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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麻香猪的养殖方法，其选择

普通肉猪为养殖主体，采用亚麻饲料、苎麻饲料

和芦笋饲料养殖而成。本发明以普通肉猪为养殖

主体，通过亚麻饲料、苎麻饲料和芦笋饲料的协

同作用，完成以食养猪的形式来培养营养丰富、

自带麻香味的肉猪品种。通过肉猪生长的不同时

期配制合理的喂养饲料，养殖的特种猪个体比其

它特种香猪个体大，出栏时间短，屠宰率为75.8%

左右。本方法养殖的特种猪，肉嫩味香，烹饪后自

带麻香味，其肉的蛋白质含量、氨基酸、钙磷元

素、维生素含量等均高于或者与现有特种香猪持

平，属于一种人工培育的新型肉品猪。而且本发

明养殖成本较现有特种猪养殖成本低，可圈养可

放养，养殖方法简单，风险低、收益高，市场前景

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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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麻香猪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它选择普通肉猪为养殖主体，采用亚麻饲料、苎 

麻饲料和芦笋饲料养殖而成，其中：  所述的亚麻饲料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制成：亚麻

籽粕  58-70%、亚麻根  10-18%、亚麻  茎叶  15-30%；各原料按比例粉碎并混合后通过发酵工

艺制成发酵饲料现食或者干燥制粒储藏 投喂；  所述的苎麻饲料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

制成：苎麻叶  40-55%、苎麻籽粕  35-48%、苎麻  根  10-12%；各原料按比例粉碎并混合后通

过发酵工艺制成发酵饲料现食或者干燥制粒储藏投 喂；  所述的芦笋饲料由以下重量百分

比的原料制成：芦笋肉质贮藏根  70-85%、芦笋芽  15-30%；  各原料按比例粉碎混合并上锅

蒸熟现食或者干燥制粒储藏投喂；  具体养殖方法如下：  1）幼猪期：亚麻饲料、苎麻饲料和

芦笋饲料的投喂比例为  3：3：4，三种饲料的日投喂  量占全日饲料投喂量的  80-90%；  2）架

子期：亚麻饲料、苎麻饲料和芦笋饲料的投喂比例为  5：4：1，三种饲料的日投喂  量占全日

饲料投喂量的  65-75%；  3）肥育期：亚麻饲料、苎麻饲料和芦笋饲料的投喂比例为  4：3：3，

三种饲料的日投喂  量占全日饲料投喂量的  70-80%，60kg 以上即可出栏上市；  该方法养

殖的猪肉具有麻香味。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麻香猪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亚麻饲料由以下重

量百 分比的原料制成： 亚麻籽粕  65%、亚麻根  15%、亚麻茎叶  20%。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麻香猪的养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苎麻饲料由以下重

量百 分比的原料制成：  苎麻叶  48%、苎麻籽粕  40%、苎麻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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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麻香猪的养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特种猪的养殖方法，特别指一种麻香猪的养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香猪，又名"迷你猪"，以体小早熟，肉味鲜，闻名全国。其中以来自国家农业部门授

予"中国香猪之乡"贵州黔东南地区的从江香猪、剑白香猪，和靠近贵州黔东南地区广西的

巴马香猪最为著名，另还有环江香猪、藏香猪等品种。香猪作为肉食品，其具有与现代人生

活理念的一致性。它是一种高蛋白低能量食品，而且营养全面，富含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微

量元素，非常适宜制作老年食品,完全符合人体生理需要和健康需求。饲养香猪以喂青绿饲

料为主，以保证猪肉香味纯正。香猪的饲料以粗料为主，粉碎后的秸秆、花生壳、花生秧、干

红薯秧等都可作为主料，菜藤、红萝卜、嫩草、树叶等都可作为青绿饲料。常用猪饲料有玉

米、小麦、稻谷、麦麸、米糠、豆饼、花生饼等。

[0003] 但是，香猪的品种多是通过生物学方式获得，比如近亲繁殖、特定交配等方法培养

而来，都属矮小猪种，养殖时引种成本高，养殖风险大，增收不明显。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背景技术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加以改进和创新，提供一种麻

香猪的养殖方法。

[0005] 本发明选择普通肉猪为养殖主体，采用亚麻饲料、苎麻饲料和芦笋饲料养殖而成。

[000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的亚麻饲料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制成：亚麻籽粕

58-70%、亚麻根10-18%、亚麻茎叶15-30%；各原料按比例粉碎并混合后通过发酵工艺制成发

酵饲料现食或者干燥制粒储藏投喂。

[0007] 优选的，所述的亚麻饲料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制成：亚麻籽粕65%、亚麻根

15%、亚麻茎叶20%。

[000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的苎麻饲料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制成：苎麻叶40-

55%、苎麻籽粕35-48%、苎麻根10-12%；各原料按比例粉碎并混合后通过发酵工艺制成发酵

饲料现食或者干燥制粒储藏投喂。

[0009] 优选的，所述的苎麻饲料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制成：苎麻叶48%、苎麻籽粕

40%、苎麻根12%。

[001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的芦笋饲料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制成：芦笋肉质

贮藏根70-85%、芦笋芽15-30%；各原料按比例粉碎混合并上锅蒸熟现食或者干燥制粒储藏

投喂。

[001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该方法亚麻饲料、苎麻饲料和芦笋饲料的投喂方法具体如

下：

[0012] 1、幼猪期：亚麻饲料、苎麻饲料和芦笋饲料的投喂比例为3：3：4，三种饲料的日投

喂量占全日饲料投喂量的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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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2、架子期：亚麻饲料、苎麻饲料和芦笋饲料的投喂比例为5：4：1，三种饲料的日投

喂量占全日饲料投喂量的65-75%。

[0014] 3、肥育期：亚麻饲料、苎麻饲料和芦笋饲料的投喂比例为4：3：3，三种饲料的日投

喂量占全日饲料投喂量的70-80%，60kg以上即可出栏上市。

[0015] 本发明方法养殖的猪肉具有麻香味。

[0016] 本发明采用饲料各原料的功效和作用：

[0017] 亚麻，是古老的韧皮纤维作物和油料作物。亚麻种子含油35～45%，其中亚油酸含

量为10～16%，碘价155～187，油质优良,营养价值高，可供食用、医药和工业原料用。油粕可

作牲畜饲料；亚麻籽榨油后的饼粕含蛋白质23—33%，残存油分在8.6%以上，是良好的家畜

饲料。种子：味甘，性微温；润燥通便，养血祛风。根：昧甘、辛，性平；平肝，补虚，活血。茎叶：

味辛，性平；祛风解毒，止血。

[0018] 苎麻，属荨麻科植物。苎麻叶是蛋白质含量较高、营养丰富的饲料，还可止血，治创

伤。麻根含有"苎麻酸"的药用成份，具有利尿解热作用。根、叶并用治急性淋浊、尿道炎出血

等症。种子可榨油，供制肥皂和食用，性寒，味甘，解毒。

[0019] 芦笋又名"荻笋"、"南荻笋"，为百合科植物石刁柏的嫩芽，富含多种氨基酸、蛋白

质和维生素，其含量均高于一般水果和菜蔬，特别是芦笋中的天冬酰胺和微量元素硒、钼、

铬、锰等，具有调节机体代谢，提高免疫力的功效，在对高血压、心脏病、白血病、血癌、水肿、

膀胱炎等的预防和治疗中，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和药理效应。芦笋为须根系，由肉质贮藏根

和须状吸收根组成。芦笋营养丰富，尤其是嫩茎的顶尖部分，各种营养物质含量最为丰富。

[0020] 本发明的优点及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以普通肉猪为养殖主体，通过亚麻饲料、苎麻饲料和芦笋饲料的协同作用，

完成以食养猪的形式来培养营养丰富、自带麻香味的肉猪品种。通过肉猪生长的不同时期

配制合理的喂养饲料，养殖的特种猪个体比其它特种香猪个体大，出栏时间短，屠宰率为

75.8%左右。本方法养殖的特种猪，肉嫩味香，烹饪后自带麻香味，其肉的蛋白质含量、氨基

酸、钙磷元素、维生素含量等均高于或者与现有特种香猪持平，属于一种人工培育的新型肉

品猪。而且本发明养殖成本较现有特种猪养殖成本低，可圈养可放养，养殖方法简单，风险

低、收益高，市场前景广阔。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给出了本发明的几个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

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所描述的实施例。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

发明的公开内容更加透彻全面。

[0023]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中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技

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的实施目的，不是

旨在于限制本发明。

[0024] 实施例1：

[0025] 一、配制饲料：

[0026] 1、亚麻饲料：按重量百分比取60%亚麻籽粕、15%亚麻根和25%亚麻茎叶，粉碎并混

合后通过发酵工艺制成发酵饲料现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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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2、苎麻饲料：按重量百分比取55%苎麻叶、35%苎麻籽粕和10%苎麻根，粉碎并混合

后通过发酵工艺制成发酵饲料现食。

[0028] 3、芦笋饲料：按重量百分比取75%芦笋肉质贮藏根和25%芦笋芽，粉碎混合并上锅

蒸熟现食。

[0029] 二、喂养：

[0030] 1、幼猪期：亚麻饲料、苎麻饲料和芦笋饲料按3：3：4的比例混合投喂，三种饲料的

日投喂量占全日饲料投喂量的80%。

[0031] 2、架子期：亚麻饲料、苎麻饲料和芦笋饲料按5：4：1的比例混合投喂，三种饲料的

日投喂量占全日饲料投喂量的65%。

[0032] 3、肥育期：亚麻饲料、苎麻饲料和芦笋饲料按4：3：3的比例混合投喂，三种饲料的

日投喂量占全日饲料投喂量的80%，60kg以上即可出栏上市。

[0033] 实施例2：

[0034] 一、配制饲料：

[0035] 1、亚麻饲料：按重量百分比取65%亚麻籽粕、15%亚麻根和20%亚麻茎叶，粉碎并混

合后通过发酵工艺制成发酵饲料，再干燥制粒储藏投喂。

[0036] 2、苎麻饲料：按重量百分比取48%苎麻叶、40%苎麻籽粕和12%苎麻根，粉碎并混合

后通过发酵工艺制成发酵饲料，再干燥制粒储藏投喂。

[0037] 3、芦笋饲料：按重量百分比取70%芦笋肉质贮藏根和30%芦笋芽，粉碎混合并上锅

蒸熟，财干燥制粒储藏投喂。

[0038] 二、喂养：

[0039] 1、幼猪期：亚麻饲料、苎麻饲料和芦笋饲料的投喂比例为3：3：4，三种饲料的日投

喂量占全日饲料投喂量的85%。

[0040] 2、架子期：亚麻饲料、苎麻饲料和芦笋饲料的投喂比例为5：4：1，三种饲料的日投

喂量占全日饲料投喂量的70%。

[0041] 3、肥育期：亚麻饲料、苎麻饲料和芦笋饲料的投喂比例为4：3：3，三种饲料的日投

喂量占全日饲料投喂量的75%，60kg以上即可出栏上市。

[0042] 实施例3：

[0043] 一、配制饲料：

[0044] 1、亚麻饲料：按重量百分比取70%亚麻籽粕、10%亚麻根和20%亚麻茎叶，粉碎并混

合后通过发酵工艺制成发酵饲料，再干燥制粒储藏投喂。

[0045] 2、苎麻饲料：按重量百分比取50%苎麻叶、38%苎麻籽粕和12%苎麻根，粉碎并混合

后通过发酵工艺制成发酵饲料，再干燥制粒储藏投喂。

[0046] 3、芦笋饲料：按重量百分比取80%芦笋肉质贮藏根和20%芦笋芽，粉碎混合并上锅

蒸熟，干燥制粒储藏投喂。

[0047] 二、喂养：

[0048] 1、幼猪期：亚麻饲料、苎麻饲料和芦笋饲料的投喂比例为3：3：4，三种饲料的日投

喂量占全日饲料投喂量的90%。

[0049] 2、架子期：亚麻饲料、苎麻饲料和芦笋饲料的投喂比例为5：4：1，三种饲料的日投

喂量占全日饲料投喂量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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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3、肥育期：亚麻饲料、苎麻饲料和芦笋饲料的投喂比例为4：3：3，三种饲料的日投

喂量占全日饲料投喂量的70%，60kg以上即可出栏上市。

[0051] 本发明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的描述，并非对本发明

构思和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思想的前提下，本领域中工程技术人员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型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发明请求保护的技

术内容，已经全部记载在权利要求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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