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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快速生长型仔猪后期预混合饲料及其

饲喂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快速生长型仔猪后期预

混合饲料及其饲喂方法，所述快速生长型仔猪后

期预混合饲料是指净能体系下的8％猪用预混

料，包括：鱼粉、膨化大豆、复合油脂、食盐、氯化

胆碱、去皮豆粕、葡萄糖、白砂糖、复合酶制剂、多

种微量元素、磷酸二氢钙、石粉、多维、蛋氨酸、苏

氨酸、色氨酸、赖氨酸、精氨酸、益生菌、沸石粉；

采用上述预混料制成的仔猪配合饲料适用于饲

喂阶段为20-50kg仔猪。本发明利用净能模式设

计饲料配方，其氨基酸平衡，营养全面，能有效提

高仔猪采食量，强化仔猪对饲料的消化和吸收能

力，降低应激，提高免疫能力，加快仔猪生长速

度，缩短生长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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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快速生长型仔猪后期预混合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快速生长型仔猪后期预混

合饲料为净能体系下的8％猪用预混料，包括以下原料，按重量百分比组成为：

其中，配方中氨基酸平衡比为：赖氨酸∶蛋氨酸∶色氨酸∶苏氨酸∶精氨酸＝100∶9∶5∶50∶

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速生长型仔猪后期预混合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鱼粉为进

口超级蒸汽干燥鱼粉，挥发性盐基氮小于90mg/100g；所述膨化大豆是经过粉碎和高温膨化

处理，大豆抗营养因子显著降低的膨化大豆粉；所述去皮豆粕的脲酶活性应不超过0.1mg/

(min·g)，粉碎粒度不大于1.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速生长型仔猪后期预混合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油脂

为大豆油与椰子油按1∶1比例混合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速生长型仔猪后期预混合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酶制

剂为包括植酸酶、淀粉酶和纤维素酶的混合酶制剂，酶活单位分别为：2000U/g、1.5×105U/

g和2×104U/g。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速生长型仔猪后期预混合饲料，其特征在于：多种微量元素

的组分及每1000g预混料中的添加量为：蛋氨酸锌6000-6500mg、酵母硒50-100mg、富马酸亚

铁6000-6500mg、蛋氨酸铜11000-12000mg、一水硫酸锰1400-1600mg、六水氯化钴600-

875mg、碘酸钙550-750mg。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速生长型仔猪后期预混合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多维的组

成成分为：维生素A：2.4×107-3×107IU/kg、维生素D3：7.0×106-7.2×106IU/kg、维生素E：

1.0×105-1 .5×105IU/kg、维生素K3：9-9.5g/kg、维生素C：1.3-1 .5g/kg、维生素B1：8.5-

9.0g/kg、维生素B2：25-26g/kg、维生素B6：13.5-14g/kg、维生素B12：0.10-0.11g/kg、生物

素：0.55-1.1g/kg、叶酸：4.0-4.5g/kg、D-泛酸：60-65g/kg、烟酰胺：100-120g/kg。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快速生长型仔猪后期预混合饲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益生菌为

酵母菌和乳酸菌的混合，其菌数浓度为2×109CFU/g。

8.如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快速生长型仔猪后期预混合饲料的饲喂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按照以下重量份的组分配制成仔猪配合饲料：玉米67-70份、豆粕18-21份、麸皮

0-3份、复合油脂0.5-1份、预混料8份，按照配比，将粉碎好的玉米、豆粕和麸皮、复合油脂与

所述预混料均匀混合，配制成粉状仔猪配合饲料，自动喂料器或人工给食，自由采食并提供

充足清洁饮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快速生长型仔猪后期预混合饲料的饲喂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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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玉米粉碎粒度为1.5mm，豆粕粉碎粒度为1.5mm，复合油脂为大豆油与椰子油按1∶1比例混

合而成。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快速生长型仔猪后期预混合饲料的饲喂方法，其特征在于：

制成的仔猪配合饲料适用于饲喂阶段为20-50kg仔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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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快速生长型仔猪后期预混合饲料及其饲喂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快速生长型仔猪后期预混合饲料及其饲喂方法，属于动物营养和

饲料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猪只在不同生长阶段，不同发育时期，对营养和能量的需求是动态变化的。断奶后

至育肥前这一阶段，称为仔猪期，仔猪在这个阶段的典型生理特点表现为：机体各组织、各

脏器功能发育尚不完善，尤其消化系统功能较弱，主要表现为胃、肠道体积较小，消化酶活

性低，胃酸分泌不足，肠道微生物菌群不平衡，导致这一阶段仔猪消化吸收能力较差，加之

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因此，这个阶段的仔猪体弱多病，护理难度大。

[0003] 传统配方设计理念，一般按照动物的消化能(DE)和代谢能(ME)系统设计饲料配

方。研究表明，消化能和代谢能系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均不能真实体现动物的“真”能估计

值，净能与消化能和代谢能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净能体系不但考虑了粪能、尿能与气体能

损失，还考虑了体增热损失，应用净能模式可使饲料的能量水平、赖氨酸与能量的比值、配

方成本、废氮排泄量、代谢产生热耗能均降到最低，而且净能模式更能有效地降低蛋白质的

水平，是衡量动物维持和生产所需要的能量的最佳指标，净能体系已经成为评定动物能量

需要和饲料营养价值的趋势。但净能的能量计算模式比较复杂，加之对一些特殊原料的能

量营养成分研究数据的缺乏，导致业界很多专业人士只能望而却步，不能很好地利用净能

体系这一工具。

[0004] 仔猪阶段是骨骼发育和肌肉生长的关键时期，生长机能旺盛，生长速度快，需要大

量的营养供给。这一阶段快速生长，对后期育肥至关重要，可以效缩短生长周期，提早出栏，

是提高养殖效益的良策。因此，一种适口性好、采食量大、消化吸收效果好，能够让仔猪快速

生长的饲料产品具有重要意义。

[0005] 仔猪要快速生长，采食量是前提，因此，饲料在合理供给营养的前提下，还要保证

适口性，在饲料中添加具诱食性强的饲料添加剂是提高仔猪采食量的常规方法，研究表明，

在饲料中适量添加鱼粉、血浆蛋白和乳清粉等动物源性添加剂，可以效提高仔猪的采食量。

为提高饲料的消化、吸收效果，必须考虑饲料中氨基酸平衡，所谓氨基酸平衡就是各种氨基

酸的数量和配比要符合动物生理需要，尤其是必需氨基酸的合理补充。研究表明，按照氨基

酸平衡模式配制的日粮，不但能够改善饲料的吸收效果，而且具有营养强化和保健作用。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快速生长型仔猪后期预混合饲料，利用净能模式设

计饲料配方，其氨基酸平衡，营养全面，能有效提高仔猪采食量，强化仔猪对饲料的消化和

吸收能力，降低应激，提高免疫能力，加快仔猪生长速度，缩短生长周期，同时也提供了一种

快速生长型仔猪预混合饲料的饲喂方法。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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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一种快速生长型仔猪后期预混合饲料，是指净能体系下的8％猪用预混合饲料，包

括以下原料，按重量百分比组成为：

[0009]

[0010] 其中，配方中氨基酸平衡比为：赖氨酸∶蛋氨酸∶色氨酸∶苏氨酸∶精氨酸＝100∶9∶5

∶50∶6。

[0011] 所述鱼粉为进口超级蒸汽干燥鱼粉，挥发性盐基氮小于90mg/100g。

[0012] 所述膨化大豆是经过粉碎和高温膨化处理，大豆抗营养因子显著降低的膨化大豆

粉。

[0013] 所述复合油脂为大豆油与椰子油按1∶1比例混合而成。

[0014] 所述去皮豆粕的脲酶活性应不超过0.1mg/(min·g)，粉碎粒度不大于1.0mm。

[0015] 所述复合酶制剂为包括植酸酶、淀粉酶和纤维素酶的混合酶制剂，酶活单位分别

为：2000U/g、1.5×105U/g和2×104U/g。

[0016] 所述多种微量元素的组分及每1000g预混料中的添加量为：蛋氨酸锌6000-

6500mg、酵母硒50-100mg、富马酸亚铁6000-6500mg、蛋氨酸铜11000-12000mg、一水硫酸锰

1400-1600mg、六水氯化钴600-875mg、碘酸钙550-750mg。

[0017] 所述多维的组成成分为：维生素A：2.4×107-3×107IU/kg、维生素D3：7.0×106-

7.2×106IU/kg、维生素E：1.0×105-1 .5×105IU/kg、维生素K3：9-9.5g/kg、维生素C：1.3-

1 .5g/kg、维生素B1：8.5-9.0g/kg、维生素B2：25-26g/kg、维生素B6：13.5-14g/kg、维生素

B12：0.10-0.11g/kg、生物素：0.55-1.1g/kg、叶酸：4.0-4.5g/kg、D-泛酸：60-65g/kg、烟酰

胺：100-120g/kg。

[0018] 所述益生菌为酵母菌和乳酸菌的混合，其菌数浓度为2×109CFU/g。

[001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快速生长型仔猪预混合饲料的饲喂方法，包括按照以下重量

份的组分配制成仔猪配合饲料：玉米67-70份、豆粕18-21份、麸皮0-3份、复合油脂0.5-1份、

预混料8份，按照配比，将粉碎好的玉米、豆粕和麸皮、复合油脂与所述预混料均匀混合，配

制成粉状仔猪配合饲料，自动喂料器或人工给食，自由采食并提供充足清洁饮水。

[0020] 所述的一种快速生长型仔猪预混合饲料的饲喂方法，所述玉米粉碎粒度为1.5mm，

豆粕粉碎粒度为1.5mm，复合油脂为大豆油与椰子油按1∶1比例混合而成。

[0021] 所述的一种快速生长型仔猪预混合饲料的饲喂方法，制成的仔猪配合饲料适用于

饲喂阶段为20-50kg仔猪。

[0022] 本发明针对仔猪生长发育的特点，结合大量的试验数据和研究报告，采用净能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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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设计配方，排除了基于代谢能和消化能模式的配方设计的弊端，能量分配更加科学合理，

营养互补易消化，氨基酸、矿物质设计平衡生长快，维生素、酶制剂添加全面吸收好，精制鱼

粉、白砂糖的添加增强诱食效果，适口性好，采食量大，配合使用复合酶制剂，有效改善饲料

的消化吸收能力，优化微生物菌群，提高免疫力，通过反复试验验证，本发明能够达到让仔

猪快速增长的实际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的内容，但本发明的

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0024] 实施例1

[0025] 一种净能系统下的8％快速生长型仔猪预混合饲料，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组

成：

[0026] 原料 重量百分比 原料 重量百分比

鱼粉 10％ 磷酸二氢钙 10％

膨化大豆 20％ 石粉 10％

复合油脂 4％ 多维 0.5％

食盐 4％ 蛋氨酸 0.6％

氯化胆碱 1％ 苏氨酸 3％

去皮豆粕 14％ 色氨酸 0.3％

葡萄糖 7％ 赖氨酸 6.5％

白砂糖 4％ 精氨酸 0.5％

复合酶制剂 1％ 益生菌 0.5％

多种微量元素 2.5％ 沸石粉 0.6％

[0027] 以上组分经自动单桨叶混合机进行充分混合，混合时间为5min，变异系数小于

5％。

[0028] 实施例1预混料中：粗蛋白质含量27.0％，钙含量不低于4.0％，总磷含量不低于

1.5％，食盐含量不低于2.5％。

[0029] 实施例2

[0030] 一种净能系统下的8％快速生长型仔猪预混合饲料，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组

成：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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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0033] 以上组分经自动单桨叶混合机进行充分混合，混合时间为5min，变异系数小于

5％。

[0034] 实施例2预混料中：粗蛋白质含量27.0％，钙含量不低于4.0％，总磷含量不低于

1.5％，食盐含量不低于2.5％。

[0035] 实施例3

[0036] 一种净能系统下的8％快速生长型仔猪预混合饲料，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组

成：

[0037] 原料 重量百分比 原料 重量百分比

鱼粉 15％ 磷酸二氢钙 10％

膨化大豆 15％ 石粉 11％

复合油脂 6％ 多维 0.5％

食盐 6％ 蛋氨酸 0.6％

氯化胆碱 1.2％ 苏氨酸 3％

去皮豆粕 10％ 色氨酸 0.3％

葡萄糖 8％ 赖氨酸 6.5％

白砂糖 3％ 精氨酸 0.5％

复合酶制剂 0.6％ 益生菌 0.3％

多种微量元素 2％ 沸石粉 0.5％

[0038] 以上组分经自动单桨叶混合机进行充分混合，混合时间为5min，变异系数小于

5％。

[0039] 实施例3预混料中：粗蛋白质含量27.0％，钙含量不低于4.0％，总磷含量不低于

1.5％，食盐含量不低于2.5％。

[0040] 对比例1

[0041] 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对比例1中配方设计是基于猪代谢能模式的预混料配

方，即降低鱼粉用量，增加去皮豆粕用量，所得预混料粗蛋白质含量高于实施例1。

[0042] 一种仔猪预混合饲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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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0045] 以上组分经自动单桨叶混合机进行充分混合，混合时间为5min，变异系数小于

5％。

[0046] 对比例1预混料中：粗蛋白质含量29.0％，钙含量不低于4.0％，总磷含量不低于

1.5％，食盐含量不低于2.5％。

[0047] 对比例2

[0048] 与实施例1和对比例1不同之处在于：对比例2中配方设计是基于猪消化能模式的

预混料配方，即降低鱼粉用量，进一步增加去皮豆粕用量，且氨基酸比例不平衡，所得预混

料粗蛋白质含量高于实施例1。

[0049] 一种仔猪预混合饲料，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

[0050] 原料 重量百分比 原料 重量百分比

鱼粉 8％ 磷酸二氢钙 10％

膨化大豆 20％ 石粉 8％

复合油脂 4％ 多维 0.5％

食盐 4％ 蛋氨酸 0.5％

氯化胆碱 1％ 苏氨酸 2％

去皮豆粕 22％ 色氨酸 3.5％

葡萄糖 7％ 赖氨酸 0.5％

白砂糖 4％ 精氨酸 0.5％

复合酶制剂 1％ 益生菌 0.5％

多种微量元素 2.5％ 沸石粉 0.5％

[0051] 以上组分经自动单桨叶混合机进行充分混合，混合时间为5min，变异系数小于

5％。

[0052] 对比例2预混料中：粗蛋白质含量30.0％，钙含量不低于4.0％，总磷含量不低于

1.5％，食盐含量不低于2.5％。

[0053] 试验例

[0054] 为验证本发明的对仔猪的快速生长效果，本发明在湖北省内大型猪场进行了仔猪

饲喂试验。

[0055] 试验方法：采用单因素随机试验，预选300头生长状况良好的25日龄断奶仔猪，随

机分成3组，分别编号为试验组1，试验组2，试验组3，每组100头，每组设置5个重复，每个重

复20头，仔猪初重在20-25kg之间，试验天数为30天。

[0056] 试验组1采食上述实施例1所得快速生长型仔猪预混料配制的全价料，全价料配制

重量份数为：玉米70份、豆粕20份、麸皮1份、复合油脂1份、预混料8份。

[0057] 试验组2采食上述对比例1所得基于猪代谢能模式下的仔猪预混料配制的全价料，

全价料配制重量份数同试验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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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试验组3采食上述对比例2所得基于猪消化能模式下的仔猪预混料配制的全价料，

全价料配制重量份数同试验组1。

[0059] 试验比对结果如下表所示：

[0060]

[0061] 结果表明，试验组1不但平均日增重高于试验组2和试验组3，而且试验组1的料肉

比低于试验组2和试验组3，说明净能模式下的预混料配方优于基于代谢能和消化能模式下

的饲料配方。其中，试验组3氨基酸比例没有设计平衡，在采食量与试验组1同一水平时，料

肉比显著高于试验组1。说明利用净能模式设计配方，可以达到让仔猪快速生长的效果，而

且能够节约成本，提高养殖效益，氨基酸平衡的日粮明显比不平衡的日粮消化、吸收好，生

长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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