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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气温逐渐上升，大多数细菌、病毒繁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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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饲料，以促进猪只的食欲，同时补充一些维生素。

长旺盛，再加上天气变化无常，忽冷忽热，导致猪群

猪只有好的体况，才能增强抗病力，快速生长。

免疫力和抗病力下降，如果消毒不彻底，管理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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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喂不善，极易引起猪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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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猪舍的通风、保温

加强饲养管理
育肥猪和种猪的饲养管理按常规进行即可。 但

仔猪的饲养管理必须慎之又慎，因为仔猪缺乏先天

猪喜欢干燥的环境，尤其是仔猪体温调节机能

免疫力，体温调节机能和消化功能不健全 ，在 气候

尚未发育完善，体表沉积脂肪少，抗寒能力较差。 而

善变的春季，饲养管理稍有差错，极易引起 仔猪患

早春三月的天气，忽晴忽阴变化无常，昼夜温差较

病，甚至大批死亡。 因此，要改善哺乳母猪的饲料，

大。 所以，要堵塞漏洞，圈舍扣棚，挂好门帘，保持猪

保持乳房的清洁卫生；做好仔猪开食、补饲和旺食

舍温暖，环境干燥洁净，空气流畅，创造一个有利于

的 3 个环节的管理，平安过好初生关、补料关和断

仔猪生长发育的环境显得尤为重要。 特别在北方地

奶关，应特别护理好断奶仔猪；仔猪痢疾的预防 应

区，经产母猪一定要实行暖房产仔，这是保证所产

在怀孕母猪后期注射疫苗，产后注意环境的卫生清

仔猪全活全壮的基础工作。

洁和仔猪体质的改善；添喂复合添加剂，多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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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消毒

多活动，促进仔猪生长，平安度过春季。

在春季来临之前， 要对猪舍进行彻底消毒，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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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猪病的预防和治疗

止病菌生长繁殖。 对圈舍进行清洗，要用 20%～30%

春季常见的猪病主要有猪肺疫、 猪气喘病、猪

石灰乳或 20% 草木灰或 2%～3% 火碱溶液对圈舍地

流感、猪流行性感冒、仔猪黄痢、仔猪白痢、仔猪红

面、墙壁及周围环境喷洒和涂刷 ，严格对用具 清洗

痢、猪痢疾、仔猪副伤寒等病。

后用 3%-5% 的来苏儿消毒，再用水冲洗，以免引起
中毒或影响猪的采食量。

猪肺疫是由猪巴氏杆菌引起的。 通过消化道或
飞沫经呼吸道传染。 由气候骤变、潮湿、长途运输等

加强防疫

原因引起。 预防的重点是增强猪机体的抵抗能力。

春季要严防猪瘟、肺疫等传染病的发生。 养殖

定期消毒圈舍、常发病地点，用猪巴氏杆菌灭活苗，

户要严格按照免疫程序，做好免疫注射。 一旦发现

对 70 日龄猪进行免疫接种，有效果，免疫期可达六

疫病，应严格封锁、消毒，强化预防注射，按要求处理

个月。 治疗猪肺疫，可以用土霉素、四环素、磺胺、氨

好死猪尸体。如果周围地区发生了疫情，除要搞好猪

苄青霉素、泰乐霉素等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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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消毒外， 还应严格禁止外来人员、 车辆等进入猪
场，从外疫区回来的车辆和人员应进行彻底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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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营养供应

猪气喘病（支原体性肺炎）经呼吸道传播，本病
一旦传入猪群内就很难根除，有并发感染时，病情
加重，死亡率升高。 预防和避免这种病的发生，第一

应按猪只生长阶段的不同，科学地投饲不同营

要坚持自繁自养，定期检疫，确认无本病时才可混

养标准的全价日粮，并根据猪只的体重，采食情况

群饲养。 第二要做好免疫，用猪气喘病弱毒菌苗进

等适时调整日粮配方。 春季青绿饲料缺乏，要尽量

行免疫，种猪和仔猪连续免疫三年才可以控制猪气

在日粮中添加一些胡萝卜等多汁饲料和啤酒糟、饼

喘病的发生。 集市购买的苗猪或架子猪，如临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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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咳嗽，无气喘症状，体温正常，可以进行紧急预防。

生的关键措施，一方面要加强饲养管理，保持圈舍

优化猪场环境。 猪舍要干燥、无尘，空气流通，冬暖夏

卫生，减少感染机会；另一方面，可在仔猪初生 3 日

凉，定期消毒。 增加青绿多汁饲料。 不宜大小猪混养，

龄内按每千克体重每次内服青霉素或链霉素 8 万

商品猪实行全进全出，杜绝猪舍混养其他动物。

IU ，每天 2 次，有良好预防效果。

猪流感是由猪流感病毒引起的，主要特征是病

猪痢疾由猪痢疾螺旋体引起的肠道传染病，多

猪体温升高，呼吸急促，极少死亡，如果治疗及时一

发于架子猪，仔猪和成年猪发病少，其传播缓慢，流

般 6-7 天就可以康复。 预防：注意搞好卫生工作，保

行期长，发病率高，死亡率低，可长期危害猪群。 病

持猪舍清洁、干燥、保暖、通风。 尽量不在气候骤变

猪排出混有多量黏液及血液的粪便， 常呈胶胨状。

寒冷多雨时长途运输猪群。 发现病猪应立即隔离，

本病药物治疗效果良好，但停药后易复发，较难 根

该病毒对高温敏感，一般消毒药都有效。

治。 可选用痢菌净、黄连素、痢特灵、杆菌肽、喹乙醇

猪流行性感冒是由猪流 行性感冒病 毒引起的
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其特征是突然

及四环素等药物治疗，若发现疗效欠佳时应尽快调
换药物。

发病，迅速传播。 一般多见于早春天气骤变时节的

仔猪副伤寒由沙门氏杆菌引起的仔猪传染病。

湿冷天气。为此，春季养猪要特别注意猪流感病的发

主要侵害 2-4 日龄猪，无明显季节性。 急性型初期

生和流行，认真搞好保健预防工作。一旦发生猪流行

便秘，后下痢，拉恶臭血便，腹下、耳下、四肢末端、

性感冒，首先应供给富含营养的青绿多汁饲料，及时

嘴尖及尾尖等身体远端皮肤呈红色，后期变为青紫

查明病猪与可疑病猪，隔离治疗。 猪舍用 2%烧碱液

色，体温升高。 慢性者便秘与下痢交替进行，粪便呈

消毒，粪便堆积发酵。病初给以缓泻，以后解热镇痛，

灰色、淡黄或暗绿色，皮肤上有湿疹。 青霉素、链霉

抑菌消炎。 可肌注 30%安乃近注射液 3～5ml，或复方

素、红霉素及土霉素等对该病无效，用庆大霉素、卡

氨基比林、复方奎宁注射液 5～10ml，另外添加适量

那霉素和氯霉素等，有一定治疗效果。

抗菌素或磺胺类药物，可减轻并发症。

养鸡注意事项

仔猪黄痢是由致病性大 肠杆菌引起 的一种初
生仔猪急性致死性传染病， 又称早发 性大肠杆菌
病。 以排黄色稀粪为特征，多发于 7 日龄以内的仔
猪，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少有呕吐。 病程较急，发

杨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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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寒保暖，适当通风
防寒保暖工作就成了早春养鸡的关键环节。 通

病后来不及治疗即死亡。 若发现有 1 只仔猪感染，

常可采取适当增加饲养密度、关闭门窗、加挂草帘、

应立即对全群进行预防性治疗， 一般 内服庆大霉

堵塞墙洞和缝隙， 饮用温水以及火炉取暖等方式进

素、卡那霉素、氯霉素、磺胺脒等抗菌素或调痢生 、

行御寒保暖，使鸡舍温度最低保持在 3℃~5℃ 之间。

乳康生、乳酶生等微生物活菌制剂 ，可迅速控制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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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效果较好。

防止潮湿
冬春鸡舍内通风量相对减少，水分蒸发较慢，

仔猪白痢又称迟发性大肠杆菌病。 多发于 10-

舍内的热空气接触到冰冷的屋顶和墙壁会凝结成

30 日龄的仔猪，呈地方性流行。 此病以排白色糊状

大量的水珠，易造成鸡舍内过度潮湿，给细菌和寄

稀粪为特征，发病季节不明显，病死率不高，但不及

生虫的大量繁殖创造了条件， 从而对养鸡很是不

时治疗易成僵猪。 用磺胺脒、土霉素、强力霉素、氟

利。 所以一定要强化管理， 注意舍内的清洁和干

呱酸、痢特灵、白痢散等药物治疗，有良效。

燥，严禁向舍内地面泼水。

仔猪红痢又称猪梭菌性肠炎， 由 C 型或 A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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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光照

魏氏梭菌引起，是 3 日龄内新生仔猪的一种肠道传

光照不足引起蛋鸡产蛋率下降， 可采用人工

染病（1 周 以上的猪 很 少 发 病 ），偶 有 呕 吐 ，排 红 色

补充光照，每平方米鸡舍面积 2-4 瓦灯光为宜。 每

粘粪。 一般来不及治疗即死亡。 预防是控制该病发

天光照时间 16 小时以上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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