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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

涉及家畜养殖领域，主要解决传统的猪饲料化学

成品过多的问题；该猪饲料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

的原料：玉米55-72份、蚕豆35-41份、黄豆11-19

份、黑豆8-14份、米糠24-35份、剑麻鲜叶8-14份、

蔬菜汁46-53份、鱼骨提取物14-23份。本发明的

猪饲料采用纯天然的原料，不添加任何化学物

质，能够有效地保证生猪的健康，提高猪肉的食

用安全性，同时在增效组分蔬菜汁和鱼骨提取物

的协同作用下，使得饲料能够有效促进生猪发

育，且增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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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原料：玉米55-72

份、蚕豆35-41份、黄豆11-19份、黑豆8-14份、米糠24-35份、剑麻鲜叶8-14份、蔬菜汁46-53

份、鱼骨提取物14-23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

原料：玉米60-67份、蚕豆37-39份、黄豆13-17份、黑豆9-13份、米糠27-32份、剑麻鲜叶10-12

份、蔬菜汁48-52份、鱼骨提取物16-21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

原料：玉米64份、蚕豆38份、黄豆15份、黑豆11份、米糠29份、剑麻鲜叶11份、蔬菜汁50份、鱼

骨提取物19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蔬菜汁的制备方法

如下：称取上海青和香芹，剁碎后进行混合，然后加入质量倍是两者1.5倍的蒸馏水进行打

浆，离心分离后滤出菜渣即得。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鱼骨提取物的制备

方法如下：将鲫鱼鱼骨洗净，浸泡在醋酸软化，然后沥干，在软化后的鲫鱼鱼骨中加水和蛋

白酶，加温进行酶解，酶解温度为65℃，酶解时间5h，待酶解结束后进行过滤，即得。

6.一种如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1）将蔬菜汁均匀地喷洒在玉米、蚕豆、黄豆和黑豆的外表面，然后炒干，粉碎，过50目

筛，得到混合物A；

2）称取剑麻鲜叶，粉碎，分离后得到剑麻汁液和剑麻残渣；

3）将剑麻残渣烘干后进行粉碎，过50筛，得到剑麻粉末；

4）将剑麻粉末和米糠合并，充分混合，然后加入鱼骨提取物和剑麻汁液，再加入质量倍

是剑麻粉末和米糠4-7倍的蒸馏水，在104-114℃的环境下蒸煮，直至水分全部蒸发，得到混

合物B；

5）将混合物A和混合物B合并，混合均匀以后制成颗粒状物，即得。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

中在进行炒干时的温度为230-260℃。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170287 A

2



一种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家畜养殖领域，具体是一种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猪肉是我国人民的传统肉食品，猪肉年产量占肉类总产量的65％左右。二十世纪

以来，提高猪的生长速度和瘦肉率一直是畜牧工作者追求的主要目标，但过分地追求生长

速度和瘦肉率使猪肉品质下降。

[0003] 长期滥用和超量使用饲用抗生素等药物，对动物和人类健康已产生严重的影响。

首先，破坏动物肠道微生态平衡，直接影响动物健康、降低其抗病力；其次，易产生超级耐药

菌，使很多疾病难于控制和治愈，威胁动物和人类健康，最近报道的超级细菌已造成日本10

多人因无法医治而死亡的事件为人类再一次敲响了警钟；再者，抗生素的残留会降低畜禽

产品的安全性，直接影响我国畜禽产品的出口创汇，间接影响人类健康。

[0004]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对健康的关注度提高，安全、无药物残留的猪肉是

消费的发展方向，开发和推广应用无药物生长育肥猪饲料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为发展安

全、高效、优质的绿色养猪业具有重要意义，故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纯天然的猪饲料，不添加

任何化学成分，能够有效保护食用者的身体健康，同时也能够促进生猪发育。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及其制备方法，以解决上述背

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原料：玉米55-72份、蚕豆35-

41份、黄豆11-19份、黑豆8-14份、米糠24-35份、剑麻鲜叶8-14份、蔬菜汁46-53份、鱼骨提取

物14-23份。

[0008]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原料：玉米60-67份、蚕豆37-39

份、黄豆13-17份、黑豆9-13份、米糠27-32份、剑麻鲜叶10-12份、蔬菜汁48-52份、鱼骨提取

物16-21份。

[0009]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原料：玉米64份、蚕豆38份、

黄豆15份、黑豆11份、米糠29份、剑麻鲜叶11份、蔬菜汁50份、鱼骨提取物19份。

[0010]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蔬菜汁的制备方法如下：称取上海青和香芹，剁

碎后进行混合，然后加入质量倍是两者1.5倍的蒸馏水进行打浆，离心分离后得到蔬菜汁。

[0011]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鱼骨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如下：将鲫鱼鱼骨洗净，

浸泡在醋酸软化，然后沥干，在软化后的鲫鱼鱼骨中加水和蛋白酶，加温进行酶解，酶解温

度为65℃，酶解时间5h，待酶解结束后进行过滤，即得。

[0012] 所述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3] 1)将蔬菜汁均匀地喷洒在玉米、蚕豆、黄豆和黑豆的外表面，然后炒干，粉碎，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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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筛，得到混合物A；

[0014] 2)称取剑麻鲜叶，粉碎，分离后得到剑麻汁液和剑麻残渣；

[0015] 3)将剑麻残渣烘干后进行粉碎，过50筛，得到剑麻粉末；

[0016] 4)将剑麻粉末和米糠合并，充分混合，然后加入鱼骨提取物和剑麻汁液，再加入质

量倍是剑麻粉末和米糠4-7倍的蒸馏水，在104-114℃的环境下蒸煮，直至水分全部蒸发，得

到混合物B；

[0017] 5)将混合物A和混合物B合并，混合均匀以后制成颗粒状物，即得。

[0018]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步骤1)中在进行炒干时的温度为230-260℃。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本发明的猪饲料采用纯天然的原料，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能够有效地保证生猪

的健康，提高猪肉的食用安全性，同时在增效组分蔬菜汁和鱼骨提取物的协同作用下，使得

饲料能够有效促进生猪发育，且增效明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专利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地说明。

[0022] 实施例1

[0023] 一种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原料：玉米55份、蚕豆35份、

黄豆11份、黑豆8份、米糠24份、剑麻鲜叶8份、蔬菜汁46份、鱼骨提取物14份。

[0024] 所述蔬菜汁的制备方法如下：称取上海青和香芹，剁碎后进行混合，然后加入质量

倍是两者1.5倍的蒸馏水进行打浆，离心分离后滤出菜渣即得；

[0025] 所述鱼骨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如下：将鲫鱼鱼骨洗净，浸泡在醋酸软化，然后沥干，

在软化后的鲫鱼鱼骨中加水和蛋白酶，加温进行酶解，酶解温度为65℃，酶解时间5h，待酶

解结束后进行过滤，即得。

[0026] 本实施例中所述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1)将蔬菜汁均匀地喷洒在玉米、蚕豆、黄豆和黑豆的外表面，然后炒干，粉碎，过50

目筛，得到混合物A；

[0028] 2)称取剑麻鲜叶，粉碎，分离后得到剑麻汁液和剑麻残渣；

[0029] 3)将剑麻残渣烘干后进行粉碎，过50筛，得到剑麻粉末；

[0030] 4)将剑麻粉末和米糠合并，充分混合，然后加入鱼骨提取物和剑麻汁液，再加入质

量倍是剑麻粉末和米糠4倍的蒸馏水，在104℃的环境下蒸煮，直至水分全部蒸发，得到混合

物B；

[0031] 5)将混合物A和混合物B合并，混合均匀以后制成颗粒状物，即得。

[0032] 其中步骤1)中在进行炒干时的温度为230℃。

[0033] 实施例2

[0034] 一种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原料：玉米60份、蚕豆39份、

黄豆17份、黑豆13份、米糠32份、剑麻鲜叶12份、蔬菜汁52份、鱼骨提取物21份。

[0035] 所述蔬菜汁的制备方法如下：称取上海青和香芹，剁碎后进行混合，然后加入质量

倍是两者1.5倍的蒸馏水进行打浆，离心分离后滤出菜渣即得；

[0036] 所述鱼骨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如下：将鲫鱼鱼骨洗净，浸泡在醋酸软化，然后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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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软化后的鲫鱼鱼骨中加水和蛋白酶，加温进行酶解，酶解温度为65℃，酶解时间5h，待酶

解结束后进行过滤，即得。

[0037] 本实施例中所述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8] 1)将蔬菜汁均匀地喷洒在玉米、蚕豆、黄豆和黑豆的外表面，然后炒干，粉碎，过50

目筛，得到混合物A；

[0039] 2)称取剑麻鲜叶，粉碎，分离后得到剑麻汁液和剑麻残渣；

[0040] 3)将剑麻残渣烘干后进行粉碎，过50筛，得到剑麻粉末；

[0041] 4)将剑麻粉末和米糠合并，充分混合，然后加入鱼骨提取物和剑麻汁液，再加入质

量倍是剑麻粉末和米糠5倍的蒸馏水，在108℃的环境下蒸煮，直至水分全部蒸发，得到混合

物B；

[0042] 5)将混合物A和混合物B合并，混合均匀以后制成颗粒状物，即得。

[0043] 其中步骤1)中在进行炒干时的温度为240℃。

[0044] 实施例3

[0045] 一种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原料：玉米64份、蚕豆38份、

黄豆15份、黑豆11份、米糠29份、剑麻鲜叶11份、蔬菜汁50份、鱼骨提取物19份。

[0046] 所述蔬菜汁的制备方法如下：称取上海青和香芹，剁碎后进行混合，然后加入质量

倍是两者1.5倍的蒸馏水进行打浆，离心分离后滤出菜渣即得；

[0047] 所述鱼骨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如下：将鲫鱼鱼骨洗净，浸泡在醋酸软化，然后沥干，

在软化后的鲫鱼鱼骨中加水和蛋白酶，加温进行酶解，酶解温度为65℃，酶解时间5h，待酶

解结束后进行过滤，即得。

[0048] 本实施例中所述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9] 1)将蔬菜汁均匀地喷洒在玉米、蚕豆、黄豆和黑豆的外表面，然后炒干，粉碎，过50

目筛，得到混合物A；

[0050] 2)称取剑麻鲜叶，粉碎，分离后得到剑麻汁液和剑麻残渣；

[0051] 3)将剑麻残渣烘干后进行粉碎，过50筛，得到剑麻粉末；

[0052] 4)将剑麻粉末和米糠合并，充分混合，然后加入鱼骨提取物和剑麻汁液，再加入质

量倍是剑麻粉末和米糠6倍的蒸馏水，在110℃的环境下蒸煮，直至水分全部蒸发，得到混合

物B；

[0053] 5)将混合物A和混合物B合并，混合均匀以后制成颗粒状物，即得。

[0054] 其中步骤1)中在进行炒干时的温度为250℃。

[0055] 实施例4

[0056] 一种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原料：玉米67份、蚕豆39份、

黄豆17份、黑豆13份、米糠32份、剑麻鲜叶12份、蔬菜汁52份、鱼骨提取物21份。

[0057] 所述蔬菜汁的制备方法如下：称取上海青和香芹，剁碎后进行混合，然后加入质量

倍是两者1.5倍的蒸馏水进行打浆，离心分离后滤出菜渣即得；

[0058] 所述鱼骨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如下：将鲫鱼鱼骨洗净，浸泡在醋酸软化，然后沥干，

在软化后的鲫鱼鱼骨中加水和蛋白酶，加温进行酶解，酶解温度为65℃，酶解时间5h，待酶

解结束后进行过滤，即得。

[0059] 本实施例中所述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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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1)将蔬菜汁均匀地喷洒在玉米、蚕豆、黄豆和黑豆的外表面，然后炒干，粉碎，过50

目筛，得到混合物A；

[0061] 2)称取剑麻鲜叶，粉碎，分离后得到剑麻汁液和剑麻残渣；

[0062] 3)将剑麻残渣烘干后进行粉碎，过50筛，得到剑麻粉末；

[0063] 4)将剑麻粉末和米糠合并，充分混合，然后加入鱼骨提取物和剑麻汁液，再加入质

量倍是剑麻粉末和米糠7倍的蒸馏水，在108℃的环境下蒸煮，直至水分全部蒸发，得到混合

物B；

[0064] 5)将混合物A和混合物B合并，混合均匀以后制成颗粒状物，即得。

[0065] 其中步骤1)中在进行炒干时的温度为255℃。

[0066] 实施例5

[0067] 一种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原料：玉米72份、蚕豆41份、

黄豆19份、黑豆14份、米糠35份、剑麻鲜叶14份、蔬菜汁53份、鱼骨提取物23份。

[0068] 所述蔬菜汁的制备方法如下：称取上海青和香芹，剁碎后进行混合，然后加入质量

倍是两者1.5倍的蒸馏水进行打浆，离心分离后滤出菜渣即得；

[0069] 所述鱼骨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如下：将鲫鱼鱼骨洗净，浸泡在醋酸软化，然后沥干，

在软化后的鲫鱼鱼骨中加水和蛋白酶，加温进行酶解，酶解温度为65℃，酶解时间5h，待酶

解结束后进行过滤，即得。

[0070] 本实施例中所述促生产的纯天然猪饲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1] 1)将蔬菜汁均匀地喷洒在玉米、蚕豆、黄豆和黑豆的外表面，然后炒干，粉碎，过50

目筛，得到混合物A；

[0072] 2)称取剑麻鲜叶，粉碎，分离后得到剑麻汁液和剑麻残渣；

[0073] 3)将剑麻残渣烘干后进行粉碎，过50筛，得到剑麻粉末；

[0074] 4)将剑麻粉末和米糠合并，充分混合，然后加入鱼骨提取物和剑麻汁液，再加入质

量倍是剑麻粉末和米糠7倍的蒸馏水，在114℃的环境下蒸煮，直至水分全部蒸发，得到混合

物B；

[0075] 5)将混合物A和混合物B合并，混合均匀以后制成颗粒状物，即得。

[0076] 其中步骤1)中在进行炒干时的温度为260℃。

[0077] 对比例1：与实施例3相比，不含蔬菜汁，其他与实施例3相同。

[0078] 对比例2：与实施例3相比，不含鱼骨提取物，其他与实施例3相同。

[0079] 对比例3：与实施例3相比，不含蔬菜汁和鱼骨提取物，其他与实施例3相同。

[0080] 性能试验

[0081] 取重量相近的猪仔400头，随机分为8组，分别喂食实施例1-5和对比例1-3所对应

的猪饲料3个月，平均每日投喂饲料1.5kg，待3个月称取体重，与喂养前的体重进行对比，体

重取每组50头猪仔的平均值，同时记载腹泻指数，腹泻指数＝Σ腹泻仔猪头数/(试验仔猪

头数×试验天数)×100％，得到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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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0083]

[0084] 从实施例1-5和对比例1-3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本发明是在各组分，尤其是增效组

分蔬菜汁和鱼骨提取物的协同作用下发挥功效的。

[0085]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

[0086]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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