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410384044.9

(22)申请日 2014.08.0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45414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4.06

(73)专利权人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地址 100080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27

号中关村大厦14层

    专利权人 北京伟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四季春饲料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邵根伙　董晓玲　董淑慧　贾文彬　

李海庆　张立涛　李燕　孟柏金　

(51)Int.Cl.

A01K 67/02(2006.01)

A23K 50/00(2016.01)

A23K 10/30(2016.01)

A23K 10/33(2016.01)

A23K 10/37(2016.01)

A23K 20/20(2016.01)

A23K 20/174(2016.01)

A23K 10/18(2016.01)

A23K 20/22(2016.01)

A23K 20/26(2016.01)

审查员 李敏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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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畜牧业动物生产领域，具体涉及

肉羊前期的饲养方法及饲料。本发明提供的舍饲

肉羊前期饲喂方法，包括母羊奶水阶段、羔羊教

槽阶段和保育阶段，并配合饲喂各个阶段的相应

饲料。本发明的肉羊前期饲喂方法，解决了羔羊

初生重小、断奶重小、教槽难、保育生长速度慢、

成活率低等几大难题，通过对奶水料的调控，可

提高母羊免疫力，有力保证羔羊存活率，促进瘤

胃发育，羔羊更容易进入高精料育肥，缩短过渡

期时间，并且降低增料期的死亡率，缩短出栏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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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舍饲肉羊前期饲喂方法，其特征在于，将肉羊前期的饲养分为三个阶段，即母羊

奶水阶段、羔羊教槽阶段和保育阶段，其中，母羊奶水阶段为妊娠100天至断奶，母羊妊娠

100天至分娩，使用妊娠母羊料0.5~0.8kg/天/只；母羊分娩至羔羊断奶，使用哺乳母羊料，

产单羔母羊饲喂0.5~0.8kg/天/只、产双羔母羊饲喂0.8~1.2kg/天/只、产多羔母羊饲喂1.2

~1.5kg/天/只；教槽阶段为哺乳羔羊7日龄至75日龄，哺乳羔羊7日龄开始诱食至35日龄，羔

羊使用1段教槽料，羔羊自由采食；35日龄至75日龄，使用2段教槽料，每只羔羊的饲喂量为

150～400g/天，羔羊60日龄断奶；保育阶段为羔羊75日龄至100日龄，羔羊使用保育料，其

中，所述的妊娠母羊料每千克含：450~550g玉米、120~180g豆粕、80~120gDDGS、80~120g棉

粕、60~80g麸皮、40~60g糖蜜、15~25g石粉、预混料10g、微生态制剂0.2g，所述的哺乳母羊料

每千克含：500~600g玉米、150~190g豆粕、30~70gDDGS、110~150g棉粕、50~70g糖蜜、10~30g

石粉、磷酸氢钙3-8g、食盐3-8g、预混料10g、微生态制剂0.2g，所述的1段教槽料每千克含：

300~400g玉米、150~250g膨化玉米、60~90g蛋白含量46%的豆粕、130~170g乳清粉、40~80g大

豆分离蛋白、120~150g膨化大豆、10~20g石粉、3~5g磷酸氢钙、3~5g食盐、预混料10g、微生态

制剂0.2g，所述2段教槽料每千克含：300~400g玉米、150~250g膨化玉米、150~200g蛋白含量

46%的豆粕、150~200g膨化大豆、50~80g麸皮、35~50g糖蜜、10~20g石粉、3~5g磷酸氢钙、3~5g

食盐、预混料10g、微生态制剂0.2g，所述保育料每千克含：500~700g玉米、150~190g蛋白含

量46%的豆粕、30~70g膨化大豆、80~120gDDGS、30~50g糖蜜、15~25g石粉、3~8g磷酸氢钙、3~
8g食盐、预混料10g、微生态制剂0.2g。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肉羊前期饲喂方法，其特征在于，每千克所述预混料含3~5g无

水硫酸铜、10~15g一水硫酸亚铁、20~30g一水硫酸锌、10~15g一水硫酸锰、0.05~0.1g碘化

钾、0.1~0.2g氯化钴、0.3~0.6g亚硒酸钠、1~2g维生素A、0.2~0.5g维生素D3、8~12g维生素E、

1~2g抗氧化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肉羊前期饲喂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微生态制剂每克含有

富硒酵母菌6.5×1010～8.0×1014  CFU，乳酸菌6.5×1010～8.9×1014  CFU，芽孢杆菌2.1×

109～4.5×1014  CFU。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肉羊前期饲喂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富硒酵母菌为酿酒酵

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亚种布拉氏酵母CGMCC  No.8447，所述的乳酸菌为嗜酸乳

杆菌CGMCC  No.  6499，芽孢杆菌为枯草芽孢杆菌CGMCC  No.  651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肉羊前期饲喂方法，其特征在于，每kg所述的酿酒酵母亚种布

拉氏酵母CGMCC  No.8447中有机硒的含量为2.8~3.2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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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肉羊前期饲喂方法及饲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畜牧业动物生产领域，具体涉及肉羊前期的饲养方法及饲料。

背景技术

[0002] 母羊在妊娠最后2个月，胎儿迅速生长，羔羊初生重的85%是在此期完成的，妊娠期

营养需要满足胎盘、胎儿、以及乳腺的生长发育，妊娠母羊的营养直接影响羔羊初生重，而

初生重影响断奶重及出栏时间。若妊娠后期营养不足，造成初生羔羊生命力弱，羔羊成活率

低。规模化高效养殖依赖繁殖母羊的高效利用及肉羊的高效饲料回报率，如何合理利用母

羊、羔羊生理特点提高生产效率是肉羊生产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0003] 为实现肉羊的工厂化、集约化生产，客观上要求母羊快速繁殖，在多胎的基础上达

到一年两产或两年三产，这就要求羔羊必须实施早期断奶。此外，由于一胎多产、母羊状况

不良等原因，都将直接影响羔羊的成活、生长、发育和健康。断奶日龄的确定是羔羊早期断

奶技术的关键环节，羔羊断奶过早，应激反应明显，表现为抗病能力降低，生长发育受阻；断

奶过晚，母羊膘情差，发情延迟，利用率降低。适时使用教槽料可以刺激羔羊瘤胃的迅速发

育，从而保证羔羊断奶前后能够很好的消化和吸收饲料中的营养物质。断奶日龄的确定是

根据羔羊固态饲料的采食量来确定的，因此，通过教槽料的饲喂使得羔羊能够较早适应固

态饲料而达到早期断奶的目的。

[0004] 目前，规模化养殖肉羊技术仍不够成熟，特别是对羔羊的饲养，仍存在成活率低，

生长慢，品质不齐等缺陷。因此，有必要发明一种肉羊前期的饲养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舍饲肉羊前期饲喂方法。

[0006] 本发明提供的舍饲肉羊前期饲喂方法将肉羊前期的饲养分为三个阶段，即母羊奶

水阶段、羔羊教槽阶段和保育阶段，其中，母羊奶水阶段为妊娠100天至断奶，母羊妊娠100

天至分娩，使用妊娠母羊料0.5~0.8kgkg/天/只；母羊分娩至羔羊断奶，使用哺乳母羊料，产

单羔母羊饲喂0.5~0.8kgkg/天/只、产双羔母羊饲喂0.8~1.2kgkg/天/只、产多羔母羊饲喂

1.2~1.5kgkg/天/只；教槽阶段为哺乳羔羊7日龄至75日龄，哺乳羔羊7日龄开始诱食至35日

龄，羔羊使用1段教槽料，羔羊自由采食；35日龄至75日龄，使用2段教槽料，每只羔羊的饲喂

量为150～400g/天，羔羊60日龄断奶；保育阶段为羔羊75日龄（体重25kg）至100日龄（体重

35kg），羔羊使用保育料。

[0007] 其中，所述的妊娠母羊料每千克含：450~550g玉米、120~180g豆粕（蛋白含量46%）、

80~120gDDGS、80~120g棉粕、60~80g麸皮、40~60g糖蜜、15~25g石粉、预混料10g、微生态制剂

0.2g。

[0008] 优选的，每千克妊娠母羊料含150g豆粕（蛋白含量46%）、100g  DDGS、100g棉粕、70g

麸皮、50g糖蜜、20g石粉、10g预混料、0.2g微生态制剂、余量为玉米。

[0009] 妊娠母羊料营养成分含量为粗蛋白质≥18%、粗纤维≤  8%、粗灰分≤9%、钙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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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磷≥0.3%、赖氨酸≥0.4%、氯化钠0.3%~2%、水分≤13%。

[0010] 其中，所述的哺乳母羊料每千克含：500~600g玉米、150~190g豆粕（蛋白含量46%）、

30~70gDDGS、110~150g棉粕、50~70g糖蜜、10~30g石粉、磷酸氢钙3-8g、食盐3-8g、预混料

10g、微生态制剂0.2g。

[0011] 优选的，每千克哺乳母羊料含170g豆粕（蛋白46%）、50g  DDGS、130g棉粕、60g糖蜜、

20g石粉、5g磷酸氢钙、5g食盐、10g预混料、0.2g微生态制剂、余量为玉米。

[0012] 哺乳母羊料营养成分含量为粗蛋白质≥18%、粗纤维≤8%、粗灰分≤8%、钙0.5%~
2%、总磷≥0.3%、赖氨酸≥0.4%、氯化钠0.3%~2%、水分≤13%。

[0013] 其中，所述的1段教槽料每千克含：300~400g玉米、150~250g膨化玉米、60~90g豆粕

（蛋白含量46%）、130~170g乳清粉、40~80g大豆分离蛋白、120~150g膨化大豆、10~20g石粉、3

~5g磷酸氢钙、3~5g食盐、预混料10g、微生态制剂0.2g。

[0014] 优选的，每千克  1段教槽料含200g膨化玉米、85g豆粕、150g乳清粉、50g大豆分离

蛋白、130g膨化大豆、15g石粉、5g磷酸氢钙、5g食盐、10g预混料、0.2g微生态制剂、余量为玉

米。

[0015] 1段教槽料营养成分含量为粗蛋白质≥18%、粗纤维≤  8%、粗灰分≤8%、钙0.5%~
2%、总磷≥0.3%、赖氨酸≥0.4%、氯化钠0.3%~2%、水分≤13%。

[0016] 其中，所述2段教槽料每千克含：300~400g玉米、150~250g膨化玉米、150~200g豆粕

（蛋白含量46%）、150~200g膨化大豆、50~80g麸皮、35~50g糖蜜、10~20g石粉、3~5g磷酸氢钙、

3~5g食盐、预混料10g、微生态制剂0.2g。

[0017] 优选的，每千克2段教槽料含200g膨化玉米、170g豆粕、150g膨化大豆、50g麸皮、

40g糖蜜、20g石粉、5g磷酸氢钙、5g食盐、10g预混料、0.2g微生态制剂、余量为玉米。

[0018] 2段教槽料营养成分含量为粗蛋白质≥18%、粗纤维≤  8%、粗灰分≤8%、钙0.5%~
2%、总磷≥0.3%、赖氨酸≥0.3%、氯化钠0.3%~2%、水分≤13%。

[0019] 其中，所述保育料每千克含：500~700g玉米、150~190g豆粕（蛋白含量46%）、30~70g

膨化大豆、80~120gDDGS、30~50g糖蜜、15~25g石粉、3~8g磷酸氢钙、3~8g食盐、预混料10g、微

生态制剂0.2g。

[0020] 优选的，每千克保育料含170g豆粕、50g膨化大豆、  100gDDGS、40g糖蜜、20g石粉、

5g磷酸氢钙、5g食盐、10g预混料、0.2g微生态制剂、余量为玉米。

[0021] 保育料营养成分含量为粗蛋白质≥18%、粗纤维≤  8%、粗灰分≤8%、钙0.5%~2%、总

磷≥0.3%、赖氨酸≥0.3%、氯化钠0.3%~2%、水分≤13%。

[0022] 其中，每千克所述预混料含3~5g无水硫酸铜、10~15g一水硫酸亚铁、20~30g一水硫

酸锌、10~15g一水硫酸锰、0.05~0.1g碘化钾、0.1~0.2g氯化钴、0.3~0.6g亚硒酸钠、1~2g维

生素A、0.2~0.5g维生素D3、8~12g维生素E、1~2g抗氧化剂。

[0023] 优选的，每kg所述预混料中含3g无水硫酸铜、12g一水硫酸亚铁、23g一水硫酸锌、

12.5g一水硫酸锰、0.08g碘化钾、0.15g氯化钴、0.5g亚硒酸钠、1.2g维生素A、0.2g维生素

D3、8g维生素E、1.5g抗氧化剂。

[0024] 其中，所述的微生态制剂每克含有富硒酵母菌6.5×1010～8.0×1014  CFU，乳酸菌

6.5×1010～8.9×1014  CFU，芽孢杆菌2.1×109～4.5×1014  CFU。

[0025] 所述的富硒酵母菌为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cerevisiae）亚种布拉氏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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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MCC  No.8447，所述的乳酸菌为嗜酸乳杆菌CGMCC  No.  6499，芽孢杆菌为枯草芽孢杆菌

CGMCC  No.  6511。

[0026] 优选的，每kg所述的酿酒酵母亚种布拉氏酵母CGMCC  No.8447中有机硒的含量为

2.8~3.2  g。

[0027] 其中，所述的抗氧化剂为乙氧基喹啉。

[0028] 母羊怀孕后，胎盘通常是在妊娠的最初90天完成最终重量的95%，而胎儿只是获得

了最终重量的15%，母羊乳房在妊娠90天开始发育，120天以后，快速发育。所以妊娠100天后

的母羊营养是解决初生重的有力保障，羔羊初生重越大腹泻率越低，成活率越高。本发明方

法可满足母羊哺乳期的营养需要，保证供给羔羊充足的奶水，提高羔羊的成活率和断奶体

重，减少羔羊腹泻发病率。奶水阶段可提高母羊免疫力，从而达到做好源头，有力保证羔羊

存活率。

[0029] 教槽阶段羔羊的主要营养物质来源于母乳和补料。此阶段，羔羊消化器官生长发

育的可塑性很大，羔羊瘤胃一般发育到2周龄时就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功能，主要是开食料采

食的结果。奶水阶段母羊补饲哺乳料，保证哺乳母羊营养，提高泌乳量，同时通过早期教槽，

让羔羊尽早采食开食料，实现早期断奶。3周龄以前的羔羊对非乳制品蛋白源利用率低，所

以采用的原料必须是经过处理的原料，可以被动消化吸收。本发明的1段教槽料采用诱食性

强、适口性好，且羔羊容易消化吸收的原料，添加乳清蛋白粉，以乳糖为供能物质，适应刚离

乳的羔羊消化道环境，提高对羔羊的诱食效果，教槽容易。

[0030] 羔羊35日龄至75日龄，使用2段教槽料，建议饲喂量为150~400g/d（根据母羊品种、

粗饲料质量及当地的饲喂习惯具体确定饲喂量）。母羊产后4周泌乳量逐步下降，随着羔羊

瘤胃的发育及机能的逐渐完善，饲草饲料开始成为羔羊增重的主要营养来源。此阶段羔羊

增重迅速，2段教槽料中的植物原料发酵产生丁酸和丙酸，促进瘤胃乳头增长与瘤胃发育完

善。羔羊的断奶一般在体重达到20kg（2月龄）左右时进行。断奶的标准应该以羔羊采食能

力、采食量和体质状况来决定，而不单纯以月龄来进行。采食能力差、采食量低和体质弱的

羔羊，可推迟断奶。建议羔羊60日龄断奶，是充分考虑了瘤胃发育状况，肠胃发育好才能提

高营养物质的消化率。羔羊6-8周龄后瘤胃功能已经发育成一个完整的培养系统（厌氧菌、

原虫和真菌）。这些微生物消化饲料和合成蛋白质，保证没有奶也可以高效生产。60日龄到

75日龄继续饲喂羔羊2段教槽料，可以减小断奶应激，羔羊不拉稀，生长速度快。

[0031] 本发明的保育料保证断奶羔羊充分的营养，充分挖掘生长潜能。保育阶段的饲喂

会促进瘤胃更好的发育，为后期育肥做准备。

[0032] 本发明的肉羊前期营养三阶段饲喂方法，解决了羔羊初生重小、断奶重小、教槽

难、保育生长速度慢、成活率低等几大难题，通过对母羊料的调控，可提高母羊免疫力，有力

保证羔羊存活率，创新性提出羔羊两阶段教槽并加入羔羊保育阶段，促进瘤胃发育完善，羔

羊更容易进入高精料育肥，缩短过渡期时间，并且降低增料期的死亡率，缩短出栏时间。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4] 实施例1 微生态制剂制备

[0035] 1kg微生态制剂：含有富硒布拉氏酵母CGMCC  No.8447  8.0×1013  CFU，嗜酸乳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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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MCC  No.  6499  8.9×1013  CFU，枯草芽孢杆菌CGMCC  No.  6511  4.5×1012  CFU，奶粉150 

g，海藻糖20  g，其余为载体（麸皮：豆粕=1：1）。

[0036] 实施例2  本发明的饲料

[0037] 母羊妊娠100天至分娩，使用妊娠母羊料。每千克妊娠母羊料组成为150g豆粕（蛋

白46%）、100g  DDGS、100g棉粕、70g麸皮、50g糖蜜、20g石粉、10g预混料（大北农羊1%复合预

混合饲料）、0.2g微生态制剂、余量为玉米，混匀后制粒。

[0038] 母羊产羔至羔羊断奶，使用哺乳母羊料。每千克哺乳母羊料组成为170g豆粕（蛋白

46%）、50g  DDGS、130g棉粕、60g糖蜜、20g石粉、5g磷酸氢钙、5g食盐、10g预混料、0.2g微生态

制剂、余量为玉米，混匀后制粒。

[0039] 哺乳羔羊7日龄开始诱食至35日龄，羔羊使用1段教槽料；每千克1段教槽饲料中有

200g膨化玉米、85g豆粕（蛋白含量46%）、150g乳清粉、50g大豆分离蛋白、130g膨化大豆、15g

石粉、5g磷酸氢钙、5g食盐、10g预混料、0.2g实施例1制备的微生态制剂、余量为玉米，混匀

后制粒。

[0040] 羔羊35日龄至75日龄，使用2段教槽料，每千克2段教槽料由200g膨化玉米、170g豆

粕（蛋白含量46%）、150g膨化大豆、50g麸皮、40g糖蜜、20g石粉、5g磷酸氢钙、5g食盐、10g预

混料、0.2g实施例1制备的微生态制剂、余量为玉米，混匀后制粒。

[0041] 羔羊75日龄体重25kg至100日龄体重35kg，羔羊使用保育料。每千克保育料组成为

170g豆粕（蛋白46%）、50g膨化大豆、100gDDGS、40g糖蜜、20g石粉、5g磷酸氢钙、5g食盐、10g

预混料、0.2g微生态制剂、余量为玉米，混匀后制粒。

[0042] 每kg预混料由3g无水硫酸铜、12g一水硫酸亚铁、23g一水硫酸锌、12.5g一水硫酸

锰、0.08g碘化钾、0.15g氯化钴、0.5g亚硒酸钠、1.2g维生素A、0.2g维生素D3、8g维生素E、

1.5g抗氧化剂、250g石粉、300g沸石粉、余量为载体油糠。

[0043] 实施例3  本发明的饲料

[0044] 母羊妊娠100天至分娩，使用妊娠母羊料。每千克妊娠母羊料组成为120g豆粕（蛋

白46%）、120g  DDGS、120g棉粕、80g麸皮、60g糖蜜、20g石粉、10g预混料（大北农羊1%复合预

混合饲料）、0.2g微生态制剂、余量为玉米，混匀后制粒。

[0045] 母羊产羔至羔羊断奶，使用哺乳母羊料。每千克哺乳母羊料组成为150g豆粕（蛋白

46%）、70g  DDGS、150g棉粕、70g糖蜜、20g石粉、5g磷酸氢钙、5g食盐、10g预混料、0.2g微生态

制剂、余量为玉米，混匀后制粒。

[0046] 哺乳羔羊7日龄开始诱食至35日龄，羔羊使用1段教槽料；每千克1段教槽饲料中有

150g膨化玉米、60g豆粕（蛋白含量46%）、170g乳清粉、65g大豆分离蛋白、120g膨化大豆、15g

石粉、5g磷酸氢钙、5g食盐、10g预混料、0.2g实施例1制备微生态制剂、余量为玉米，混匀后

制粒。

[0047] 羔羊35日龄至75日龄，使用2段教槽料，每千克2段教槽料由250g膨化玉米、160g豆

粕（蛋白含量46%）、160g膨化大豆、55g麸皮、35g糖蜜、20g石粉、5g磷酸氢钙、5g食盐、10g预

混料、0.2g实施例1制备微生态制剂、余量为玉米，混匀后制粒。

[0048] 羔羊75日龄体重25kg至100日龄体重35kg，羔羊使用保育料。每千克保育料组成为

150g豆粕（蛋白46%）、70g膨化大豆、120gDDGS、30g糖蜜、20g石粉、5g磷酸氢钙、5g食盐、10g

预混料、0.2g微生态制剂、余量为玉米，混匀后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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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每kg预混料由3g无水硫酸铜、12g一水硫酸亚铁、23g一水硫酸锌、12.5g一水硫酸

锰、0.08g碘化钾、0.15g氯化钴、0.5g亚硒酸钠、1.2g维生素A、0.2g维生素D3、8g维生素E、

1.5g抗氧化剂、250g石粉、300g沸石粉、余量为载体油糠。

[0050] 实施例4  本发明的饲料

[0051] 母羊妊娠100天至分娩，使用妊娠母羊料。每千克妊娠母羊料组成为180g豆粕（蛋

白46%）、80g  DDGS、80g棉粕、60g麸皮、40g糖蜜、20g石粉、10g预混料（大北农羊1%复合预混

合饲料）、0.2g微生态制剂、余量为玉米，混匀后制粒。

[0052] 母羊产羔至羔羊断奶，使用哺乳母羊料。每千克哺乳母羊料组成为190g豆粕（蛋白

46%）、40g  DDGS、110g棉粕、50g糖蜜、20g石粉、5g磷酸氢钙、5g食盐、10g预混料、0.2g微生态

制剂、余量为玉米，混匀后制粒。

[0053] 哺乳羔羊7日龄开始诱食至35日龄，羔羊使用1段教槽料；每千克1段教槽饲料中有

250g膨化玉米、70g豆粕（蛋白含量46%）、130g乳清粉、75g大豆分离蛋白、140g膨化大豆、15g

石粉、5g磷酸氢钙、5g食盐、10g预混料、0.2g实施例1制备的微生态制剂、余量为玉米，混匀

后制粒。

[0054] 羔羊35日龄至75日龄，使用2段教槽料，每千克2段教槽料由150g膨化玉米、150g豆

粕（蛋白含量46%）、180g膨化大豆、60g麸皮、50g糖蜜、20g石粉、5g磷酸氢钙、5g食盐、10g预

混料、0.2g实施例1制备的微生态制剂、余量为玉米，混匀后制粒。

[0055] 羔羊75日龄体重25kg至100日龄体重35kg，羔羊使用保育料。每千克保育料组成为

190g豆粕（蛋白46%）、40g膨化大豆、80gDDGS、50g糖蜜、20g石粉、5g磷酸氢钙、5g食盐、10g预

混料、0.2g微生态制剂、余量为玉米，混匀后制粒。

[0056] 每kg预混料由3g无水硫酸铜、12g一水硫酸亚铁、23g一水硫酸锌、12.5g一水硫酸

锰、0.08g碘化钾、0.15g氯化钴、0.5g亚硒酸钠、1.2g维生素A、0.2g维生素D3、8g维生素E、

1.5g抗氧化剂、250g石粉、300g沸石粉、余量为载体油糠。

[0057] 试验例1

[0058] 赤峰市某养殖场，选择100只妊娠100天左右的蒙寒杂交母羊，将所选母羊随机分

为两组，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50只羊。试验组母羊从妊娠100天到产羔，饲喂妊娠母羊料

0.5kg/天/只。母羊分娩后，从试验组和对照组分别挑选出20只产双羔的母羊及其所产健康

羔羊继续试验；试验组母羊从产羔到羔羊断奶，饲喂哺乳母羊料1kg/天/只；对照组母羊从

妊娠100天到羔羊断奶饲喂市售其他品牌母羊精补料。

[0059] 所有羔羊出生后均采食初乳。试验组羔羊从7日龄开始至35日龄，使用1段教槽料

诱食；羔羊35日龄至75日龄，使用2段教槽料；羔羊75日龄到100日龄，使用羔羊保育料。对照

组羔羊从7日龄诱食到100日龄，使用市售其他品牌羔羊料。

[0060] 所有试验母羊采食相同的粗饲料，粗饲料组成为羊草、苜蓿、玉米秸秆等，自由饮

水。所有羔羊60日龄断奶，断奶后为羔羊提供优质青干草，自由采食。试验期间记录每组羔

羊的投料量与采食量，同时观察腹泻发生情况。羔羊在出生、断奶（60日龄）、75日龄、100日

龄时称重。试验结果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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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0062] 效益分析：试验组饲喂妊娠母羊料50天，每天0.5kg，妊娠母羊料售价为4.0元/kg，

合计100元；饲喂哺乳母羊料60天，每天1kg，哺乳母羊料售价4.0元/kg，合计240元；1段教槽

料售价为7元/kg，2段教槽料售价为4.2元/kg，教槽料饲喂成本为93.2元；保育料售价为4.0

元/kg，饲喂成本为85.2元。母羊与两只羔羊饲喂成本合计696.9元，羔羊每千克售价25元，

两只羔羊售价1805元，试验组利润为1108.1元。

[0063] 对照组母羊妊娠最后50天，每天饲喂母羊料0.5kg，售价为4.0元/kg，合计100元；

母羊产羔至羔羊断奶，每天饲喂母羊料1kg，饲喂时间为60天，合计240元；母羊饲喂成本合

计340元。对照组羔羊料售价为4元/kg，羔羊100日龄共采食36.1kg，合计144.4元，母羊与两

只羔羊的饲喂成本628.8元，羔羊每千克售价25元，两只羔羊售价1485元，对照组利润为

856.2元。

[0064] 通过本试验可以得出本发明的肉羊前期饲喂方法，从源头保证母羊营养，提高母

羊免疫力和奶水品质，从而提高羔羊初生重和精料采食量，减少腹泻发病率，促进瘤胃发

育，提高羔羊饲料转化效率和生长速度，减少断奶应激对羔羊的影响，提高日增重，提高经

济效益。

[006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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