏量仍然超过市场

需求。鸭苗的销售情况在3月份断档期

有过短暂的好转，但进入4月之后，几乎

各个品种的鸭苗都遭遇到滞销的问题，其

中以白鸭苗、麻鸭苗遭受的打击最为严

重。5月份以后，鸭苗行情更是雪上加霜，

本来种蛋基本已跌至商品蛋价，然而由于

种鸭开产，大量的种蛋转为商品蛋仍不好

卖。

好行情什么时候才会来？没有人能

准确预测具体的时间。但毫无疑问，是一

大批养殖户退出、大批量的从业者不得不

转行、市场上家禽产品开始供应紧张的时

候，这个过程就是行业洗牌的过程。

经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大多没有资金

的养殖散户已经退出了，还有一部分在苦

苦支撑，但资金已经捉襟见肘了，日子也

越来越难过。当再有一大批养殖户退出，

行业就彻底洗牌了。当中小规模养殖户

逐渐退出后，家禽市场将由资金充足的规

模养殖场主导。他们管理技术先进，市场

渗透率高，资金雄厚，未来相当长一段时

间内将主宰着家禽市场，没有资金的小散

户很难和他们竞争。 （王中琴）

5月18日，光山县砖桥镇李

岗村桦昌生态园的饲养员在给

蓝孔雀喂食。该生态园2014年

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引进优质种蓝孔雀6000只，目

前已经发展到蓝孔雀存栏4.2万

只，年繁育 10 万只，年产值

4000多万元。该生态园解决

77名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并

带动周边农户养殖蓝孔雀，户均

年纯收入3.6万元。 谢万柏摄

为适应新形势下动物疫病防控工

作需求，加强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管理，保

证兽用生物制品质量，根据《兽药管理条

例》，农业农村部起草了《兽用生物制品

经营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研究提出了强制免疫疫苗“先打后补”政

策，选择部分省份开展试点并取得积极

进展，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现行《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管理办

法》于2007年5月1日正式实施，对规

范兽用生物制品经营行为、保障兽用生

物制品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

推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

现行办法规定，生产企业只能将国

家强制免疫用生物制品销售给省级人

民政府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和符合规定

的养殖场，不得向其他单位和个人销

售，给推广“先打后补”政策带来一定不

便。为适应下阶段全面推行“先打后

补”政策需求，农业农村部对现行办法

进行了修订，重点调整现行兽用生物制

品经营管理制度，完善国家强制免疫用

生物制品经营方式，与“先打后补”政策

做好衔接，推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顺利开展。同时对兽用生物制品经销

机制进行了优化，增加了冷链运输和追

溯要求，进一步保障兽用生物制品质量

安全。

公众可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

（网址：www.chinalaw.gov.cn）或农业

农村部网站（网址：www.moa.gov.cn）

查看并提出意见。

主要修订内容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放开国家强制免疫用生物制

品经营。实施“先打后补”政策后，养殖

场（户）需要方便、及时地购买到国家强

制免疫用生物制品，现行办法的经营限

制规定已不能适应当前防控工作需

要。因此，征求意见稿允许兽用生物制

品生产企业可将本企业生产的兽用生

物制品（不再区分强免与非强免）销售

给各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

门或使用者，也可授权其经销商销售。

发生重大动物疫情、灾情或者其他突发

事件时，根据工作需要，国家强制免疫

用生物制品由农业农村部统一调用，生

产企业不得自行销售。

（二）优化兽用生物制品经销机

制。现行办法规定经销商只能将所代

理的产品销售给使用者，不得销售给其

他兽药经营企业。此规定与我国当前

养殖分散模式不相适应，不利于养殖场

（户）就近购买。因此，征求意见稿允许

两级经营，一级经销商可向二级经销商

销售兽用生物制品，一级经销商和二级

经销商均可向养殖场（户）销售兽用生

物制品。通过拓宽二级经销商覆盖范

围，方便养殖场（户）就近购买所需的兽

用生物制品。

（三）增加冷链贮存运输和追溯管

理要求。兽用生物制品的贮存、运输条

件直接影响其质量，进而影响免疫效

果，近年来的监督检验结果也显示在经

营使用环节多次出现质量不合格问

题。为强化冷链管理，确保兽用生物制

品质量，征求意见稿要求生产、经营企

业建立冷链贮存运输制度，自行配送或

委托配送时，均应确保兽用生物制品处

于规定的温度环境。同时，征求意见稿

增加了追溯管理要求，要求生产企业、

经营企业以及国家强制免疫用生物制

品采购、分发单位均应及时上传相关数

据信息。 据农业农村部

早期补料诱食，是养猪过程中不可

忽视的一关，也是提高断奶乳猪体重的

关键步骤。但是刚开始给仔猪补料时，

很多没有经验的饲养员往往会遇到仔猪

不吃开口料的问题。笔者介绍一些给断

奶仔猪诱食补料的方法和注意事项。

开始补料的时机。教槽时间一般

在乳猪初生后7天进行。

补料的用具。用圆形的仔猪料槽，

可由铸铁、塑料和橡胶制作而成。

补料的方法和步骤。1.在母猪快放

奶前，将放有开口料的料槽放入舍内，

在母猪开始哺乳时拿出来，如此反复，

诱食速度快。2.如果料槽与仔猪离得远

或者没有引起仔猪注意，饲养员要将仔

猪放至料槽边，通常仔猪都会去料槽里

啃一啃，偶尔会把饲料吃进嘴里。3.根据

经验，可以利用仔猪爱吃甜食的特点，将

带甜味的水果切成小块和开口料一起搅

拌后诱食。可以按水料2∶1的比例调成

糊状喂服，或涂在母猪奶头上，让仔猪吃

奶时将料吃下去。可以在小猪的补料槽

中放几块洗干净的鹅卵石，小猪因具有

探究行为，会去拱鹅卵石，不知不觉中吃

进饲料。还可以在补料槽上方吊一个鲜

艳颜色的塑料瓶，小猪在拱瓶的时候会

闻到饲料的气味，产生采食欲望。给小

猪嘴里抹料是现有方法中最好的。抹料

的方法是在小猪睡觉时，饲养人员轻轻

地一手将猪嘴掰开，另一手用手指蘸上

糊状饲料抹到猪嘴里。

补料诱食时需要注意的事项有：1.切

忌料槽放置后就不管了。因为放置时间

太久，小猪会对料槽失去兴趣，会把料拱

出料槽造成浪费，久而久之仔猪还会在

料槽上排泄。2.要循序渐进。早期诱食

不是单纯为了让仔猪吃料，所以前几天

放一点让小猪闻味道就可以了，一般10

天左右才可以吃料，做到由少到多，逐

渐加量。3.要少喂勤添，每隔2~3小时

一次，每天4~5次即可。仔猪适应开口

料以后让其自由采食，定时添加足量的

饲料，并且每次添加时要及时清除剩余

的饲料。 （吴勇树）

家畜腹泻，轻则掉膘，重则死亡。

在治疗过程中饲养户往往大量使用抗

生素类药物，而抗生素类药物主要是针

对细菌感染引发的腹泻，如果不是这种

情况，治疗效果甚微。这时候不妨换一

种思路，祭出老祖宗的宝贝——中兽医

辩证法。用此方法治疗腹泻，往往能收

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按照中兽医辩证法，可以将家畜的

腹泻分为冷泻和热泻。分清冷热，一服

中药，配合精心调理，一般家畜很快就

能恢复健康。

冷泻通常发生于气候突变之后，家

畜外感寒邪，或者是因为饲养管理不

当，家畜吃了较为冰冷的食物，导致胃部

进入了冷气，脾脏受到寒气的侵袭，机体

气虚，最终家畜发生腹泻。发生冷泻的

家畜通常精神萎靡，毛发直立，食欲不

佳，牛羊还会出现不反刍的情况。此时

若触摸病畜的耳根和鼻镜，会明显感觉

到冰凉。病畜小便清澈，大便稀薄，同时

还能观察到其粪便里有未消化的食物残

渣。如果观察得足够仔细，还会发现好

多冷泻的病畜出现拱背夹尾的症状。

治疗冷泻，要以温脾健胃和调中止

泻作为治疗原则。推荐方案：厚朴、枳

壳各25克，青皮、川穹、猪芩、泽泻各20

克，白术（炒）、山楂、滑石各50克，当归、

甘草、木通各15克，混合碾碎，用煮沸后

的淘米水混合冲服。

热泻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多是因

为炎热的天气导致外热入侵机体，病畜

喝了大量的冷水，导致体内冷热相继，

出现阴阳不和的现象，最终湿热进入胃

肠道引发腹泻。此外，在炎热的夏季，

家畜久卧于潮湿闷热的圈舍之内，或者

吃了曝晒的热草，这些湿热也会进入胃

肠道，引起热泻。发生热泻的家畜通常

眼睛充血发红，鼻镜干燥，体温升高，爱

喝冷水。病畜排出的粪便发黄，呈稀薄

状，有腥臭味。如果病情严重，病畜会

出现卧地不起、腹泻不止的情况。

治疗热泻，要以清热、祛湿、止泻为主

要治疗原则。推荐方案：黄连、甘草各50

克，黄芩150克，广木香15克，白芍100

克，混合后研碎，加开水冲服。（刘严凯）

5月15日上午，位于段泊岚

镇的青岛即墨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第一分场楼房猪舍项目正式

开工。据该项目主管介绍，公司采用的楼

房养猪是今年在全国推行的一种模式，建

成后可实现每年出栏10万头商品猪，而

正常的存栏10万头需要400～500亩地，

现在占地80余亩就可以建设完成全线楼

房猪舍。

同一天，上市公司立华股份楼房式生

猪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在安徽省长丰县造

甲乡举行。据悉，该项目建设9栋7层空

气全过滤的“三防智能猪舍”，实现防病、

防臭、防非瘟的有机统一，年出栏商品猪

30万头。项目主推“公司+基地+农户(贫

困户)”运营模式，企业带动农户(贫困户)

共同创业，实现共建共赢。

而早在今年年初，另一养猪巨头温氏

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开始布局楼房养

猪。1月7日，温氏股份全密闭式多层楼房

式猪场暨肉猪供港基地项目在广东省新兴

县水台镇举行奠基仪式。项目占地411

亩，一期种猪区计划年产商品猪苗15万

头，二期育肥区计划年上市肉猪15万头。

目光聚焦河南，今年3月，位于牧原集

团公司注册地的南阳市内乡县余关镇大花

岭村，总占地面积2500多亩的楼房式养猪

综合体园区工程动工。该园区预计将使全

县新增生猪养殖规模230万头，屠宰产能

达到200万头，无论是投资和产出规模，还

是技术水平都走在全国的前列。

楼房养猪?乍一听不可思

议的概念为什么引起如此多的

行业巨头欣然接受并争相布

局？

养猪面临太多不确定的风险，而疫

病，往往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比如

2006年的高热病，又比如去年以来的非

洲猪瘟。小猪场抵挡不住，大猪场也未

能幸免。从结构上抵御疫病侵袭，提高

生物安全防控水平，成了猪场未来生存、

发展首要考虑的问题。在整个行业都

“惊魂未定”之时，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

港市的一片万亩山林之中，传来了“捷

报”——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扬翔)的“铁桶”楼房猪场里的生猪均安

然无恙，没发生一例非瘟疫情。

是什么样的“铜墙铁壁”阻挡住了疫

情的猛烈冲击?许多人纷纷前往一探究

竟，“铁桶”楼房猪场慢慢向世人揭开了

它的面纱。

众所周知，中国养猪业面临的养殖

环境长期不良，生猪生产资源结构性匮

乏，对供给可靠性要求高。针对以上问

题，从2015年开始，扬翔集合国内外多

名养猪权威专家、国内知名院校华中农

大等多方力量，开始了新型养猪模式的

探索：2015年启动集群式楼房智能化养

猪模式设计，2016年开始建设，2017年

正式投入运营。经过两年多的实践验

证，该模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仅

100%经受住了碾轧式非瘟疫情的考验，

更表现出高效的生产力及可靠的运营水

平。

在国内PSY(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

奶仔猪头数)18头左右的平均水平下，

“铁桶”楼房猪场的PSY做到了28.8头、

MSY(平均)27.5头，全程成活率92.1%(平

均)，肉猪出栏综合成本5.27元/斤(行业

平均6元/斤以上)。更重要的是，在可用

的土地资源愈加有限的背景下，楼房猪

场饲养同样数量的猪，用地仅为传统平

层猪场的1/10。

扬翔“铁桶”楼房猪场漂亮

成绩的背后，其实是由多项创新

技术在支撑着，包括地沟通风系

统、空气过滤系统、废气集中处理排放、

粪污处理系统等40多项专利，其中不乏

世界专利。不夸张地说，养猪技术的创

新，在楼房猪场上得到了极致的体现。

非瘟对未来猪场的生物安全体系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能存活下来的，不

是看猪场规模大小，而是看对生物安全

的重视程度以及能够做到的水平。楼房

猪场的设计，恰是把生物安全视为了养

猪的基础。

“结构化”是扬翔楼房猪场最大的特

点。猪场配套有中央厨房、隔离区、物资

总仓、生产区、生活区、污水厂、饲料厂、

中转站八大结构性板块。同时，外围道

路专用化并结构性区分洗消中心及饲料

道路、人员进场道路、出猪道路、物料通

道、污水厂道路。

分层独立饲养，降低疫病感染风

险。每层楼房就是一个独立的集约化

养猪场，每层间具有独立性与封闭性，

可避免人员、物资、猪只在高楼内各层

间的交叉流动，每层猪舍形成独立封闭

的生物防控系统，有效阻断层与层之间

的疾病传播，避免老鼠、蚊蝇、鸟类等进

入带来的疾病传播风险。此外，自繁培

育式养殖也能够降低外引种带来的风

险。

基于“结构化”的设计布局，整栋楼

房就相当于一个空气全过滤的“三防智

能猪舍”，实现防病、防臭、防非瘟的有机

统一。而正是有了这样的防控基础，楼

房猪场才得以经受住非洲猪瘟的考验，

没有发生一例感染。

A

畜牧巨头布局楼房养猪

BB

经受非瘟考验 “铁桶”楼房猪场引起关注

CC

楼房猪场“三防” 缘于“铁桶”般密不透风

DD

优缺点互现 楼房养猪可否成为引领

家禽行业洗牌在即 没有资金越来越难

《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管理办法》修订

强制免疫疫苗将“先打后补”

冷泻冷治 热泻热治

辩证治疗家畜腹泻

适时补料 渐进诱食

帮仔猪早吃开口料

养殖蓝孔雀
带富众乡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