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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牛應該在什麼時候配種

母牛應該在什房時候面已種？

(When sh1Jnld cows be bred ? ) 

文﹒劉興贊﹒

圓﹒勝國晉﹒

在錯誤的時期配種，是母牛減產之最重要且單純的原因。這種差不多一致地敏那些在家畜繁殖部門工作的人們

所擁護與支持。據云，在美國紐約州內，為了產生一個調查表還主持了很多年的試驗，還是一個不必要的浪費！誠

然，減產有許多不能預測的原因，所以很難避免。但是，在適合的時期使用畜受孕是我們所控制的一件事情。同時

，我們能移以不需要額外的花費而可控制它，諸如檢畫或預防一些疾病。

小母牛的年齡：

飼養良好的母牛會正常地顯示出牠憫的第一次發情時期，前在第五個月到第九個月的年齡之間，或許也會提早

些。反之，飼養不良的小母牛，無論如何，在牠何不到二f﹒個月或更久的年齡，不會進入發情時期。雖然，小母牛

一度進入發情時期，沛其年齡和身體大小有相對的些微影響到其懷孕的百分率。 ...j、母牛和母牛在三歲或四歲時第一

次配潭，還是一件。真確的事情。其後，對於較惡劣多產的情形有一種趨勢，亦即雄性不使其成配偶，而在四歲眼前

使其發展成不規則的動情迦期，囊胞狀的卵巢和預助其他多產的恐慌。但是，初期的生殖速率不是僅有的考慮，有

一個普爾的意見，認為太年輕的母牛配撞，會阻礙牠們根本體型大小，在早期的組驗即被支持。最近，更廣泛的試

驗指出，其配撞的年齡有很小的影響。其他昔循的意見堅持著，認為當小母牛還太年輕就予配撞，可能縮短牠何生

命的預期。但在威斯康斯州等地方的調查，巴經顯示這個觀念大體地於被發現。由於較早生產的小母牛，可能少許

有些或至不會有減短生產壽命的指示。根據其實地調查，小母牛在大約三歲年齡生產小牛此假如牠何第一次生產小

牛在四歲年齡時，要有一個較高壽命時間的生產總值。

事實上，較老的母牛在牠的第一次哺乳時，可能地產生此年劫的母牛來得多的乳汁。無論如何，證據顯示出，

第一次哺乳之後，第一次生產小牛的年齡對於乳汁產生之影響很小甚至沒有。早期生產的小母牛很快持續地開始給

予乳汁投保持一個在任何哺乳時期較高累積的產乳量。第一次配種年齡之決定的最重要考慮可能是母牛生下小牛的

能力。在紐約州及田納西州的營養研究室報告指出，小母牛可能有嚴重的生產小牛之困難。這些困難能引起乳牛明

顯的減產甚至死亡，也可能減低下次哺乳預期的牛乳產量。

為了保證安全生產小牛的尺寸大小，母牛的出生小牛時之最大重量應該如下： Holsteins 約 95C磅， Jersey 約

680磅， Guernsey695磅， Agr shires前725g磅， Brown Swiss約 980磅。因此，飼養良好之荷蘭母牛在12至15個月
的年齡即可配種，雖然飼養不好之荷蘭母牛也不應該一直至牠的24至30個月年齡才配種。 平均言之，在這些時間，

母牛之重量約在.650至750磅。

許多牧人以母牛與雄性菜牛交配，為了產生一雙較小的仔牛，那樣可能招至較少的生產小牛之困難。還是一個

頗有疑問的步驟：第一點 ，如果母牛在那時假巴生長到可生產小牛峙的間，就沒有必要來這個實習。第三點，多次

實驗顯示出，母畜的大小是決定小牛出生重要因素。對普爾意見持相反看法者，以為親代祖先的大小對生產小牛的

大小有相對的些微影響。

Data 民提密西根州畜群指出第一次生產的小母牛約佔畜群的30~苔，這表示生產的仔牛立中有3-0彤是第一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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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的小母牛所，生產。如果30彤的小母牛，每年都是與雄性菜牛交配，則幾乎要從畜群中較老母牛生產的所有的小母

牛加以淘汰，以保持畜群的取代量。這犧母牛的排除選擇法，可當作一個畜群的改進，它是強調母牛應與好的公牛

配積。不幸地，處女母牛經常沒有顯示發惰的象徵反預兆，甚至尤葉在寒冷天氣母牛時常地具有較短的發情時期。

寧可在母牛不被飼養的時候，應該每天檢查直情狀況二次。實地的經驗表示，在﹒喪精期，如果一雙配？還母牛或乾乳

牛與真．他母牛轉換至其他牛舍，則處女母牛更容債易察出是否有發惰的現象。

小牛的出生是跟隨子宮劑烈能﹔白的收縮，然後，胎盤的子葉能子棄使子宮的肉車拖按自體外。單獨道三個原因

會招致損害到子宮。小牛生產順利與否，其訣定因素在於母牛生產時的安寧情況。母牛在產後幾迦以內不會復元，

在這個時候牠可能有高產量乳汁的有刃筒動，這對牠身附加的過份勞累，可能延遲其恢復生產小牛的機能。

乳牛可能在產後三i通到寸﹒迦的任何時間內顯示出牠的第一次的發情時期。許多酪捏在他何的急切情形之下，儘

可能快速地得到母牛有懷孕，會冒險在產後不久很快就給母牛配種。不但是使如此的配偶之增產可能降低，而且是

使子宮因交配而有傳染接府的危險。這樣頗易造戚明顯減產的結果。假如您有時間，不妨跟隨一頭母牛到屠宰場，

如果牠是在產後第六迦以內而被屠殺，向屠夫拿給你看子宮的內部，你會很快地明瞭它尚未恢復生產小牛的能力。

可能地看到有許多血液凝塊和子宮壁的許多紅腫，看過這些之後，你可能不會認可在後很快地配種母牛。在正常產

後的六十夫，母牛的子宮可恢復正常。許多經驗童覆地顯示，配偶的多產，在產後的第六十天以後配：僅是最正常的

時期。在產後的第六十天以前配種很可能減產。一般的建議是在產後六十天以後的第一次發情時期為母牛配種的最

適當的時期。更嚴重的，如果母牛在產後太快地配種成功，牠的哺乳期之乳汁產量或多或少會降低。懷孕後的第一

個五個月對哺乳不太影響，但是在次五個月，懷孕的影響漸

漸變大。因此，為了最優良的牛乳生產，我的應該延遲在產 8o 

後的夫至90夫為母牛配種。期望在產後的第六十天的配種， 7<>1· 

經驗，顯示，對繁殖，哺乳的時期並無一致的影響。大體地，

牛乳產量的水準不會明顯的影響，某些畜群中，具有高產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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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牛是不豐饒的，其他某些畜群中，則顯示高產量的乳牛 ﹔科
是要鹽銳的。較高乳汁產量的母牛，可能不會像低產乳牛誨， cS.. 30 

樣快的在產後即有發情徵候。但是，很明顯地，較高乳汁產

量的母牛並不能防.!l:其當配種時會形說胚胎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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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繁種能力異常。表示當期望生產增加率回復正常時，如

在過早冒E種，菜生產五幸在產後卻隨著時間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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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弱發情：

一個逐漸為我們所明瞭的問題就是徵弱，接情。這些是當母牛有排卵作用，但外上並無奇安徽候的時期。微弱睛發

在產後六十天以內是更常見的現象。有些證據指出，高產量的母牛，在產後可能會延遲其第一次可見到發情現象。

在這些母牛之中，我們相信，微弱發情是在第一次可見種情之前發生的，微弱發情是並不需像可見發情的普誦。許

多所謂微頭發情是真正地由於依據部份的牧人不良的直接精偵察技巧所致。

種情時期，包括一連串的變化，差不多影響到母牛的每一部分，諸如心跳加快，呼吸次數增加，體溫增高，新

陳代謝時常常增加，乳量會些微降低，問時，母牛經常是很激動且舉i上不安，陰郁潮濕紅腫J;k流出透明粘液，更甚

的，母牛在發情時會經常乘駕其他母牛，這些都是母牛發情時期的重要徵候。當母牛在標樁之內持續發情，牠何必

需被牽出牛舍。然而， 正在君主梢的母牛會被其他母牛乘駕，這表﹒示種情時期的最佳單純特性。在壘起州一個調查表

顯示，母牛於冬，突季節內，稍有 4500 畜群中的 60,000 頭母牛特別重鵬這點。母牛如無作此試驗，平均有 64彤
的生產力﹔每夫作一次試驗來檢查其持續發惰，和有69.5彤的生產11· ﹔每天作J吐試驗一次 ，生產力可提高至70.4彤
。很幸運地，在糧期內每天將母牛畜群於室外作此試驗，對母牛亦有神袋，可促進食憊， 增加消化力和在生產小牛
時減少充血的情形，能在皮層與陽光作用合成維他命D 。有些證據顯示，適度的運動可能很容易增進乳脂的百分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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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牛應該在什麼時偉研精

最佳配種時期：

一、發情前現象（6～10小時〉

I.頭上仰，嗅聞其他母牛陰部。

2.企圖乘駕其他母牛。

3.陰部潮濕紅腫。

附表二

說明：圖表使用要績。

母牛發情後之情形判定

三、正在發情現象（ 18.小時〉

1.站立願缺乘駕。

2.瞳孔擴大，常吼吽。

3.情緒激動，興奮。

4.乘駕其他母牛。

5.食量lk泌乳量減少。

6.首先開始乘駕。

7.陰部潮濕紅腫。

8.流出透明液體。

的 ~ft

三？發情後現象 (10小時〉

1.不願被乘駕。

2.陰郁流出透明粘液。

(1）當你發現母牛有發情前種種現象時，如果在今天上午八時開始，就把中間可轉動的小轉盤上的「 8」對準

大盤上的「Ad ，你就可由大盤上算出最佳配種時間是明天上午三時至下午五時 ，餘此類推。
(2) 要是母牛已有發情種種現象，而無法把握何時開始時，你可就當時的時刻，假定是今天上午十時，就把小

轉盤上的「10」 對準大盤上的「Ax」，那麼最佳配種時期在大盤上明天下午一時到後夫上午四時，然後
，再將兩段時間重壺，你就可知道明天下午一時到後夫上午四時是最佳配種時期， 你可請獸醫在明天下午
一時到七時之間前來‘配種授精。

{3) 最好在最值配種時期前來技精，如有延誤，在可自配種時問亦可按﹒精，但如在未到或超過時間，請不要配

’種，以免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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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表與經驗一再地表示，在持續發情的第一個提九到寸﹒小時內授精，往往會造戚半標準的生產率。還是真確

的事情，因為精子在雌性的繁殖管道內有限制的投精時間。平均而言，一雙母牛的持續發情可保持十八個小時，因

此，持續發情的中間期是最萃的尚可配種時間。大約在持續

發情未期之後的十小時是退的尚可配種時間。有些人工技﹒精 fP 

組織堅持著，認為授精時間必讀介於持續音隻情未情之後三到 ")o 

六小時與持續發情的中間期（見附表三〉。在密、西根人工授 言。
精工作站所發表的配種調查表示，良好的配種時期可能延到 3丸”
持續發情宋期之後的十小時。我祠的建議是在持續發情的最

後卡小時或是在持續發情末期的開始十小時內配種爵最佳時 .iJ poOR 

Bt::ST 
FERTILITY 

喝OOD 句。OD

;:>ooR 

期。

附表三

說明：最佳配種時間是在持續發惰的未期。這曲線代表原作

者提母牛授精的生率所得的估計。

結論：

牧人時常不龍明確地指出持續發情的開始與結束的時間，為了實用的目的， Nebraska民尋找出幾項原則~ : 

(1) 如果發現第一次持續發情是在上午，則是日下必讀配種

(2) 如在下午，則應該在次日中午以前配禮。

B上三項原則，在母牛畜群的經營上是合理的，母牛路常作短期試驗技哺乳期檢查是否有發情現象。私人的牛

群反特殊的私人母牛，時常會錯過區別平均時闊的問隔。有些每牛可能提早在持續發情以前十二小時配種﹔有的牛

可能過遲配母麓，皆屬不當。所以，為了預期配種的戚功，正常母牛應該在發情後期的認可時間內配種二次或更多

次。當這個步驟是成功的話，故人應該詳細記錄這種情形，因為次年母牛配種也是這種做諱。各種母牛會保持不闊

的繁殖記錄，譬如泌乳過期的長短，如振期的長垣等，這就是私人的母牛之繁殖記錄如何地重要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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