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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服务基层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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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14 日

按照《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若干措施》总体安排，围绕《关于

以“今天我为群众做点小事”为主题深化“万名专家人才服务基层”行动的实施

方案（2021-2022年）》工作任务，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动物营养与饲料研

究所党支部书记孙海洲组织召开专题会议，集聚全所同志优势研发方向围绕我区

绒毛用羊、肉羊、奶山羊、奶牛、肉牛及饲草料等产业发展中技术瓶颈问题为农

牧业提供技术支撑。

现将已在呼和浩特、阿拉善、鄂尔多斯、赤峰、巴彦淖尔、乌兰察布、兴安

盟、锡林郭勒、呼伦贝尔及通辽等地区开展的工作进行如下总结：

一、 呼和浩特

针对呼和浩特市打造培养“以乳业、草种业为龙头的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产业

集群”，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党支部以奶山羊和优质苜蓿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开

展技术服务工作。

2021年 8月 4 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党支部书记、草原英才团队带头

人孙海洲研究员实地调研并参观了优质牧草技术攻关蒙牛台基营示范基地并在

内蒙古富源国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林养殖基地召开了内蒙古优质苜蓿高质

量标准体系征求意见专家研讨会。

会中，按照《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 2021年高

质量标准体系建设项目的通知》，尽快完成内蒙古“优质苜蓿”高质量标准体系

建设的 14项重点标准的制修订任务，以我团队作牵头将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草

原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蒙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余家合作单位负责制定“内蒙古苜蓿草 240 小时体外消化

率的测定”标准。



2021年 9月 29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孙海洲研究员作为专

家组成员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参加了“内蒙古山羊奶标准体系规划”项目论

证会暨待制定标准任务分工会。期间，孙海洲研究员深入和林格尔县盛健羊乳业

公司针对奶山羊高质量发展标准建设开展实地调研。

2021年 8月 16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赵启南博士及团队成员赴清水河

县原通种羊合作社与当地家畜改良工作站相关人员开展技术推广与现场示范。

本次技术推广活动有效降低了示范场内奶山羊种公羊的养殖费用，通过现场

技术培训，场内技术人员明确了种公羊的评价标准，得到了清水河县畜牧改良站

及示范场技术用户的好评，下一步将针对奶山羊基础母羊的淘汰选留及重大传染

病防控技术的推广与示范继续开展工作。



2021年 8月 28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赵启南博士及孟子琪一行 5人赴

呼和浩特市山羊奶山羊养殖基地开展调研及服务工作。

根据调研发现：该养殖场奶山羊 TMR日

粮中青贮添加比例过大，造成奶山羊群体中

瘤胃酸中毒情况较为普遍；同时发现该养殖

场储奶罐设备功率偏小，在夏天气温较高时，

因搅拌设备功率不足，可能是造成羊乳发酵，

酸度下降的主要原因。针对以上实际情况，

赵启南博士向该养殖场赠送了团队自主研发的 40块碳酸氢钠添砖，用于缓解奶

山羊青贮摄入过量造成的瘤胃酸中毒情况，并建议监测是否对羊乳酸度有所改善。

根据后续企业反馈，羊乳酸度得到了明显改善，符合了售卖与加工的品质要

求。通过本次技术推广活动，降低了奶山羊养殖场损失，得到了场内技术用户的

好评。同时，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突出抓

手，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众需求，真心实意

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1年 9月 11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王超博士赴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

开展“万民专家人才服务基层”工作。

清水河县内蒙古泉树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主要是加工适合当地种植的欧李果实的果酱、

果酒等产品，伴随欧李产品的生产而产生了数量

可观的果皮、酒渣等副产物，这些物质含有丰富

的营养成分，由于没有加工经验而一直处于随意

处置、随意丢放的状态。王超博士对这些资源物质提出

来饲料化加工以及利用方案，实现了资源的再生利用，

既降低了这类资源排入自然环境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又

可以解决当地的一部分饲料资源，通过项目实施，扩宽

该地区具有饲用价值的其他资源性物质的利用，有助于

促进当地养殖业发展。

十四五期间，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科技人员将持续针对饲草料资源的开发、

奶山羊健康养殖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不断规范畜牧业产业发展，增强自治区畜

牧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和能力，为推动自治区奶业振兴发展贡献力量。

二、阿拉善

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党支部科技人员在阿拉善地区紧密围绕阿拉善白绒

山羊羊绒的优质优价，改善羊肉品质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为阿拉善白绒山羊产

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2021年 9月 13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孙海洲研究员作为专

家组成员应邀赴阿拉善左旗参加了阿拉善白绒山羊绒高质量标准体系建设规划

论证暨关键标准制修订重点任务分工会。

本次论证会的召开为阿拉善白绒山羊绒产业提供了标准化技术支撑，专家组

的意见和建议为规范阿拉善白绒山羊绒全产业链提供了标准化依据，在阿拉善白

绒山羊绒全产业链推行标准化生产和管理具有重要作用，极大提升阿拉善白绒山

羊绒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带动自治区畜牧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1 年 10月 18 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

所李胜利博士带领研究生高瑞玲、章嘉诚赴阿拉

善地区开展日粮分别添加以麦饭石为载体的精

油组合制剂和沙蒿多糖有机酸组合制剂的试验

工作，并开发羔羊断奶期调控剂，提高羔羊生长

性能，改善肉品质，助力绒山羊产业的发展。

三、鄂尔多斯

为了提高区域化合作，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党支部联和内蒙古纤维质量监

测中心、内蒙古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个单位部门合作在鄂尔多斯地区针对绒山羊

和细毛羊开展研究工作，构建绒山羊及细毛羊全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

2021年 3月 30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李胜利博士赴鄂尔多斯市鄂托克

旗开展科技兴蒙“鄂尔多斯市绒山羊良种选育和产业创新发展示范”第二期培

训会，执行“万名专家人才服务基层”工作，

在乌兰镇为 208名农牧民和农技人员“绒山羊

饲养管理及绒品质评价”。3月 31日，李胜利

博士到达鄂托克旗棋盘井镇，为 207名农牧民

和农技人员培训了“绒山羊饲养管理及绒品

质评价”。

2021年 4月中下旬，动物营养与饲料研

究所党支部书记孙海洲研究员与内蒙古市场

监督管理局和内蒙古纤维质量监测中心等多

家单位协作走访了鄂尔多斯市农牧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内蒙古亿维白绒山羊有限责任

公司、伊吉汗羊绒制品有限责任公司、鄂托

克旗和鄂托克前旗的部分嘎查羊绒专业合作社，进行面对面交流，实地了解企业

和养殖户面临的困难以及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落实情况。

2021年 5月 16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孙海洲研究员受邀参

加第五届“阿尔巴斯白绒山羊种羊评比大赛”，并为获奖牧民颁发证书和奖金。



此次评比，成年公羊组细度最细为 12.75

微米、成年母羊组细度最细为 12.07微米、育

成公羊组细度最细为 11.15微米、育成母羊组

细度最细为 12.05微米，参赛羊只整体羊绒品

质较高。颁奖现场，一位获奖牧民激动地说：

“我们家的种羊今年又拿了奖项，我们的羊不

仅细度好，而且产羔多，母羊奶水足，一只羔子 1000元，今年又是好收益！”

2021年 6月 7 日-9 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孙海洲研究员、

凌树礼老师、张春华和金鹿博士参加 2021年第八届乌审旗鄂尔多斯细毛羊赛羊

会。来自国家绒毛用羊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田可川研究员和体系其他岗位专家

与试验站站长以及团队成员 12人，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鄂尔多斯主产区的

单位负责人和农牧民等 600多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盛会。

赛羊会上，孙海洲研究员、田可川研究员

和中国农大的侯建教授应邀为鄂尔多斯细毛

羊优秀养殖户和鄂尔多斯细毛羊示范嘎查颁

发奖状，并代表国家绒毛用羊产业技术体系祝

愿乌审旗在国家细毛羊“一县一业”样板示范

县创建中继续取得更大的成绩。

自本年初以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党

支部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积极推动“我

为群众办实事”七项措施走深走实。值此盛会

召开之际，本所党支部联合国家绒毛用羊产业

体系、中共乌审旗旗委、内蒙古自治区纤维质

量监测中心和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共同开展技

术服务和惠牧政策解读，指导农牧民对绒毛羊进行科学饲养管理、发放牛羊舔砖

和细毛羊养殖实用宣传小册，为鄂尔多斯细毛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农牧民的增收

致富助力。



2021年 6月 15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孙海洲研究员应邀参

加鄂托克旗举办“名‘羊’世界·登峰‘藻’极”鄂托克旗《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互认产品品牌发布会。

会中，孙海洲研究员赴当地阿尔巴斯白绒山羊养殖场进行实地考察和指导，

并鼓励推广“草原牧养+牧舍合养+舍饲圈养”养殖模式和“党支部+龙头企业+

合作社+农牧户”利益联结模式，推动绒山羊产业朝着组织化、规模化、集约化

方向发展，进一步优化阿尔巴斯白绒山羊保护区、育种核心区和生产区功能，推

动其由数量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2021年 9月 14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孙海洲研究员作为专

家组成员分别赴鄂托克旗和乌审旗参加阿尔巴斯山羊肉和鄂尔多斯细毛羊肉标

准体系建设规划论证暨关键标准制修订重点任务分工会。

本次论证会的召开为阿尔巴斯山羊肉和鄂尔多斯细毛羊肉产业提供了标准

化技术支撑，专家组的意见为规范阿尔巴斯山羊肉和鄂尔多斯细毛羊肉全产业链

提供了标准化依据，极大提升阿尔巴斯山羊肉和鄂尔多斯细毛羊肉高质量发展水

平，带动自治区畜牧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1年 9月 26日-28 日，为开展“万名专家人才服务基层”行动，动物营

养与饲料研究所李胜利博士赴鄂托克旗乌仁都喜嘎查等地，为核心示范户 11户

和推广示范户 209户发放 341吨配种前期绒山羊母羊试验精补料。李胜利博士为

示范户详细讲解试验精补料饲喂程序以及注意事项，以保障配种期母羊营养，提

高母羊排卵率和受胎率，助力鄂尔多斯地区绒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1年 10月 9日-11 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孙海洲研究员

应邀赴鄂尔多斯市参加由鄂尔多斯市农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办的 2021•鄂

尔多斯市羊绒拍卖会。本届羊绒拍卖会共吸引了 40余家羊绒企业、10余家专业

合作社、30户农牧户代表参加；共有拍品 18件，拍卖成功 15件，流拍 3 件，

成拍率 83％，总成交额 2415.05万元，成交数量 25.62吨。通过羊绒公开竞拍的

方式，实现了分等分级、优质优价的目标，起到良好的带动示范作用。

近两年来，本团队在“科技兴蒙”和国家绒毛用羊产业技术体系等项目的支

持下，与内蒙古自治区纤维检验局、鄂尔多斯市农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鄂尔

多斯市农牧业科学研究院和鄂托克旗家畜改良工作站进行科技合作，围绕羊绒分

级整理、羊绒品质及营养素指纹特征、羊绒质量检验追溯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

扎实有效的研究与推广工作，有力推动了鄂尔多斯羊绒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四、赤峰

2021年 7月 7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

所党支部书记孙海洲研究员和李胜利博士赴

赤峰东荣集团，参观调研东荣集团纺织工厂，

针对绒山羊饲养管理、当地饲草料资源开发利

用以及高端羊绒制品打造等方面进行技术交

流服务。7月 8日，孙海洲研究员和李胜利博

士与东荣集团程旭东董事长到达巴林右旗查干沐沦苏木罕山白绒山羊养殖合作

社开展调研工作，为合作社的 10户牧民发放母羊营养调控饲料，指导当地绒山

羊养殖和柠条饲料加工。



东荣集团程旭东董事长及全体员工为感谢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多年来对

赤峰地区绒山羊产业发展的工作贡献，特地发来感谢信及两幅羊绒绘织的毛主席

和习主席画像，祝福党的百年华诞。

2021年 10月 11日-24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孙海洲研究员

赴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巴林右旗，开展昭乌达肉羊地理标志农产品绩效评价与服

务工作，极大提升昭乌达肉羊高质量发展水平，带动自治区畜牧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

2021年 9月 15日-27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

究所孟子琪前往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道劳毛

道村，针对奶山羊、肉羊及肉牛人工输精技术

进行技术示范与培训，并发放了《国家肉羊产

业技术体系成果汇编》70余册，为提升当地农

牧民养殖效益做出技术示范。

五、巴彦淖尔

2021年 5月以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李长青研究员多次赴乌拉特中旗

德日素苏木开展科技帮扶工作，引进高繁戈壁短尾羊 8只，协助德日素嘎查戈壁

短尾羊智慧产业园 1处，建成智能日光羊舍 8栋，草料库 1栋，牧工房 8栋以及

其他配套设施。李长青研究员在乌拉特中旗甘其毛道镇和海流图镇、德日素嘎查

开展技术培训 4次，主要培训内容为北方寒区肉羊高效养殖、肉羊低成本养殖以

及非常规饲料的利用等技术，累计培训当地专业技术人员、农牧民 240多人。



2021年 5月以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赵启南博士赴巴彦淖尔五原县君

羊牧业开展现场示范推广活动，赠送奶山羊羔羊营养舔砖、羔羊防风保温衣、奶

山羊专用开殖器、传染病自家疫苗等课题组产品，指导牧场羔羊良种选育技术与

重大传染病免疫流程，得到了示范场技术用户的好评。

2021年 8 月 14 日-17日、9 月 29日-30 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王超博

士赴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开展“万民专家人才服务基层”工作，为当地农牧民普

及饲料以及饲喂技术，帮助农牧民认识具有饲用价值资源，并进行合理利用。在

帮扶工作中，指导各类秸秆类资源的青贮/黄贮加工技术，让农牧民朋友掌握该

项技术并运用与畜牧业中，改善当地养殖中的饲料结构，实现资源化物质的合理

化、高效利用。



自 2021年 4月以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在高民研究员的带领下将团队

研究成果与专业技术知识应用到产业实际生产中，针对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科丰

农牧业有限公司生产实际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实地技术指导，并对牧场 TMR进

行粒度检测及常规营养成分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全面优化牛场各阶段奶牛日粮配

方，针对牧场存在犊牛腹泻的问题提出早期免疫干涉建议以及针对性的提供了犊

牛抗腹泻添加剂；针对牧场产犊间隔较长的问题，推广了奶牛早期妊娠诊断（28

天）技术，有效缩短产犊间隔。

高民研究员课题组通过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进一步将科研

成果运用到生产实际中去，实实在在解决养殖一

线遇到的实际问题，并深入了解养殖生产中遇到

的各种问题，通过收集养殖企业的实际技术所需

以及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整理科研思路与目标，

将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努力将科学技术

成果转化为养殖企业的生产效益。

六、乌兰察布

2021年 10月 3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孙海洲研究员赴乌兰

察布察右中旗兴宝林草业专业合作社指导生产柠条草粉和柠条颗粒饲料，与当地

相关负责人针对当地饲草料资源情况进行交谈，助力当地饲草料产业的发展。



2021年以来，针对北方牧区冷季肉羊生产力低下，养殖效益不高的问题，

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王利和田丰副研究员多次赴四子王旗格日勒图雅专业合

作社开展技术帮扶和培训工作，推广的冷季舍饲及低成本养殖技术实现供给营养

均衡的母羊繁殖需求日粮，羔羊初生重比常规放牧养殖提高 0.6-1公斤；推广的

低成本暖棚圈舍，解决了北方牧区圈舍保温效果差和棚圈建设成本高的问题。该

保温棚圈环境温度零下 25-30度时，舍内温度实现夜间 0度左右，午间零上 10-15

度。推广的放牧+补饲技术，解决了单纯放牧羔羊育肥增重效果差、出栏周期长，

草场压力大的问题，实现了比传统放牧育肥出栏体重提高 5-8公斤以上，出栏时

间缩短 1个月以上。

七、兴安盟

2021年 9月 10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孙海洲研究员作为专

家组成员应邀赴乌兰浩特市参加兴安盟牛肉高质量标准体系规划论证会暨关键

标准制修订重点任务分工会，论证专家组对标准体系建设规划进行了充分、细致

的研讨，一致同意通过兴安盟牛肉高质量标准体系建设规划。

会后，孙海洲研究员与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胡明处长、内

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朱晓春副院长和王娟所长，来到乌兰浩特红色教



育基地“五一会址”进行了参观学习。大家一致表示，将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

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将学习党史同解决实际问

题紧密联系，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021年 3月以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李长青研究员和内蒙古杜美牧业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科技合作，共同申报了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多胎

多羔肉羊种质创制与标准化、低成本饲养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李长青研究员

为项目主持人，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为牵头单位。2021年 9月 16日，该项目启

动会在兴安盟召开，各位专家分别针对农区舍

饲多胎多羔羊和牧区放牧蒙古羊在种质资源、

营养饲料、标准化设施装备及疫病防控四个方

面存在的关键核心技术问题，开展联合攻关，助力当地蒙古羊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八、锡林郭勒

2021年 6月-10月，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赵濛博士多次前往锡林郭勒盟正

蓝旗牧户家以及白银库伦牛场开展工作，通过芯片检测技术检测肉牛个体基因组

育种值筛选，实现肉牛的选种选配与早期精准选育，通过芯片检测技术的辅助育

种，可以提高肉牛产业育种进程。在常规育种数据收集不全面的情况下，实现科

学的选种选配，避免盲目选留造成的近交衰退现象对牧场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

为牧场育成牛选留提供科学技术支持，解决牧场青年牛选留这一生产环节的困扰。



九、呼伦贝尔

2021年 10月 11日-24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孙海洲研究员

赴呼伦贝尔市农垦集团，开展三河牛地理标志农产品绩效评价与服务工作，极大

提升三河牛高质量发展水平，带动自治区畜牧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1年 3月以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

所高民研究员带领宋利文、杜瑞平博士多次

调研呼伦贝尔地区的草原羊现有的养殖模式，

归纳总结现有模式中的不足之处，并针对性

的给出了解决方案。高民研究员及团队成员

以座谈、培训会的模式累计培养农牧民及技

术工作者 300余人，组织研究生开展呼伦贝尔羊动物试验四次，累计培养硕士研

究生 3人，项目补助当地颗粒日粮累计 30余吨，累计受益羊群达 5000余头次。

未来几年我们将针对呼伦贝尔羊种群目前存在的生产性能低、个体胴体重小，

尤其是部分群体退化趋势明显的问题，集成现

代选育技术建立呼伦贝尔羊提纯复壮集成技

术体系，进行呼伦贝尔羊群体选育。半放牧半

舍饲条件下，以一年一胎呼伦贝尔羊高效养殖

为生产目标，以种公羊-母羊-羔羊为重点营养

干预对象，通过阶段性精准饲养规程技术体系，

突破营养与饲养关键技术瓶颈，并结合短期育肥养殖模式进行示范与推广，最终

建立呼伦贝尔羊标准化健康养殖模式，为我国草原羊产业的高效生产提供技术支

撑。



十、通辽

为落实党史学习教育工作，以党史学习来促进工作，加强与旗县科技合作，

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在推动地方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4月 10日

-11日，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孙海洲研究员赴通辽市奈曼旗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科技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系列主题活动。

孙海洲研究员为当地农牧人员进行牛羊养殖及饲草料资源开发等技术指导，

并与奈曼旗扶贫开发办公室和内蒙古优高雅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功获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华麦饭石饲料调控剂及饲料产品开发与示范推广”，助

力当地牛羊产业及麦饭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孙海洲 张崇志 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