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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鹿冬季食物组成和健康状况的评估
陆玉良
渊杭州动物园 310000冤

摘要院 关于动物园梅花鹿的研究报告较为有限袁 本文在饲养管理中采用观察尧 对比等方法对动物园梅花鹿的食物组成及健
康问题进行初步观察和分析遥
关键词院 梅花鹿曰 饲养和管理曰 疾病预防曰 种间交配

本文以杭州动物园梅花鹿为背景袁 对食物种类尧 营养价

草本植物 2 科 2 属和木本植物 14 科 24 属遥 可辨认的植物占食

值尧 居住环境卫生尧 疾病防治尧 动物繁衍等方面进行分析遥

物组成总比的 86.9%袁 包含 78.5%的蒿草和 9.48%的木本类植

1 饲养方式

物遥 冬季的动物园梅花鹿取食范围 17 科 19 属 32 种植物袁 包括

1.1 食物类型

草本植物 6 科 7 属和木本植物 11 科 12 属遥 可辨认的植物占食

梅花鹿属于哺乳纲尧 偶蹄目尧 鹿科袁 听觉尧 嗅觉灵敏袁 视

物组成总比的 88.41%袁 包括 69.2%的木本植物枝叶和 19.21%的

觉稍弱袁 胆小易惊遥 梅花鹿主食草类尧 树皮尧 树叶尧 苔藓和一

草本类植物遥 冬季的野化梅花鹿取食 19 科 28 属 40 种植物袁 其

些小植物的果实遥 鹿的食性很广袁 苜蓿草尧 榆树叶尧 胡萝卜尧

中草本植物 5 科 8 属木本植物 14 科 20 属遥 不同的季节和温度袁

麸皮尧 玉米秸秆等几乎都吃遥 使用非损伤取样法对动物园梅花

梅花鹿对摄取植物的种类和占比有所不同遥 冬季以柞树叶和玉

鹿的食物摄取尧 营养吸收尧 免疫和应激反应等相关内容展开观

米叶作为梅花鹿的食物袁 可以保证粗纤维的正常摄入袁 同时也

察分析袁 为建立动物园梅花鹿食物组成和健康状况提供参考遥

保证了胃的内环境达到相对稳定的水平遥 其中食用柞树叶能更

冬季的野生梅花鹿取食范围涵盖 16 科 26 属 35 种植物袁 包括

好地为梅花鹿提供粗纤维遥 地区差异和梅花鹿种群差异导致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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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消化的磷遥 小麦型饲粮豆粕和无机磷的使用较少袁 这些成分

和梭菌的数量袁 提高了肠道中有益微生物的增殖袁 抑制了有害

的成本通常高于玉米遥 小麦取代玉米时袁 观察到 N 和 P 消化率

微生物的数量袁 最后胡向东等得出结论袁 使用小麦替代玉米

提高袁 可能是由于限制性氨基酸含量更高袁 且生物利用度更

时袁 最佳替代量为 40袁 且添加 200U/kg 的木聚糖酶可以得到最

高遥 进一步的观察表明袁 随着小麦数量的增加袁 营养物质消化

佳的饲喂效果遥

率也增加袁 ADG 的二次响应在日粮中用大约 40%的玉米替代小

5 小结

麦时达到峰值遥

小麦作为一种饲料资源具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袁 但含有

4 小麦在猪生产上的应用

阿拉伯木聚糖袁 所以在使用时需要加入木聚糖酶袁 以减少阿拉

尽管小麦中含有阿拉伯木聚糖这一抗营养因子袁 但小麦由

木聚糖对猪的不良影响遥 本文从小麦的营养价值尧 抗营养因子

于其营养成分较高袁 在猪生产中仍有很好的应用前景遥 王利

及小麦在猪生产中的应用等方面阐述小麦的作用袁 以期为我国

等

[2]

研究了在小麦基础饲粮中添加木聚糖酶对生长猪生长性

养猪业的合理利用提供指导遥

能尧 血清生化指标及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影响袁 结果表明袁 在小
麦基础饲粮中添加木聚糖酶可显著提高生长猪的平均日增重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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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鹿性激素水平有所差异遥 梅花鹿喜爱早晚出去活动袁 野生梅

5%克辽林冲洗袁 每次注入 200 万单位的青霉素袁 并且服用四环

花鹿春天一般在半阴坡等有草的地段活动袁 采食地榆尧 板栗尧

素卡那霉素袁 在表面涂抗生素软膏并且进行包扎遥 梅花鹿放线

野山楂等鲜嫩植物遥 夏秋季节去阴面的山坡和靠近森林的地

菌潜伏期较长袁 发病较慢袁 病症与病变相对特殊袁 当梅花鹿体

带袁 主要采食藤本和草本植物袁 如草莓尧 葛藤尧 何首乌尧 明党

表感染放线菌时袁 碘化钾治疗是快速的治疗方法袁 成年梅花鹿

参等袁 冬天喜欢在阳面山坡袁 那里有充足的日光提供温暖袁 也

一次 3耀4g袁 服用 2耀3d

便于采食成熟的果实和苔藓地衣类植物遥 在发生争端时袁 梅花

3 动物繁殖

鹿用鹿角和蹄子作为自卫武器

1.2 食物营养

遥

[1]

遥

[2]

每年鹿群发情期要注意圈舍内的安全遥 成年雄鹿在发情期
为择偶竞争激烈袁 常出现顶人尧 踢人等行为袁 在平时清扫尧 喂

温度较高时袁 雄性梅花鹿尿液中的睾酮浓度显著高于雌性

食或其他操作时袁 要提高警惕袁 避免出现人员伤亡遥 公鹿争斗

梅花鹿遥 在温度较低时袁 梅花鹿的粪便中雌性个体黄体酮的浓

时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隔离袁 防止鹿的伤残甚至死亡遥 鹿科动

度基本相同袁 雄性睾酮浓度远远大于雌性曰 雌性梅花鹿粪便中

物一般在 9 月份发情交配遥 饲养管理中应按性别区分袁 对公鹿

IgA 和 IgG 的浓度可以反映梅花鹿的免疫生理水平曰 动物园饲

和母鹿实行不同饲养方式遥 梅花鹿一岁半左右开始性成熟袁 2

养的梅花鹿精制饲料中粗蛋白质含量在 7.9%耀15.2%之间袁 粗饲

岁半耀3 岁期间配种较合理遥 每年 9耀10 月是母鹿发情期袁 发情

料中粗蛋白质含量在 3.9%耀8.1%之间袁 可以满足一只 体重 为

时的表现有经常接近公鹿袁 眼角流淌黏稠液体袁 气味异常袁 情

90kg 的梅花鹿过冬的消耗袁 其在冬天的代谢需要维持在每天每

绪激动袁 发出叫声袁 阴部黏液增多遥 在梅花鹿配种时袁 要提前

千克代谢体重 1573kJ遥 体重为 45kg 的梅花鹿每天需供给可消

预防公鹿之间的争斗袁 避免梅花鹿受伤袁 应采取小群配种的方

化粗蛋白质 1.2%耀1.4%遥 在动物园圈养的条件下代谢能需要维

法袁 以 4 头母鹿和 1 头公鹿为一个小组袁 按时替换每组公鹿既

持在每天每千克代谢体重为 493kJ遥 梅花鹿体内的无机盐消耗

不会发生争斗又能快速实现梅花鹿之间的配种遥 公鹿配种前要

一直在进行袁 为使无机盐成分在内环境中保持稳定袁 必须适当

给予大量的营养物质遥 配种期一般食欲会下降袁 这时要在保证

补充无机盐尧 钙尧 氯尧 钠和磷等矿物质元素遥 成年公鹿每天需

饲料多样性的同时添加大量维生素袁 冬季是公鹿的恢复期袁 此

摄取足量的维生素和胡萝卜素袁 所以必须在梅花鹿食物中添加

时鹿的体质较弱袁 需要恢复体力袁 应供给大量粗饲料和少量精

维生素袁 特别是 VA尧 VD遥

料袁 确保公鹿健康过冬遥 母鹿在配种期应补充富含蛋白质和维

2 疾病的防治

生素的饲料遥 进入妊娠期后袁 为利于胎儿发育袁 要持续补充营

有效预防梅花鹿疾病的发生十分重要遥 疾病预防首先要从

养遥 妊娠后期应尽量减少对鹿群的干扰袁 防止因惊吓而造成早

圈舍清理开始袁 保持环境卫生袁 定期使用漂白粉尧 含碘尧 含氯

产或流产遥 在雌鹿哺乳期袁 饲料中应添加含有钙尧 蛋白质尧 VA

类消毒液消毒遥 疾病流行季节加强消毒遥 以预防为主袁 加强圈

等精料以满足鹿仔健康成长遥 仔鹿初生期需喂养母乳袁 特殊情

舍管理袁 确保食物和水源干净卫生袁 夏季天气较热时随时添加

况下也可以进行人工哺育袁 人工哺育最好采用雌鹿初乳或奶牛

足够的饮用水袁 特别是天气酷热的南方地区曰 冬季可以为梅花

初乳遥 仔鹿出生后 15d 后便可开始食用饲料遥 断奶期间要保证

鹿供应温水袁 防止天气寒冷袁 尤其是极寒的北方地区遥 要根据

饲料精细袁 易于消化袁 还要添加足够的营养袁 防止仔鹿消化不

地区气温尧 环境差异为鹿群创造舒适尧 安全的饮水保障袁 保证

良或营养不良遥 同时要注意饮用水的清洁遥 在此阶段袁 要有意

饮水的清洁和充足遥 每天及时清理剩余的饲料和粪便遥 引进新

识地接触幼鹿袁 提高幼鹿与人的亲和力袁 使幼鹿更好适应环

的梅花鹿时要进行严格的检疫和运输管理遥 定期对梅花鹿进行

境遥 雄性梅花鹿经常会脾气暴躁袁 在繁殖期袁 雄鹿会互相攻

疫苗接种袁 预防巴氏杆菌尧 蹄疫病尧 大肠杆菌病尧 结核病等传

击袁 有时甚至还会攻击母鹿和小鹿遥 在人工环境饲养的动物园

染性疾病遥 鹿的结核病是危害极大的慢性传染病袁 因其是人畜

的环境中很容易对其他动物和工作人员进行伤害遥 所以动物园

共患传染病袁 需要加强预防袁 对鹿群进行皮下接种疫苗是结核

梅花鹿要定期割鹿角防止造成伤害遥 雄性梅花鹿在春天会生出

病的主要预防措施遥 此外袁 要定期在其食物中添加异烟肼袁 提

新的鹿角袁 到了第二年春天自然脱落遥

高鹿的免疫力遥 大肠杆菌病是鹿群常见的一种疾病袁 主要由污

4 总结

染饲料和饮水感染而引起病畜腹泻尧 体温升高等症状袁 主要采

梅花鹿的食性很广袁 日常应多注重营养搭配遥 生活环境多

用抗生素疗法遥 蹄疫病是动物园梅花鹿的高频病症袁 症状大多

注重清洁袁 保证干净卫生遥 梅花鹿胆小容易受惊袁 应保持安静

为食欲不振或发热遥 鹿的口腔内黏膜会出现水疱尧 溃疡袁 严重

轻柔遥 交配季节注意隔离袁 防止鹿群伤亡遥

时可能会导致牙齿掉落袁 并且还会延伸到蹄及全身遥 患病时应
使用高锰酸钾溶液对患病处进行冲洗袁 消毒后将碘甘油涂在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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