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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利用农产品下脚料生

态无抗养殖黑山羊的方法，采用TMR全混合日粮

模式饲喂，所述TMR全混合日粮的精饲料与粗饲

料的重量配比为3‑5：5‑7；所述粗饲料为甘蔗尾

叶、茉莉花渣、金银花渣的混合物；先将所述粗饲

料投放到小型简易TMR生产装置中，搅拌处理10‑

15分钟，然后再将所述精饲料投放到小型简易

TMR生产装置中，继续搅拌处理5‑10分钟，停止搅

拌后取料饲喂黑山羊。本发明通过将甘蔗尾叶进

行预先切割粉碎处理，然后再与茉莉花渣、金银

花渣和精饲料一起混合揉搓研磨为全混合日粮

对山羊进行饲喂，确保山羊的营养均衡，提高山

羊免疫力，再与良种繁育、环境控制、卫生防疫相

结合，显著减少显著山羊疾病发生率，从而实现

绿色无抗生态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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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利用农产品下脚料生态无抗养殖黑山羊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TMR全混

合日粮饲喂，所述TMR全混合日粮的精饲料与粗饲料的重量配比为3‑5：5‑7；所述粗饲料为

甘蔗尾叶、茉莉花渣、金银花渣的混合物，所述甘蔗尾叶占所述TMR全混合日粮的重量百分

比为40％‑70％、所述茉莉花渣占所述TMR全混合日粮的重量百分比为1‑10％、所述金银花

渣占所述TMR全混合日粮的重量百分比为1‑10％；所述甘蔗尾叶采用青饲料收割粉碎机进

行预处理，粉碎为直径1‑3cm的粗饲料颗粒；所述精饲料为能量饲料原料、蛋白原料、微量元

素预混料和维生素预混料配制加工而成；

所述TMR全混合日粮的制备方法为：先将所述粗饲料投放到小型简易TMR生产装置中，

搅拌处理10‑15分钟，然后再将所述精饲料投放到小型简易TMR生产装置中，继续搅拌处理

5‑10分钟，停止搅拌后取料饲喂黑山羊；

所述青饲料收割粉碎机包括机座(1)、山地轮(2)、脚撑(3)、减速机(4)、机壳(5)、滚刀

(6)、上部下料斗(7)、前置导料槽(8)、导向槽板(9)、托架(10)及卸料槽(11)，所述山地轮

(2)和脚撑(3)分别安装于机座(1)的四周，所述减速机(4)和机壳(5)分别安装于机座(1)

上，所述滚刀(6)通过轴承座安装于机壳(5)内，且滚刀(6)的一端通过联轴器与减速机(4)

的输出轴端传动连接，所述上部下料斗(7)安装于机壳(5)的顶部，所述前置导料槽(8)安装

于机壳(5)的前侧，所述导向槽板(9)安装于前置导料槽(8)的两侧，所述托架(10)滑动连接

于导向槽板(9)上，所述卸料槽(11)安装于机壳(5)的后侧；所述山地轮(2)两两间通过联轴

相连接，且山地轮(2)位于机座(1)的底部；所述机座(1)的前后两侧设有耳孔座(12)，所述

脚撑(3)螺纹连接于耳孔座(12)上；所述机壳(5)内安装有篦条板(13)，且篦条板(13)环绕

滚刀(6)的外围设置并位于滚刀(6)的下部；

所述小型简易TMR生产装置，包括机体(16)、门体(17)以及驱动箱(18)，其特征在于：所

述机体(16)的底部开设有活动孔(161)，所述活动孔(161)的内部固定设置有稳定杆(162)，

所述稳定杆(162)的表面活动设置有调节杆(163)且调节杆(163)的顶部延伸至机体(16)的

内部并固定设置有揉搓板(164)；所述机体(16)的两侧均铰接有门体(17)，所述门体(17)的

内部通过弹簧活动设置有插板(174)，所述插板(174)远离弹簧的一端延伸至机体(16)的内

部，所述门体(17)的一侧固定设置有活动杆(175)；所述机体(16)的正面固定设置有驱动箱

(18)，所述驱动箱(18)的内部固定设置有电机(181)，所述电机(181)的输出端固定设置有

搅拌轴(182)，所述搅拌轴(182)的一端延伸至机体(16)的内部，所述搅拌轴(182)表面依次

固定设置有研磨盘(183)以及翻料板(184)，所述揉搓板(184)的内部与搅拌轴(182)的表面

活动连接，所述驱动箱(18)的内部活动设置有驱动轴(185)，所述驱动轴(185)与搅拌轴

(182)通过链条传动连接，所述驱动轴(185)的表面固定设置有迂回座(186)，所述调节杆

(163)的底部延伸至迂回座(186)的内部，所述迂回座(186)内壁的两侧分别设置有第一弧

形凸起(1861)以及第二弧形凸起(1862)；所述第一弧形凸起(1861)以及第二弧形凸起

(1862)呈错开设置，所述调节杆(163)的正面与第二弧形凸起(1862)的背面活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利用农产品下脚料生态无抗养殖黑山羊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上部下料斗(7)和卸料槽(11)均与机壳(5)相贯通，且上部下料斗(7)的顶部通过

铰链铰接有顶盖(1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利用农产品下脚料生态无抗养殖黑山羊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前置导料槽(8)与机壳(5)相贯通，所述前置导料槽(8)的内顶部呈倾斜状，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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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安装有辊筒(1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利用农产品下脚料生态无抗养殖黑山羊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门体(17)的一侧固定设置有把手(171)，所述把手(171)的表面通过连接绳(172)

活动设置有挂环(173)，所述机体(16)的两侧均固定设置有挂钩(16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利用农产品下脚料生态无抗养殖黑山羊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揉搓板(164)与研磨板(183)的相对面均固定设置有凸块，所述活动杆(175)远离

插板(174)的一端延伸至门体(17)的外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利用农产品下脚料生态无抗养殖黑山羊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机体(16)的正面以及背面均固定设置有支撑腿。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利用农产品下脚料生态无抗养殖黑山羊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活动孔(161)的内部固定设置有密封垫(165)，所述密封垫(165)的内部与调节杆

(163)的表面固定套接，所述密封垫(165)为橡胶垫。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利用农产品下脚料生态无抗养殖黑山羊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TMR全混合日粮的精饲料与粗饲料的重量配比为断奶羔羊5：5、成年羊4：6、妊娠

期母羊3：7。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利用农产品下脚料生态无抗养殖黑山羊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粗饲料中甘蔗尾叶：茉莉花渣：金银花渣的重量占TMR全混合日粮的百分比为断

奶羔羊48％：1％：1％；成年羊50％：5％：5％；妊娠期母羊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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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利用农产品下脚料生态无抗养殖黑山羊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畜牧养殖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基于利用农产品下脚料生态无抗养殖

黑山羊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批准用于养殖业的兽用抗菌药主要分为抗生素和合成抗菌药两大类。其

中抗生素主要品种有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等8类，共56个品种；合成抗菌药

主要品种有磺胺类、喹诺酮类及其他合成抗菌药共3类，共45个品种。抗菌药在畜牧养殖中

的应用目前受到极大挑战。全国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行动计划(2017—2020年)重点任务就

是实施“退出行动”，推动促生长用抗菌药物逐步退出。WHO也不断呼吁，减少食用动物中各

种重点抗菌药的使用，禁止对未发病的动物使用促生长和预防性抗菌药。除非是在同群中

诊断出了发病个体，否则不允许对健康动物使用抗菌药，即“无抗令”。目前所提倡的“无抗

养殖”，是指从种源选择、环境控制、养殖过程到最终的产品都实现绝对无抗养殖。

[0003] 为了实现无抗养殖，除了从兽药入手，强化科技支撑、加大兽用抗菌药替代药物的

研发力度外，加强牲畜自身健康管理和营养保障，从饲料方面实现“治未病”是效率更高、效

益更为显著的方法。

[0004] 广西是我国甘蔗主要产区，每年都产有大量的甘蔗尾叶，经测定每千克甘蔗尾叶

(干物质)含水量消化能5.68MJ、粗蛋白质3～6％，含糖量高，适口性好，是一种发展畜牧业

很好的饲料资源。特别是在甘蔗收获期(11月至翌年4月)，正值枯草期，利用甘蔗尾叶作青

粗饲料，可以解决牛羊越冬渡春饲料不足矛盾；然而，由于甘蔗叶体积大，水分、粗纤维含量

高、不易贮存，使甘蔗尾叶在我区养畜利用率还很低，需要对甘蔗尾叶的处理、保存与利用

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推广。目前甘蔗尾叶的利用方法有：切短后直接饲喂、切短后直接添加

0.5％的尿素饲喂、尿素青贮甘蔗尾叶等。由于甘蔗尾叶含糖量高、纤维素木质素含量高的

特点，容易引发山羊营养代谢病，如果添加尿素不当，还会造成中毒。

[0005] 广西同时也是全国最大的茉莉花和金银花产地，大量的茉莉花和金银花收获后用

于熏制茉莉花茶和金银花茶，或者提炼茉莉香精油和金银花香精油，仅使用了花朵内的挥

发性成分，因此茉莉花渣和金银花渣中营养成分含量高，植物黄酮和多糖类成分含量高，这

些生物活性成分都是能提高动物机体免疫力的，如果能开发成为饲料来饲喂牲畜，可以提

高牲畜的机体免疫力，减少甚至避免牲畜感染疾病，做到生态无抗养殖。

[0006] 茉莉花渣和金银花渣都不是常见的牲畜饲料，羊又非常挑食，要把茉莉花渣和金

银花渣成功地饲喂给羊，只能采用全混合日粮技术。全混合日粮(TMR)是一种将粗料、精料、

矿物质、维生素和其它添加剂充分混合，能够提供足够的营养以满足牛羊等反刍动物需要

的饲养技术，TMR饲养技术在配套技术措施和性能优良的TMR机械的基础上能够保证反刍动

物每采食一口日粮都是精粗比例稳定、营养浓度一致的全价日粮，能够解决牲畜挑嘴的问

题。目前这种成熟的反刍动物饲喂技术在以色列、美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已经普遍使用，

我国现正在逐渐推广使用。TMR设备昂贵，因此目前我国近在奶牛养殖上使用较为常见，奶

说　明　书 1/9 页

4

CN 113508781 A

4



牛进食量大，所需TMR设备功率高，进一步推高了进口大型TMR设备的价格。但是该技术原理

简单，精粗搭配给山羊饲喂同样科学合理，因此急需开发适合山羊养殖场使用的小型简易

TMR设备，以更低廉的价格满足山羊养殖场给山羊提供精粗配比科学稳定的全价日粮，提高

山羊养殖场生产效率。对广西山羊养殖场来说，使用苜蓿等高质量牧草的成本太高，当地最

好的粗饲料资源就是甘蔗尾叶、茉莉花渣、金银花渣等农产品下脚料，采用TMR技术能够充

分利用农产品下脚料解决养羊场的饲料来源问题。但是现有TMR成本太高，而且磨损大，但

进口奶牛养殖场用的TMR生产机械容量大，大多是采用气缸开门，气缸使用时需要配合气

源，这些非必需技术使得常规的TMR生产机械价格昂贵，对养殖规模偏小、采食量少的山羊

养殖场并不经济适用。

[0007] 另一方面，甘蔗尾叶体积大、粗纤维含量高、作为饲料利用时需要对相应的物料进

行切割粉碎处理，但运输加工过程占用了大量时间和劳动力，如果能将甘蔗尾叶在甘蔗田

收割后就进行粉碎，并且及时将粉碎的甘蔗尾叶与茉莉花渣和金银花渣作为粗饲料配制

TMR全混合日粮饲喂羊，将大大提高茉莉花渣和金银花渣的利用率，增强羊的免疫力，减少

甚至避免抗生素在养羊过程中的使用，实现无抗养殖。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基于利用农产品下脚料生态无抗养殖黑山羊的方法，采用特制

的青饲料收割粉碎机和小型简易TMR生产装置，将甘蔗尾叶、茉莉花渣和金银花渣用作粗饲

料原料，与精饲料一起制成TMR全混合日粮，可以显著提高各生长阶段黑山羊的健康状态，

减少黑山羊发病几率，从而实现无抗养殖。

[0009] 本发明的绿色生态无抗养殖黑山羊的方法，采用TMR全混合日粮饲喂，所述TMR全

混合日粮的精饲料与粗饲料的重量配比为3‑5：5‑7；所述粗饲料为甘蔗尾叶、茉莉花渣、金

银花渣的混合物，所述甘蔗尾叶占所述TMR全混合日粮的重量百分比为40％‑70％、所述茉

莉花渣占所述TMR全混合日粮的重量百分比为1‑10％、所述金银花渣占所述TMR全混合日粮

的重量百分比为1‑10％；所述甘蔗尾叶采用青饲料收割粉碎机进行预处理，粉碎为直径1‑

3cm的粗饲料颗粒；所述精饲料为能量饲料原料、蛋白原料、微量元素预混料和维生素预混

料配制加工而成；

[0010] 所述TMR全混合日粮的制备方法为：先将所述粗饲料投放到小型简易TMR生产装置

中，搅拌处理10‑15分钟，然后再将所述精饲料投放到小型简易TMR生产装置中，继续搅拌处

理5‑10分钟，停止搅拌后取料饲喂黑山羊；

[0011] 所述青饲料收割粉碎机包括机座、山地轮、脚撑、减速机、机壳、滚刀、上部下料斗、

前置导料槽、导向槽板、托架及卸料槽，所述山地轮和脚撑分别安装于机座的四周，所述减

速机和机壳分别安装于机座上，所述滚刀通过轴承座安装于机壳内，且滚刀的一端通过联

轴器与减速机的输出轴端传动连接，所述上部下料斗安装于机壳的顶部，所述前置导料槽

安装于机壳的前侧，所述导向槽板安装于前置导料槽的两侧，所述托架滑动连接于导向槽

板上，所述卸料槽安装于机壳的后侧；所述山地轮两两间通过联轴相连接，且山地轮位于机

座的底部；所述机座的前后两侧设有耳孔座，所述脚撑螺纹连接于耳孔座上；所述机壳内安

装有篦条板，且篦条板环绕滚刀的外围设置并位于滚刀的下部。

[0012] 所述小型简易TMR生产装置，包括机体、门体以及驱动箱，其特征在于：所述机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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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开设有活动孔，所述活动孔的内部固定设置有稳定杆，所述稳定杆的表面活动设置有

调节杆且调节杆的顶部延伸至机体的内部并固定设置有揉搓板；所述机体的两侧均铰接有

门体，所述门体的内部通过弹簧活动设置有插板，所述插板远离弹簧的一端延伸至机体的

内部，所述门体的一侧固定设置有活动杆；所述机体的正面固定设置有驱动箱，所述驱动箱

的内部固定设置有电机，所述电机的输出端固定设置有搅拌轴，所述搅拌轴的一端延伸至

机体的内部，所述搅拌轴表面依次固定设置有研磨盘以及翻料板，所述揉搓板的内部与搅

拌轴的表面活动连接，所述驱动箱的内部活动设置有驱动轴，所述驱动轴与搅拌轴通过链

条传动连接，所述驱动轴的表面固定设置有迂回座，所述调节杆的底部延伸至迂回座的内

部，所述迂回座内壁的两侧分别设置有第一弧形凸起以及第二弧形凸起；所述第一弧形凸

起以及第二弧形凸起呈错开设置，所述调节杆的正面与第二弧形凸起的背面活动连接。

[0013] 进一步，所述上部下料斗和卸料槽均与机壳相贯通，且上部下料斗的顶部通过铰

链铰接有顶盖。

[0014] 进一步，所述前置导料槽与机壳相贯通，所述前置导料槽的内顶部呈倾斜状，且其

上安装有辊筒。

[0015] 进一步，所述门体的一侧固定设置有把手，所述把手的表面通过连接绳活动设置

有挂环，所述机体的两侧均固定设置有挂钩。

[0016] 进一步，所述揉搓板与研磨板的相对面均固定设置有凸块，所述活动杆远离插板

的一端延伸至门体的外部。

[0017] 进一步，所述机体的正面以及背面均固定设置有支撑腿。

[0018] 进一步，所述活动孔的内部固定设置有密封垫，所述密封垫的内部与调节杆的表

面固定套接，所述密封垫为橡胶垫。

[0019] 优选地，所述TMR全混合日粮的精饲料与粗饲料的重量配比为断奶羔羊5：5、成年

羊4：6、妊娠期母羊3：7。

[0020] 优选地，所述粗饲料中甘蔗尾叶、茉莉花渣、金银花渣的重量占TMR全混合日粮的

百分比为断奶羔羊48％：1％：1％；成年羊50％：5％：5％；妊娠期母羊60％：5％：5％。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22] 1、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于利用农产品下脚料生态无抗养殖黑山羊的方法，通过将

甘蔗尾叶进行预先切割粉碎处理，然后再与茉莉花渣、金银花渣和精饲料一起混合揉搓研

磨为全混合日粮对山羊进行饲喂，确保山羊的营养均衡，提高山羊免疫力，再与良种繁育、

环境控制、卫生防疫相结合，显著减少显著山羊疾病发生率，从而实现绿色无抗生态养殖。

[0023] 2、本发明采用的特制的可以调节收割高度的青饲料收割粉碎机，加入的山地轮方

便适应不同的道路行走，可以推到田间地头去当场粉碎，同时利用脚撑可应对田间地头或

崎岖道路的不平整性，为该粉碎机工作时总体保持稳固效果。该可以调节收割高度的青饲

料收割粉碎机，针对的主要是甘蔗尾叶，将前置导料槽设计为可调节长度的，即在导向槽板

的作用下，托架可拉进拉出，这样用在甘蔗尾叶时可以承托住，不至于拖地而影响到进给

料，而用在其他短的饲草上可以收短一点。

[0024] 3、本发明采用特制的小型简易TMR生产装置，适用于南方山区的山羊养殖场，通过

设置研磨盘翻料板、揉搓板，启动电机带动驱动轴转动，驱动轴转动时通过迂回座带动揉搓

板前后移动，当揉搓板靠近研磨板时，揉搓板与研磨板相对面的凸块开始揉搓饲料，使得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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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破碎拉丝，对甘蔗尾叶特别适用。山羊喜欢吃的粗饲料为细长丝状，本小型简易TMR生

产装置就是采用揉搓研磨而不是切割的方式，将粗饲料揉搓拉丝，能有效减少现有TMR设备

的刀片磨损的问题，实现精饲料和粗饲料混合均匀，避免了出现分层，保证了混合效率。

[0025] 4、本发明的小型简易TMR生产装置，通过设置机体以及门体，通过把手拉动门体翻

转，使得混合后的饲料排出，并将挂环与挂钩套接，使得门体翻转后保持定位，该装置无需

采用气缸驱动门体，大大降低了加工成本且使得该装置体积也相对减小，符合经济效益，广

泛适用于一些小型养殖场。

[0026] 5、采用本发明的设备，能将甘蔗尾叶完全替代玉米秸秆或者青贮作为黑山羊粗饲

料，再配合茉莉花渣和金银花渣，通过精粗比3‑5：5‑7的全价日粮均衡黑山羊营养水平，避

免养殖过程中由于黑山羊挑食摄入精饲料过多导致的各种营养代谢病及其并发症，增强黑

山羊体质，提高黑山羊免疫力，减少黑山羊发病几率，再与环境消毒和日常防疫相结合，从

根本上解决黑山羊养殖过程中使用抗菌药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采用的青饲料收割粉碎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采用的青饲料收割粉碎机的局部剖视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采用的青饲料收割粉碎机的侧视图；

[0030] 图4为本发明采用的青饲料收割粉碎机的前置导料槽部结构示意图。

[0031] 图5为本发明采用的小型简易TMR生产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6为图5中A处的结构放大图；

[0033] 图7为本发明采用的小型简易TMR生产装置的机体结构侧剖图；

[0034] 图8为本发明采用的小型简易TMR生产装置的插板结构剖面图。

[0035] 图中：1、机座；2、山地轮；3、脚撑；4、减速机；5、机壳；6、滚刀；7、上部下料斗；8、前

置导料槽；9、导向槽板；10、托架；11、卸料槽；12、耳孔座；13、篦条板；14、顶盖；15、辊筒；16、

机体；161、活动孔；162、稳定杆；163、调节杆；164、揉搓板；165、密封垫；166、挂钩；17、门体；

171、把手；172、连接绳；173、挂环；174、插板；175、活动杆；18、驱动箱；181、电机；182、搅拌

轴；183、研磨盘；184、翻料板；185、驱动轴；186、迂回座；1861、第一弧形凸起；1862、第二弧

形凸起。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本发明的基于利用农产品下脚料生态无抗养殖黑山羊的方法，采用TMR全混合日

粮饲喂，所述TMR全混合日粮的精饲料与粗饲料的重量配比为3‑5：5‑7；所述粗饲料为甘蔗

尾叶、茉莉花渣、金银花渣的混合物，所述甘蔗尾叶占所述TMR全混合日粮的重量百分比为

40％‑70％、所述茉莉花渣占所述TMR全混合日粮的重量百分比为1‑10％、所述金银花渣占

所述TMR全混合日粮的重量百分比为1‑10％；所述甘蔗尾叶采用青饲料收割粉碎机进行预

处理，粉碎为直径1‑3cm的粗饲料颗粒；所述精饲料为能量饲料原料、蛋白原料、微量元素预

混料和维生素预混料配制加工而成；

[0037] 所述TMR全混合日粮的制备方法为：先将所述粗饲料投放到小型简易TMR生产装置

中，搅拌处理10‑15分钟，然后再将所述精饲料投放到小型简易TMR生产装置中，继续搅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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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5‑10分钟，停止搅拌后取料饲喂黑山羊；

[0038] 请参阅图1‑图4，本发明同时公开了一种可以调节收割高度的青饲料收割粉碎机，

包括机座1、山地轮2、脚撑3、减速机4、机壳5、滚刀6、上部下料斗7、前置导料槽8、导向槽板

9、托架10及卸料槽11，所述山地轮2和脚撑3分别安装于机座1的四周，加入的山地轮2方便

适应不同的道路行走，可以推到田间地头去当场粉碎，同时利用脚撑3可应对田间地头或崎

岖道路的不平整性，为该粉碎机工作时总体保持稳固效果，所述减速机4和机壳5分别安装

于机座1上，所述滚刀6通过轴承座安装于机壳5内，且滚刀6的一端通过联轴器与减速机4的

输出轴端传动连接，所述上部下料斗7安装于机壳5的顶部，所述前置导料槽8安装于机壳5

的前侧，所述导向槽板9安装于前置导料槽8的两侧，所述托架10滑动连接于导向槽板9上，

针对一些地区的青饲料主要是甘蔗尾叶，将前置导料槽8设计为可调节长度的，即在导向槽

板9的作用下，托架10可拉进拉出，这样用在甘蔗尾叶时可以承托住，不至于拖地而影响到

进给料，而用在其他短的饲草上可以收短一点，所述卸料槽11安装于机壳5的后侧。

[0039] 所述山地轮2两两间通过联轴相连接，且山地轮2位于机座1的底部。加入的山地轮

2方便适应不同的道路行走，可以推到田间地头去当场粉碎。

[0040] 所述机座1的前后两侧设有耳孔座12，所述脚撑3螺纹连接于耳孔座12上。通过脚

撑3和耳孔座12的配合，可对脚撑3进行上下升降调整，可应对田间地头或崎岖道路的不平

整性，为该粉碎机工作时总体保持稳固效果。

[0041] 所述机壳5内安装有篦条板13，且篦条板13环绕滚刀6的外围设置并位于滚刀6的

下部。篦条板13上的篦条其在机壳5中的作用是对粉碎时的物料进行筛分，控制物料的粒

度。

[0042] 具体的，所述上部下料斗7和卸料槽11均与机壳5相贯通，且上部下料斗7的顶部通

过铰链铰接有顶盖14。上部下料斗7可用于投放其他的物料，也可通过其视察机壳5的内粉

碎情况，顶盖14起到在粉碎时密封作用，因制作的青贮带有酸性，最好在整机内壁喷涂防腐

蚀漆，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0043] 具体的，所述前置导料槽8与机壳5相贯通，所述前置导料槽8的内顶部呈倾斜状，

且其上安装有辊筒15。通过增加导向槽板9和架10将前置导料槽8设计为可调节长度的，针

对甘蔗尾叶时可以承托住，不至于拖地而影响到进给料，辊筒15起到一定的送给、导向作

用。

[0044] 请参阅图5‑8，本发明同时公开了一种小型简易TMR生产装置，所述小型简易TMR生

产装置，包括机体16、门体17以及驱动箱18，所述机体16的底部开设有活动孔161，所述活动

孔161的内部固定设置有稳定杆162，所述稳定杆162的表面活动设置有调节杆163且调节杆

163的顶部延伸至机体16的内部并固定设置有揉搓板164；所述机体16的两侧均铰接有门体

17，所述门体17的内部通过弹簧活动设置有插板174，所述插板174远离弹簧的一端延伸至

机体16的内部，所述门体17的一侧固定设置有活动杆175；所述机体16的正面固定设置有驱

动箱18，所述驱动箱18的内部固定设置有电机181，所述电机181的电源接口设置在驱动箱

18上，所述电机181的输出端固定设置有搅拌轴182，所述搅拌轴182的一端延伸至机体16的

内部，所述搅拌轴182表面依次固定设置有研磨盘183以及翻料板184，所述揉搓板184的内

部与搅拌轴182的表面活动连接，所述驱动箱18的内部活动设置有驱动轴185，所述驱动轴

185与搅拌轴182通过链条传动连接，所述驱动轴185的表面固定设置有迂回座186，所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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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杆163的底部延伸至迂回座186的内部，所述迂回座186内壁的两侧分别设置有第一弧形

凸起1861以及第二弧形凸起1862；所述第一弧形凸起1861以及第二弧形凸起1862呈错开设

置，所述调节杆163的正面与第二弧形凸起1862的背面活动连接。

[0045] 使用时，驱动轴185转动时带动迂回座186进行转动，第二弧形凸起1862抵触调节

杆163时，使得调节杆163向后移动，使得揉搓板164远离研磨板，当第一弧形凸起1861随着

转动抵触调节杆163时，使得揉搓板164靠近研磨板，通过迂回座186可带动揉搓板164前后

往复运动，反复揉搓研磨甘蔗尾叶，使甘蔗尾叶颗粒破碎拉丝，同时也对茉莉花渣和金银花

渣进行揉搓研磨，使甘蔗尾叶、茉莉花渣和金银花渣与精饲料充分混合，避免分层，进一步

保证了饲料混合效果。

[0046] 具体的，所述门体17的一侧固定设置有把手171，所述把手171的表面通过连接绳

172活动设置有挂环173，所述机体16的两侧均固定设置有挂钩166。通过把手171拉动门体

17翻转，使得混合后的TMR饲料排出，并将挂环173与挂钩166套接，使得门体17翻转后保持

定位，该装置无需采用气缸驱动门体17，大大降低了加工成本，且使得该装置体积也相对减

小，保证了该装置的实用性。

[0047] 具体的，所述揉搓板164与研磨板183的相对面均固定设置有凸块；凸块之间的互

相研磨揉搓使得粗饲料被挤压破碎拉丝，改变了现有大型TMR设备用刀片混合搅碎粗饲料

的方式。

[0048] 具体的，所述活动杆175远离插板174的一端延伸至门体17的外部。该设计方便门

体开合。

[0049] 具体的，所述机体16的正面以及背面均固定设置有支撑腿。支撑腿用于对机体16

进行支撑，保证了机体16运行时的稳定性。

[0050] 具体的，所述活动孔161的内部固定设置有密封垫165，所述密封垫165的内部与调

节杆163的表面固定套接，所述密封垫165为橡胶垫。调节杆163移动时带动密封垫165进行

拉伸或收缩，密封垫165的设置，避免了饲料通过活动孔161泄漏至驱动箱18的内部，同时不

影响调节杆163的移动，保证了该装置的实用性。

[0051] 在使用时，通过该小型简易TMR生产装置的机体16顶部的开口加入需要混合的精

饲料和粗饲料，启动电机181带动搅拌轴182和驱动轴185转动，驱动轴185转动时带动翻料

板184翻动饲料，驱动轴185转动时带动迂回座186进行转动，第二弧形凸起1862抵触调节杆

163时，使得调节杆163向后移动，使得揉搓板164远离研磨板，当第一弧形凸起1861随着转

动抵触调节杆163时，使得揉搓板164靠近研磨板，当揉搓板164靠近研磨板时，揉搓板164与

研磨板相对面的凸块开始揉搓研磨饲料，将直径较粗的粗饲料压碎拉丝，到一定细度后，才

能保证精饲料和粗饲料混合均匀，混合完成后，通过活动杆175拉动插板174压缩弹簧，同时

插板174从机体16的内部脱离，通过把手171拉动门体17翻转，使得混合后的饲料排出，并将

挂环173与挂钩166套接，使得门体17翻转后保持定位。

[0052] 搅拌的揉搓混合时间因饲料原料种类而异，其中粗饲料的种类、颗粒大小等是关

键因素。采用本发明提供的可以调节收割高度的青饲料收割粉碎机，可推到田间地头直接

收割粉碎，粉碎好的甘蔗尾叶，可以直接用于制备TMR或者青贮，也可以晾晒干燥后收储保

存备用，在田间地头的粉碎工作节约了收割存储和运输的时间，而且本青饲料收割粉碎机

可以调节高度，适合广西山区地面条件，非常适用。

说　明　书 6/9 页

9

CN 113508781 A

9



[0053] 另一方面，山羊比较挑食，天性喜欢较细的草，用甘蔗尾叶制备TMR时，粉碎为1‑

3cm的颗粒作为粗饲料原料效果最优，采用本发明的适用于南方山羊养殖场的小型简易TMR

生产装置，除混合外，揉搓和研磨的功能比较强大，是专门针对甘蔗尾叶这种纤维木质化程

度高的粗饲料制备的；制备TMR时精粗比3‑5：5：7效果最优；由于甘蔗尾叶纤维素木质素比

较高，本发明采用先将甘蔗尾叶进行揉搓研磨预处理，再加入精饲料制备TMR的方法，这种

方法比将精粗饲料同时加入的效果好。

[0054] 采用本发明的方法养殖黑山羊时，所述粗饲料中甘蔗尾叶、茉莉花渣、金银花渣的

重量占TMR全混合日粮的百分比为断奶羔羊48％：1％：1％；成年羊50％：5％：5％；妊娠期母

羊60％：5％：5％。茉莉花渣和金银花渣由于具有一定的苦味，且性凉，在断奶羔羊中使用量

不宜过多，否则也有可能导致羔羊腹泻；在成年羊和妊娠期母羊中使用量占TMR全混合日粮

的百分比以5％为最佳，就算经过预处理去除苦味，茉莉花渣和金银花渣的总和最高使用量

也不宜超过20％。

[0055] 实验1：采用本发明的方法，按4：6的精粗比制备TMR全混合日粮，所述精料采用市

售常规成年羊精料补充料，所述粗饲料中甘蔗尾叶：茉莉花渣：金银花渣的重量占TMR全混

合日粮的百分比为50％：5％：5％；以10头成年黑山羊为饲养对象进行饲喂实验，观察不同

混合方式和时间的TMR全混合日粮混合情况、饲喂剩料情况，确定最优加工方式和时间(如

下表)：

[0056] 表1不同精粗料加料顺序和TMR处理时间对比

[0057]

[0058]

[0059] 剩料少说明TMR全混合日粮适合黑山羊口味，特别是茉莉花渣和金银花渣，在揉搓

研磨的作用下能与精料充分混合，并且均匀粘在拉成细丝的粗料上，能确保被黑山羊食入，

才能确保黑山羊食入制定的日粮营养，使黑山羊营养均衡，减少发病率，才能真正实现绿色

生态无抗养殖黑山羊。根据上述实验，优选所述TMR全混合日粮的制备方法为：先将所述粗

饲料投放到小型简易TMR生产装置中，处理10‑15分钟，然后再将所述精饲料投放到小型简

易TMR生产装置中，继续处理5‑10分钟，停止搅拌后取料饲喂黑山羊。

说　明　书 7/9 页

10

CN 113508781 A

10



[0060] 实验2：

[0061] 采用本发明的方法，按5：5的精粗比制备TMR全混合日粮，所述精料采用市售常规

断奶羔羊精料补充料，所述粗饲料中甘蔗尾叶、茉莉花渣、金银花渣的重量占TMR全混合日

粮的百分比为断奶羔羊48％：1％：1％；然后以20头断奶羔羊为饲养对象进行饲喂试验，分

为两组，每组10头，试验组饲喂TMR全混合日粮，对照组饲喂同等重量配制的日粮但未进行

TMR处理，试验期为1个月，观察剩料情况和试验期羔羊腹泻发病率。

[0062] 表2  TMR处理对断奶羔羊腹泻发病率的影响

[0063]

[0064]

[0065] 精粗料未进行TMR处理的情况下，羔羊会把精料都吃光，由于茉莉花渣和金银花渣

的特殊气味及苦味，羔羊不会主动采食，对照组羔羊摄入的日粮精粗比不能符合断奶羔羊

生长的需求，导致营养代谢紊乱，免疫力下降，羔羊腹泻发病率较高。而试验组由于采用了

TMR全混合日粮技术，避免了羔羊挑食，不仅把粗料都吃光，而且茉莉花渣和金银花渣也都

被食入，发挥了中药类植物黄酮和多糖的治未病作用，试验组羔羊不仅未发生腹泻，其他羔

羊常见病也未发生，羔羊身体健壮，长势良好。

[0066] 实验3：

[0067] 采用本发明的方法，按3：7的精粗比制备TMR全混合日粮，所述精料采用市售常规

妊娠期母羊精料补充料，所述粗饲料中甘蔗尾叶：茉莉花渣：金银花渣的重量占TMR全混合

日粮的百分比为60％：5％：5％；然后以10头妊娠期母羊为饲养对象进行饲喂试验，分为两

组，每组5头，试验组饲喂TMR全混合日粮，对照组饲喂同等重量配制的日粮但未进行TMR处

理，试验期为1个月，观察剩料情况和妊娠期母羊发病率。

[0068] 表3  TMR对妊娠期母羊腹泻发病率的影响

[0069]

[0070]

[0071] 妊娠期母羊比成年羊吃得多，但是这个时期不仅要保证营养摄入，还要确保每天

摄入足够的纤维素才能保证胎儿健康，因此供给的粗料量比成年羊要多。妊娠期母羊常见

的疾病为腹泻或便秘，都是与日粮有关。本试验中，用甘蔗尾叶、茉莉花渣和金银花渣为粗

料，采用TMR调配全混合日粮，保证妊娠期母羊食入，腹泻或便秘都未发生。而对照组采用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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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混合的方式饲喂，母羊把精料都舔食干净，然后才开始吃粗料，因此粗料剩料较多，且母

羊能把茉莉花渣和金银花渣都挑出来不食入，起不到提高免疫力的效果。

[0072] 从以上试验可见，要想实现生态无抗饲养黑山羊，在饲料中加入一些含较多植物

黄酮和多糖的有助于提高免疫力的农产品下脚料作为饲料原料可以实现，但是如茉莉花渣

和金银花渣这样的饲料原料有特殊气味和一定的苦味，如果自由采食则会被山羊挑出不

食，起不到生态养殖的效果，只有采用TMR技术，将茉莉花渣和金银花渣与带有甜味的甘蔗

尾叶共同揉搓研磨，使茉莉花渣和金银花渣碎片与拉成细丝的甘蔗尾叶纤维混合在一起，

再与山羊爱吃的精料补充料一起混合，才能保证山羊能食入，从而实现治未病的保健效果，

实现生态无抗养殖黑山羊。

[0073]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

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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