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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管理

实用乳房炎管理指导
文∕麦琳娜
（利拉伐中国牛奶质量经理）

麦琳娜女士获新西兰梅西大学MBA，理学学士（动物科学和生理学
双学位）；现为新西兰奶泵贸易协会成员（NZMPTA），该协会负责奶
牛养殖业相关标准制定。2013年7月，麦琳娜女士任利拉伐中国牛奶质量
经理，致力于国内牧场的牛奶质量提升工作，解决牛奶质量方面的问题。
麦琳娜女士自幼在牧场中长大，在农业领域工作近15 年，涉及奶牛养殖与
乳品加工业、农产品零售业和肉制品加工业等多个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知
识和经验。她在奶牛养殖、牧场人力资源管理、实验室微生物技术及农产
品营销方面造诣很深；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牧场一线员工、主管及经理人
的培训工作，包括养牛技术、人员管理和牧场经营策略等，以提升牛奶质

麦琳娜

量；为多个国家提供牛奶质量培训和咨询服务。她擅于为牧场建立实用性
强的工作系统和操作流程，从而提升牧场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培养主管和
经理人的领导力和管理能力，帮助牧场收获高品质牛奶。

乳房炎是花费最高的奶牛疾
病之一。健康的乳房不仅能为牧场
盈利，还能提高牛奶质量及奶牛福
利。因此，如果牧场想通过削减成
本来提高盈利能力，必须降低乳房
炎的发病率。
本文从预防，检测，识别，记
录，分离，治疗，信息流通等7 个方
面进行抗击乳房炎的系统论述。需要
注意的是，只关注其中一个方面是远
远不够的，必须关注所有方面，就像
拼图一样，需要看到整个大象，不能
盲人摸象（图1），因为乳房炎从来
都不是一个因素导致的，而往往是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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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乳房炎管理切勿盲人摸象

F e e d i n g

1 乳房炎的预防

M a n a g e m e n t

其飞溅起来的可能性。奶牛进入奶

［饲养管理］

导管的风险，导致乳房炎。

厅时不要冲刷奶厅进口，待所有牛

因此，应确保挤奶机供应商

乳房炎预防的成本比较高，但

只离开奶厅后，再打开水管冲洗奶

可以提供并进行预防性维护保养工

效果很显著。美国乳房炎协会预测，

厅。请牢记，挤奶完成后的30 min

作和ISO测试，使设备运行状态最

没有有效乳房炎控制方案的牛场，平

内，乳导管处于开张状态，这时保

佳，可以安全、温和、有效的给奶

均有2 个乳区感染的牛群比例大约为

持奶牛站立至关重要，可以在料槽

牛挤奶。

40%。因此，预防是乳房炎控制最

内放置新鲜饲料，这对此会有很大

为有效的手段，但在乳房炎预防的实

的帮助。

践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4 乳头前药浴与后药浴
前药浴可以显著降低传染性乳

1.2 每 2 500 挤奶头次更换
奶衬

房炎传播的风险（如无乳链球菌、金

使用超过2 500 挤奶头次的奶

浴可减少50%新发病例的感染风险。

泌乳牛舍、干奶牛舍和犊牛舍

衬，由于吸收了脂肪，常接触清洗

确保使用通过认证的乳头药

都要保持干净卫生。因为，污浊、

剂，并在真空和脉动的作用下不断

浴液，按照标签建议使用最佳用水

温暖和潮湿的环境是细菌滋生的最

收缩，导致橡胶老化，失去弹性和

量正确混合，尽可能100%浸没乳

佳条件。如果牛舍中存在一些“污

伸展特性，从而使挤奶性能降低。

头表面。前药浴时，药浴液应在乳

染源”，如污浊的通道、脏水洼、

老化的奶衬挤奶不完全，会使乳腺

头表面停留30 s，然后擦干。药浴

卧床，这些将给细菌污染奶牛乳头

中的剩奶增多，同时会有细菌大量

可以使用药浴杯或药浴喷枪，但药

提供便捷的通道，进而进入乳头导

繁殖的可能性，而导致牛奶中的细

浴杯的覆盖效果比药浴喷枪好；擦

管，导致乳腺感染。大量的研究显

菌总数增加。

干与清洁要使用干毛巾或纸巾，且

1.1 干净卫生的牛舍和卧床
条件

黄色葡萄球菌、支原体等），而后药

牧场也可以与奶衬供应商一

每个乳头擦拭时都要使用干净的部

起，根据挤奶点的数量、泌乳牛

分。要经常清洗药浴杯，至少保证

因此，每次奶牛离开牛舍去

的数量和每天的挤奶次数，计算

每天1 次。

挤奶时，应打扫牛舍和卧床；要清

奶衬的使用频率。例如（1 000头

除卧床上的粪便，确保卧床尽可能

泌乳牛×每天3 次挤奶 / 48 个挤

干燥。垫料要干净、干燥并定期更

奶点）=62.5 挤奶头次/天•头，

1.5 采用正确的挤奶流程，
不可过挤

换。每种垫料（沙子、锯末、稻

2 500/62.5=40，所以这个牛场需要

过挤可导致乳头的过度角质

壳、堆肥粪便）的管理方式不同，

每40 天更换奶衬。

示卫生条件差可以导致奶牛乳房健
康问题。

所以必须清楚所用垫料的最佳管理

化，增加细菌在乳头末端藏匿的面
积，进而增加细菌进入乳头的可能

道并且通畅，不会形成积水。牛舍

1.3 定期保养挤奶机，真空
和脉动很重要

的刮板按照供应商要求做预防性维

如果脉动工作不正常，将产生

如果没有自动脱杯系统，要确保脱

持续真空作用于乳头，导致乳头水

杯时集乳器内仍有牛奶，如果集乳

确保打扫通道没有粪便，没

肿、过度角质化，损伤乳头，给奶牛

器没有牛奶流出，说明已发生过

有粪污飞溅到乳房，如果粪便或污

带来疼痛，最终导致乳房炎发病率增

挤，应该早一些脱杯。

水溅到乳房上，可能导致细菌进入

多。如果真空太高，也可造成过度角

乳头导管，进而引发乳腺感染。因

质化，发生过挤，增加乳房炎发生的

此要尽可能将通道打扫干净，将低

几率。如果真空过低，很可能发生掉

1.6 杯组摆放位置正确，奶
衬与牛群匹配

洼处的污水通过下水道排出，减少

杯，使挤奶中断，增加细菌进入乳头

不正确的奶衬匹配性意味着奶

方式，同时确保牛舍有足够的下水

护，并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性，使乳腺感染的几率升高。
确保自动脱杯设置为4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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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与乳头不匹配。如果奶衬太大，会

在治疗过程中由于不重视卫生因素

例。因此，需要关注所有干奶牛舍

导致奶衬唇口挤压乳头，不能有效

而导致的。干奶时如果不小心也会

的卫生条件，并不断保持卫生，使

挤奶；如果奶衬太小，可导致滑杯，

导致乳腺感染，干奶时，奶牛正在

卧床没有粪便，通道清洁，没有水

使空气和细菌进入奶衬。杯组上推、

度过一个应激期，此阶段奶牛抗击

洼形成。

下拉或偏向一侧，都会对乳腺健康造

感染的自然免疫能力降低。如果治

成危害，使进入奶衬的空气和细菌增

疗管的末端沾有细菌，治疗时细菌

加，提高乳房炎发生的风险。

就可能被带入乳头导管。所以消毒

围产期奶牛会发生乳房水肿，

杯组正确的位置应是垂直于乳

乳头末端，并且治疗管不要与任何

并充盈初乳，可能还有乳头漏奶的

腺下方，不可上推、下拉或偏向一

物体（如奶牛四肢、员工手指等）

现象，因此非常容易感染乳房炎。

侧。应该进行奶衬与牛群的匹配性

接触。而且要对所有治疗人员进行

因此，要关注所有产房的卫生

检查，保证乳头与奶衬可以良好的

培训，保证正确、严格的执行操作

条件，清理被污染的垫料及分娩残留

匹配。也可以咨询挤奶机供应商如

流程，直至不需要监督，可以独立

物，并不断保持卫生，使卧床没有粪

何做匹配性检查。

完成。

便，通道清洁，没有水洼形成。

1.10 保持产房清洁与卫生

表1这套卫生评分体系可以很

1.7 尽可能维持奶牛乳房与
四肢的清洁

1.9 确保干奶牛“不被遗忘”，
并且环境卫生、干净

好地应用于评估由环境卫生状况引
发的乳房炎风险。牧场应争取将评
分控制在1 分，3～4 分表明患乳房

奶牛四肢和乳房上的污物可以

有研究显示，干净的干奶牛与

滋生细菌。牛体污浊是发生乳房炎

大缸奶的低体细胞数具有关联性。

的重要决定因素。研究显示，与乳

干奶后几天及产奶前3 周是奶牛乳

房卫生评分1～2 分的奶牛相比较，

腺对感染最为敏感的时期。大量研

采集乳房卫生评分3～4分奶牛的奶

究显示，泌乳早期的很多临床型乳

样，分离出主要致病菌的几率是前

房炎病例都是源于干奶期的乳腺感

挤奶工在乳房炎的检测中起到

者的1.5 倍。

染，包括：泌乳前100 天52%的肠

很重要的作用。可以通过眼观判断

杆菌感染临床乳房炎病例；61%

奶牛是否有乳房炎发生，如乳腺有

1.8 确保干奶牛和乳房炎牛
的治疗都是由受过培训的员
工执行，并清楚严格的卫生
条件的重要性

的所有革兰氏阴性乳腺内新感染病

无水肿、发热，头把奶里是否有血

例；51%的所有环境性链球菌乳腺

奶，奶中是否有凝块，奶汁是否有

内新感染病例；56%的乳房链球菌

异常，挤完奶后还可以检查滤纸上

引起的临床型乳房炎病例；33%的

是否有奶块。如果检查到滤纸上有

有很多乳腺感染实际上都是

停乳链球菌引起的临床型乳房炎病

奶块，意味着挤头把奶时有未被检

炎的风险很高。

2 检测

表 1 乳房卫生状况评分体系
分数
标准

图片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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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
没有污物

2分
3分
4分
有少量污物，
中度污染，
严重污染，超过表面积的
占 2% ～ 10% 的表面积 占 10% ～ 30% 的表面积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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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菌传播给健康牛只的风险，防止感

议，或者设立一个1 h的周会，用

如果不能尽早诊断乳房炎感

染牛只的牛奶和抗生素奶混入大缸

来讨论以下内容:①现在的问题是

染，大多数病例将会继续恶化。而

奶，降低牛奶质量，乳房炎奶牛必须

什么；②被感染并被调区的牛是哪

没有被诊断的原因，可能是感染乳

与正常泌乳牛群分开挤奶。 病牛识

头，调回原区的牛是哪头；③确保

区已经干奶，这样会造成实际产奶

别并标记后应该被转移至隔离的“病

程序被理解；④确保标记被理解；

量与预期产奶量差距很大，导致产

牛群”，病牛群应在泌乳牛群挤奶后

⑤确保记录真实、准确，并坚持完

奶量下降，利润减少。

挤奶，或在单独的奶厅挤奶。

成；⑥确保乳房炎防治策略得以实

出的乳房炎感染牛。

施；⑦可改进的空间；⑧有关乳房

3 识别

6 治疗

炎的一般问题讨论。
使以上方法正常运作的关键

正确的辨识有问题的牛只并

对患有乳房炎的牛只，应根

是将工作细分到相关人员贯彻执

在乳房上标记，方便时可以眼观识

据乳房炎致病菌（革兰氏阳性或革

行，并不断跟进。工作细则应简单

别病牛，这种方法可以节省很多时

兰氏阴性）选择合适的抗生素进行

易懂，容易操作，每个人都需对目

间，因为兽医按照耳标找牛，效率

治疗，即需要采集异常乳的奶样，

标有明确的认识，知道为什么目标

会很低，如果乳房上有眼观标记则

进行细菌分离培养，确定致病菌类

是这样的，需要做什么，怎样做。

会快很多。这还可以避免有问题的

型，即环境型（肠杆菌、乳房链球

只告诉员工“需要做什么及怎样去

牛只在奶厅中被识别，但回到牛舍

菌、停乳链球菌、克雷伯氏菌）或

做”，而不告诉其原因及操作不当

却找不到的问题。标记可以使用彩

传染型致病菌（无乳链球菌、金黄

的后果，这是不够的。只有当员工

色喷绘，或食用色素与甘油的混合

色葡萄球菌、支原体），进一步缩

只被告知“需要做什么”的时候，

剂暂时标记。

小感染风险。并由经过培训的人员

他们会想出很多“捷径”来更快地

按照严格的卫生要求操作，并知道

完成这些事情。表面上看，员工效

不良操作的后果。

率提高了，然而，这些“捷径”

4 记录

往往会酿成大错。如果员工被告知
在挤奶厅检测出的乳房炎病

7 沟通与信息交流

“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就不会找
“捷径”了，因为他们很清楚那样

例必须马上登记，然后录入牛群管

做的后果。

理系统。这样一些复发的乳房炎

挤奶人员应经常与兽医交流。

病例都可以被监测到，如果反复治

牧场需要综合所有可用的信息才能

疗，还可以决定牛只是否淘汰。

做出最佳的决定。若信息流通不

只有通过检测和记录才能有效的管

畅，便不会做出正确决定，抗击乳

理乳房炎。管理的方法可以采用一

房炎的举措也不会成功。挤奶人员

乳房炎管理和控制，如果从以

个简单易行的系统（使用防水材

与兽医经常交流是非常必要的，因

上7 个方面着手，就会在降低临床

料）。挤奶厅里的白板是很好的选

为挤奶人员掌握着最新的一线数

型乳房炎发病率及降低体细胞数方

择。但要确保这些信息都可以尽快

据，知道哪头牛患有乳房炎，哪头

面取得成功。在中国牧场，预防、

地录入牛群管理系统，并确保有专

牛在康复，哪头牛需要治疗，同时

检测、牧场内的信息传递3 个方面

人负责管理。

兽医需要跟挤奶人员沟通以便知道

可以优先考虑并着重提高。 C

8 小结

哪些牛治疗成功了，哪些牛从病牛

5 隔离

区调回了原区。
为了实现有效的沟通与交流，

为了减少乳房炎感染牛只将致

牧场可以设立一个15 min的日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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