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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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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 

本文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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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起草单位：黑龙江省野生动物研究所、太原动物园、温州动物园、合肥野生动物园、东北林

业大学、吉林省东北虎园。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梁宇祥、朱立夫、张明明、崔媛媛、钟立成、孙红瑜、翟学超、杨  阳、张卓、

雷钧、喻月婷、朱灿、张凤娇、沈玉英、李鹏辉、田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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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保护繁育 犀牛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犀牛保护繁育的设施要求、人员要求、环境要求、饲养管理、种群管理、营养管理、

健康管理、繁育管理、运输管理、档案管理的一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野生动物饲养场、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中犀牛管理，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可参考使

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CJJ/T 240  动物园术语标准 

CJJ/T 263  动物园管理规范 

LY/T 2500.2   活体野生动物运输容器  第2部分：标签与标识 

LY/T 2500.3   活体野生动物运输容器  第3部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CJJ/T 24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犀 Rhino 

哺乳纲、犀科的总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奇蹄目草食动物，共4属5种，分别是白犀（Ceratotherium 

simum）、苏门答腊犀（Dicerorhinus sumatrensis）、黑犀（Diceros bicornis）、爪哇犀（Rhinoceros sondaicus）、

印度犀（Rhinoceros unicornis），寿命30～50年，分布于亚洲南部、东南亚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 

3.2  

保护性接触 protected contact 

通过特殊设计的操作隔障面，保障人与动物安全的情况下，饲养员与动物通过身体部位有限接触，

开展训练、检查等活动的一种管理形式。 

3.3  

正强化 positive reinforcement 

为使动物个体行为或反应强度、概率或速度加快，在其做出某种预期的行为或反应时给予某种奖励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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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一级隔障 frist barrier 

用于将动物限制在日常活动及展示区，设置保证动物无法逾越的隔障。 

3.5  

二级隔障 second barrier 

用于对动物或游客进行活动限制，保证展示效果、防止动物伤害的隔障，常采用电网、栏杆等形式。 

4 设施要求 

4.1 室外运动场 

4.1.1 空间与面积 

4.1.1.1 单只犀的室外运动场面积应不小于 300 ㎡，每增加一只成年个体，面积至少增加 100 ㎡。 

4.1.1.2 宜多个室外运动场相连，为动物隔离、场地交换提供便利。 

4.1.2 地表 

应采用排水性能良好的自然基质，如红土、沙土、草坪等。 

4.2 室内 

4.2.1 空间与面积 

4.2.1.1 除白犀外，其他成年犀牛宜单独饲养，可在室内展示。 

4.2.1.2 每只成年个体的室内展示面积应不小于 200 ㎡，与地面垂直高度不低于 3.5 m，每增加一只

成年个体，面积至少增加 80㎡，每增加一只幼龄个体，面积至少增加 50㎡。 

4.2.1.3 非展示用内舍，每只成年个体面积应不小于 50 ㎡，与地面垂直高度不低于 3.5 m，每增加一

只，面积至少增加 20 ㎡。 

4.2.2 地表 

采用混凝土地面时，地面应相对粗糙，宜在混凝土表面铺设干草、木屑、细沙等垫料。 

4.3 环境设施 

4.3.1 一般要求 

4.3.1.1 室外应为犀牛提供遮阳棚等遮挡设施。 

4.3.1.2 室内外应有良好的排水系统，地面排水坡度宜为 3 °～5 °，排水沟坡度不小于 5°。 

4.3.1.3 设施设置及变更应有记录，一旦污染、损坏，立即移除、更换。 

4.3.2 植物 

4.3.2.1 可选取本土高大乔木作为天然遮蔽物，树木应做好保护措施，避免被动物破坏。 

4.3.2.2 植物使用前进行评估，确保对犀牛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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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3 天然倒木、树桩可用作犀牛的丰容设施，供犀牛玩耍。 

4.3.3 地形 

宜根据实际情况，模拟犀牛的野外栖息地环境，设置不同地形供犀牛选择。 

4.3.4 视障物 

在保证动物和人员安全前提下，可利用树木作为视觉屏障，也可设置人工视障物。 

4.3.5 泥塘 

室外应设泥塘供犀牛泥浴，面积不小于15 ㎡，深度不超过70 cm，宜为30 cm～50 cm，坡度不大于

30 °。 

4.3.6 蹭痒柱 

室内外宜设置蹭痒柱，供犀牛蹭痒。 

4.4 隔障 

4.4.1 一般要求 

4.4.1.1 使用无刺激、毒害的材料，坚固且外表光滑，便于维护，对动物无刺激。 

4.4.1.2 安全牢固，耐受四倍以上动物体重力量的冲击破坏。 

4.4.1.3 设置逃生通道，紧急情况发生时，人员能够安全逃生。 

4.4.2 壕沟 

4.4.2.1 在游客一侧设置壕沟时，边坡应为防滑表面，游客一侧高度不小于 1.2 m，壕沟宽度不小于 3 

m，坡度不大于 30 °，如图 1所示。 

 

图1 壕沟示意图 

4.4.2.2 不应使用水壕，群体饲养不宜采用壕沟作为一级隔障。 

4.4.3 隔离栏 

4.4.3.1 材质宜选用直径为 15 cm～20 cm，壁厚不小于 5 mm 的方钢或无缝钢管，竖直或斜向安装，

成年个体间距 30 cm～40 cm，幼龄个体间距 20 cm，埋入混凝土地基的深度不小于 1.2 m，地面高度不

低于 2 m。 

4.4.3.2 应至少设置一个用于人员逃离的竖向应急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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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分隔墙 

高度应不小于2 m，埋入混凝土地基深度不小于0.6 m。 

4.4.5 门 

4.4.5.1 舍内所有门应为钢架结构，有安全的锁定装置，耐受四倍以上动物体重力量的冲击破坏。 

4.4.5.2 采用电动或液压装置的门时，应有备用动力装置和机械开关。 

4.4.5.3 门的控制应方便人员快速操作，能够紧急暂停，防止半开状态下挤压动物。 

4.4.5.4 串门宽度为 1.5 m～2 m，高度不低于 1.8 m，成年犀牛可安全通过且无法转身，串门旁设置

人员通道。 

4.4.5.5 室外运动场应至少留有一个重型机械通过的入口。 

4.5 操作通道 

单排内舍操作通道宽度不小于2 m，对向双排内舍中间的操作通道宽度不小于3 m。 

4.6 食槽和水槽 

4.6.1 室内外均应设有食槽及水槽，群养环境宜多点设置，保证水和食物供应。 

4.6.2 食槽应设在地面靠墙一侧，前方为 135 °倾斜面，室内食槽宽度应不小于 40 ㎝，长度不小于

80 ㎝，运动场内食槽宽度不小于 40 ㎝，长度不小于 160 ㎝。 

4.6.3 水槽内径长应不小于 130 ㎝，内径宽不小于 40 ㎝，内径高不小于 30 ㎝，可安装在地面。 

4.7 其他设施 

4.7.1 动物活动区、门、通道应安装监控设备，保障动物及人员安全。 

4.7.2 宜设置限制犀牛转身、自由活动限位装置，如限位过道、限位笼、带有可移动侧壁和门控的液

压（电控）限位装置等。 

4.7.3 应在通道入口或室内适宜位置设置地磅，便于称量体重。 

5 人员要求 

5.1 人员能力 

5.1.1 饲养员应身体健康，上岗前接受饲养管理和相关专业技术培训并通过考核，内容包括： 

a) 犀牛生物学特性，包括自然史、自然行为、营养需求、社群结构等； 

b) 犀牛饲养、繁育、疾病诊疗、人畜共患病预防专业知识； 

c) 犀牛行为管理知识，包括丰容、正强化训练、社群构建、个体引见等； 

d) 应急处置、工作安全知识； 

5.1.2 培训方式包括课堂教学和现场教学，培训师宜具有 3年以上犀牛饲养管理经验。 

5.1.3 饲养员实习期至少应为 1个月，熟知安全操作流程，了解动物个体性情及潜在危险。 



XXXXXXX—XXXX 

5 

5.1.4 实习操作期内，至少 2名正式饲养员同时在场。 

5.2 人员管理 

5.2.1 制定人员管理办法，明确各岗位职责，严格遵守规章制度。 

5.2.2 人员培训应详细记录，设专人保管。 

5.2.3 应为接触动物的员工制作员工卡，卡片信息包括：员工身份信息、血型、病史、过敏史、紧急

联系人信息。 

6 环境要求 

6.1 温度 

6.1.1 适宜温度为 15 ℃～25 ℃，老幼龄、体况不佳的个体应不低于 20 ℃；温度高于 20 ℃时，宜

加强通风。 

6.1.2 室外温度低于 10 ℃时，应提供防寒设施，温度高于 30 ℃时，应提供防暑降温设施。 

6.1.3 无特殊情况，宜保持室内外通道通畅，动物可自由进出室内外。 

6.1.4 北方室内宜采用暖气、地暖及空调等控温措施。 

6.2 湿度 

相对环境湿度40 %～70 %为宜。 

6.3 光照 

6.3.1 遵循昼夜规律，每日光照时间不小于 12  h，宜为自然光，自然光不足时，应使用人工辅助光

源。 

6.3.2 应根据照明设备种类及产生紫外线强度确定与动物的安装距离，光照强度宜为 1000 lx。 

6.3.3 视频监控区、工作区应有充足光照，保障人员安全。 

6.3.4 室内外应设应急光源，供紧急情况使用。 

6.4 通风 

应以自然通风为主，辅以机械设备通风，室内安装通风换气装置，每小时通风4～6次，每次不少于

5 min，防止氨气聚集。 

6.5 环境噪音 

昼间宜不高于60 db，夜间不高于50 db，避免噪声刺激。 

7 饲养管理 

7.1 清洁与消毒 

7.1.1 食槽与水槽应每天清洗，及时清理粪、尿、食物残渣，丰容设施、用具至少每周清洗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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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室外运动场污染物应每天清除，室内地面每天冲洗，及时更换污染的沙土、垫料。 

7.1.3 动物舍门口设消毒池或消毒垫，室内每周至少消毒两次，室外运动场、展区在动物收回室内后

消毒，每周至少一次。 

7.1.4 消毒应详细记录消毒日期、消毒药品、操作人等信息。 

7.1.5 污染物处理应符合 GB 18596中规定。 

7.2 丰容 

7.2.1 根据犀牛生活习性编制丰容计划与方案，丰容与兽医护理、营养和正强化训练相结合。 

7.2.2 设专人管理、执行、监督、评估丰容项目，饲养员负责丰容的日常实施并参与制定丰容计划，

丰容项目可参考附录 A。 

7.2.3 将丰容纳入展区规划设计和改造工程中，保证动物及人员安全，按计划定期维护、更换。 

7.2.4 隔离检疫期的动物个体，也应制定适宜的丰容计划。 

7.3 行为训练 

7.3.1 编制行为训练方案，记录训练进展。 

7.3.2 设置训练组，负责训练计划的制定、审批、执行、评估及部门间的协调工作。 

7.3.3 训练以健康管理和行为管理为目标，应采用保护性接触方式，正强化训练为基础，不应恐吓或

体罚动物。 

7.3.4 训练前应对场地和设施进行改造，保障训练人员安全；训练时，至少两人同时在场。 

7.4 安全管理 

7.4.1 日常安全 

7.4.1.1 编写安全操作规范，包括日常饲养、训练、管理、员工规范操作；定期进行安全管理培训，

培训内容涵盖设施安全、人员安全、应急处置等。 

7.4.1.2 饲养员应每天检查犀牛室内外生活环境，工作时保证通讯畅通，及时修复受损设施。 

7.4.1.3 人员进出犀牛活动区前应确认门是否关闭，观察动物行为是否异常。 

7.4.1.4 外来人员经许可进入饲养区，饲养员应仔细清点人数并登记、消毒，进入前详细介绍注意事

项并全程陪同。 

7.4.1.5 动物疑似具有攻击行为时，人员立即安全撤离并向部门主管报告并对其评估，接触时采取安

全隔离措施。 

7.4.1.6 串笼、投喂、清扫、训练等近距离接触操作应至少两人同时在场。 

7.4.1.7 每日定时对游览区巡护，防止游客擅闯动物活动区或投喂动物。 

7.4.2 应急处置 

7.4.2.1 编制应急安全规程及预案，能妥善处理应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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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2 定期培训，内容包括动物伤害处置、动物逃逸处置等，保留培训记录。 

7.4.2.3 工作区张贴注意事项、应急响应程序和紧急联系方式。 

7.4.2.4 备有有效驱离犀牛的器械、设备，紧急情况时工作人员能进行驱赶。 

7.4.2.5 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演练，记录演练过程，评估演练效果，发现问题并改进。 

7.4.2.6 如发生应急事件，应书面记录事件的起因、处理过程及改进说明。 

7.4.3 动物逃逸处置 

7.4.3.1 犀牛逃逸进入园内公共区域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人员，确保安全情况下，工作人

员可引导动物进入笼舍，引导无效时，兽医可采取化学保定，必要时报警处置。 

7.4.3.2 犀牛逃离园区应立即通知当地警方，疏散人群，协助警方处置。 

8 种群管理 

8.1 谱系 

所有圈养个体应有完整的谱系，详细记录遗传信息并设专人负责。 

8.2 种群结构 

不同犀牛饲养数量及性别比例，可参考附录B。 

8.3 个体引见 

8.3.1 应结合社群关系、动物个体的性情、员工经验、场馆空间大小等因素，允许待引见个体与种群

之间先隔笼进行视觉和身体接触，评估引见可行后，进行无障碍接触，引见一般需要 1～10周。  

8.3.2 幼龄个体在性成熟前应将其从原种群中分离，引入新种群。 

8.3.3 配对时，宜在雌性发情期前进行引见。 

8.3.4 引见过程应有经验丰富的饲养员、兽医同时在场，动物出现攻击行为应立即人为干预，必要时

终止引见。 

9 营养管理 

9.1 水 

9.1.1 实时提供足量、不间断，符合 GB 5749规定的清洁饮用水。 

9.1.2 可采用水槽、自动饮水装置、池塘等多种形式，确保犀牛角不影响饮水。 

9.2 饲料 

9.2.1 一般要求 

日粮由营养、兽医部门根据食性、年龄、季节、健康情况、体况评分、社群结构及地域差异等因素

制定，卫生应符合GB 13078中规定。 



XXXXXXX—XXXX 

8 

9.2.2 储存 

应符合CJJ/T 263中规定，配有通风、干燥、遮荫、干湿分离的食物存储区并设专人管理。 

9.2.3 加工与调制 

9.2.3.1 加工调制前人员应洗手、消毒，加工过程中佩戴手套、口罩。 

9.2.3.2 按配方加工，宜以植物饲料为主，其他包括精饲料、盐砖、蔬菜、水果等。 

9.2.3.3 成年个体干物质每日摄入量应为体重的 1 %～2.5 %。 

9.2.4 饲喂 

9.2.4.1 植物饲料、精料应每日多次投喂，蔬菜、水果可在食物丰容及训练使用。 

9.2.4.2 食物应放入食槽中，避免在沙地上采食，盐砖宜在食槽内放置。 

9.2.4.3 转换饲草应至少有两周过渡期，由少至多逐步更换，干、青饲草按比例增减，幅度不宜过大。 

9.2.4.4 幼犀出生 24 h内应饲喂初乳，无法提供初乳时应人工育幼，脂肪含量 3.2 %，蛋白含量 3.3 %，

乳糖含量 4.7 %的代乳为宜。  

9.2.4.5 人工育幼时，宜适量补充维生素及矿物质，断奶后宜提供有蹄类配合饲料及干草，饲喂苜蓿

作为补充。 

9.3 营养需求 

各时期营养需求推荐值参见附录C。 

9.4 营养评估 

每年应至少两次体况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饲喂方案，评估报告与日粮配方、饲喂记录存档

保存，体况评估参见附录D。 

10 健康管理 

10.1 一般要求 

10.1.1 应编制兽医兽药管理程序文件，设专人管理动物诊疗记录，记录个体信息及诊疗过程并保存。 

10.1.2 每日巡视动物的精神状态、食欲、排便等情况，出现异常及时处置。 

10.1.3 应备有兽医基本诊疗设施，包括手术工具、麻醉设备、基本诊断仪器、各类药物等，能够对常

见疾病诊疗。 

10.1.4 宜基于正强化训练，定期对皮肤、蹄进行检查并记录，防止皮肤干裂、蹄叶炎的发生。 

10.1.5 定期消杀蚊蝇，犀牛皮肤破损应及时消毒、敷药泥处理。 

10.1.6 每年应至少 2次寄生虫筛查，宜在春秋青绿饲料调换季节时进行，根据结果驱虫，记入健康档

案。 

10.2 检疫（国内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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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编制检疫程序，新引入的犀牛应在检疫区隔离，隔离期一般不少于 45 d，在兽医指导下进行。 

10.2.2 检疫区应设独立排水系统，配专用卫生清洁设施和用具，人员进入前穿隔离服、鞋、帽，佩戴

口罩并消毒。 

10.2.3 设专人管理隔离检疫区，每日观察隔离个体健康状态，详细记录并存档。 

10.2.4 隔离期应对犀牛进行体检和疾病筛查，包括体重测量、寄生虫筛查、血液生化筛查、皮肤病检

查、蹄叶炎检查等。 

10.2.5 宜将血清样本保存于-80 ℃的冰箱中，以备回顾性检测。 

10.2.6 隔离期满，由兽医判定是否解除隔离，隔离期内死亡的个体应尸检确定死亡原因后，对尸体无

害化处理。 

10.3 保定及麻醉 

10.3.1 保定 

特殊情况需对犀牛个体保定时，应确保所用设备运行良好，由经过主管负责人授权的专业人员操作。 

10.3.2 麻醉 

10.3.2.1 编制麻醉操作规程，经主管负责人授权后，在兽医指导下操作，保证人员及动物安全。 

10.3.2.2 兽医依动物个体的体况、训练程度选用安全适宜的麻醉方式。 

10.3.2.3 麻醉给药后，兽医应对麻醉效果评估，实时监控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血压等指标，出

现异常立即处置，麻醉恢复 24 h内应设专人观察。 

10.3.2.4 麻醉枪械、药品依照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保管，记录药品使用情况并保存，定期检

查。 

10.4 尸检 

10.4.1 编制尸检操作规程，死亡个体由兽医初步判断死亡原因，给出处置方式。 

10.4.2 尸检人员应穿戴防护服，佩戴口罩、手套，设专人视频记录，与尸检记录一并存档。 

10.4.3 形成尸检报告和取样记录，向当地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报告死亡情况，依照主管部门要求处理尸

体。 

11 繁育管理 

11.1 发情期管理 

宜按照繁育计划定期引入刺激，结合精神亢奋、食欲波动、尿频、外生殖器变化、雌雄主动接触、

趴胯行为等进行发情鉴定。 

11.2 配种管理 

自然配对应准确记录信息，可通过动物行为、激素水平和超声波检查进行妊娠诊断；无法自然交配

的个体可尝试人工授精等人工辅助繁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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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妊娠期管理 

11.3.1 应为妊娠期内个体提供安静舒适的环境，避免外界惊扰。 

11.3.2 每日观察妊娠期个体的健康状况，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11.3.3 无特殊情况，妊娠期内不应使用抗生素、抗病毒药物。 

11.3.4 宜定期进行超声波检查，测定血液中激素水平。 

11.3.5 妊娠期内应提供足够水和食物，水槽水位不高于 10 cm。 

11.3.6 妊娠后期，产房应全面消毒后铺设垫料，厚度不小于 10 cm，及时更换污染的垫料，出现食欲

减退、多尿、不安等临产症状时进入产房待产。 

11.3.7 产房宜与其它个体内舍相连，提供嗅觉、听觉、视觉接触。 

11.4 分娩及育幼管理 

11.4.1 分娩前应制定详细的计划和应急处置预案，明确人员分工。 

11.4.2 分娩过程保持安静，无关人员不应进入，全过程视频记录。 

11.4.3 出现难产时，应在兽医指导下人工辅助生产，幼崽出生后设专人观察 24 h。 

11.4.4 对新生幼犀进行检查，包括呼吸、心率、血常规、血液生化等，每日固定时间对幼崽称重，记

录并保存。 

11.4.5 应为幼犀提供安静的环境，饲养员随时观察幼犀情况。 

11.4.6 母性不强的雌犀，可采取人工育幼，地点宜在母兽或兽群附近。 

11.4.7 出生两周后将幼犀引入到群体中，引入时充分考虑环境因素，首次引入应隔离攻击性强的个体。 

12 运输管理 

12.1 一般要求 

12.1.1 编制运输管理程序、运输及接收方案、应急预案。 

12.1.2 运输前 30 d评估个体健康状况，宜在前 2～6周进行进出运输笼箱适应性训练，不应强行拉拽

动物。 

12.1.3 宜在春、秋季运输，避免在恶劣天气运输，如必须运输，应采取降温、保暖等措施。 

12.1.4 途中应配饲养员、兽医及管理人员，保证运输中人和犀牛的安全。 

12.1.5 10 h以上长途运输应定时休息，补充食物、水等物资，超过 16 h，定时饲喂植物饲料。 

12.2 运输笼箱 

12.2.1 宜采用钢骨架木制板条运输箱，按个体实际尺寸定制，木板宽度8 cm～10 cm，厚度不小于5 cm，

出口门栏杆间距为 5 cm～8 cm；笼箱长和宽应比动物趴卧状态下多 30 cm，被运输个体不能转身为宜，

运输箱内放置吸附性强的垫料，提高动物舒适度，结构可参考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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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其他应符合 LY/T 2500.3中要求，箱外标识应符合 LY/T 2500.2中要求。 

12.3 接收 

接收方应做好接收准备，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快速、安全卸载，随同饲养员可配合接收单位过渡饲养。 

13 档案管理 

13.1 档案 

13.1.1 动物档案应体现个体重要信息，包括：分类信息、动物交易（交换）记录、出生日期及地点、

谱系、个体标识、性别、体重、饲养地点、繁殖情况、训练情况、重要的诊疗记录、伤人或严重攻击行

为记录、死亡日期、尸检报告等。 

13.1.2 动物日志为日常管理记录，包括动物状态、饲喂量、采食量，行为表现，行为训练、疾病诊治

等。 

13.1.3 动物档案和日志应保持完整、及时更新并做好备份，设专人管理。 

13.2 标识 

宜在出生一周内植入芯片，其他年龄个体可结合训练及必要的限位设施完成，植入部位宜为左颈部

或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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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常见丰容项目 

 

 

丰容 

项目 

展示区域 展示方式 

展舍 饲养舍 悬挂 地面 

听觉刺激（同类、其他物种）  √ √  

啤酒桶  √ √ √ 

硬塑球（Boomerball） √ √ √ √ 

保龄球  √  √ 

灌木 √ √ √  

纸箱  √  √ 

消防带  √ √  

冰块（可加味道） √ √  √ 

大型纸板桶  √  √ 

树根、树桩 √ √ √ √ 

瓜 √ √  √ 

镜子  √ √  

泥池 √ √   

长方形石头 √ √  √ 

干草袋、谷物袋  √ √ √ 

纸球 √ √ √ √ 

花生酱（涂抹在玩具、墙等） √ √   

种植桶 √ √ √ √ 

香料等气味刺激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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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推荐种群比例 

 

物种 最小种群（繁育用） 最佳种群（繁育用） 展示用途种群 

白犀 1♂：2♀ 2♂：4♀（后备 1♂） 1♂：1♀或 0♂：2♀ 

黑犀 1♂：1♀ 2♂：2♀(2 对) 1♂：1♀或 0♂：2♀ 

印度犀 1♂：1♀ 2♂：2♀(2 对) 1♂：1♀或 0♂：2♀ 

注： 数据来源为国际犀牛基金会编制的Rhino Husbandry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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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各时期营养需求推荐值 

 

营养物质 生长期 成年 妊娠期/哺乳期 

消化能（Mcal/kg） 2.45～2.90 2.00 2.25～2.60 

粗蛋白（%） 12～15 8.00 10.00～13.00 

钙（%） 0.60 0.30 0.40 

磷（%） 0.30 0.20 0.30 

镁（%） 0.10 0.10 0.10 

钾（%） 0.30 0.30 0.40 

硒（mg/kg） 0.10 0.10 0.10 

维生素A（IU/kg） 2000.00 2000.00 3000.00 

维生素D（IU/kg） 800.00 300.00 600.00 

维生素E（IU/kg） 80.00 50.00 80.00 

注： 摘自NRC2007，表中数值为干物质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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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印度犀体况评估 

 

打 分 

部 位 
1 消 瘦 2 偏 瘦 3 良 好 4 理想型 5 肥 胖 

颈部 

颈部过窄，肩胛骨

明显，颈部韧带突

出，肩胛骨前部深

沟明显 

颈部较窄，扁平，

韧带明显，肩胛骨

前部沟状较明显 

颈部圆润，肩胛骨

前部呈轻微沟槽

状 

颈部圆润，肌肉明

显 

颈部圆润，肌肉较

多，厚实 

肩部 肩部骨骼明显 
扁平，骨骼轻微突

出 
扁平 圆润 

圆润，肌肉覆盖明

显 

肋骨 突出非常明显 突出较明显 肋骨肉眼可见 
肉眼不可见，皮肤

紧致 
肌肉覆盖明显 

脊柱 
背部凹槽明显，脊

柱特别突出 

背部可见呈凹槽

状，脊柱突出 
背部凹槽可见 

背部轻度突出，脊

柱轻度可见 
圆润，脊柱不可见 

腹部 
腹部明显紧缩，侧

面褶皱明显 

腹部紧缩，侧面褶

皱可见 

腹部轻度收缩，侧

面褶皱可见 

腹部紧致，侧面皱

褶偶见 

腹部明显扩张，侧

面无褶皱 

臀部 
明显凹陷，骨突明

显 
凹陷，骨突较明显 

轻微凹陷，骨突可

见 

紧实，骨突轻微可

见 
圆润，无骨突 

尾 部 骨骼突出明显 尾骨轻微突出 较窄 圆润 圆润，鼓起 

注： 该方法为印度犀5分制体况评估法，其他犀牛可参考使用，分别对每部分打分后最后得出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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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资料性） 

运输笼箱结构参考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