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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龙通讯

本期要目:  酶制剂在饲料中应用现状及展望     家禽饲料成本优化技术方案 

 高粱及其在饲料中的应用初探 

 

酶制剂在饲料中应用现状及展望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饲用酶制剂和微生物制剂的

产量得到快速增长，质量也有显著提高，酶制剂可以提

高饲料利用率、促进动物生长、改善生态环境和防治动

物疾病，避免了由于添加抗生素、激素和高铜等物质产

生的负面影响，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积极的环保意义。

我国配合饲料中除一般玉米-豆粕型日粮，还有在玉米-
豆粕型日粮基础上加入 10%~40%的大麦或小麦、次粉、

麦麸、统糠、棉粕等非常规饲料原料，这使得饲用酶制

剂在饲料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另外，外国低价格小麦、

大麦产品的涌入，将进一步刺激饲用酶制剂的市场需求。 
  1．酶制剂的定义和分类 

酶是一种具有催化反应能力的特殊蛋白质，是促进

生物化学反应的高效物质。饲用酶制剂是一种以酶为主

要功能因子、通过特定生产工艺加工而成的饲料添加剂。

其中复合酶制剂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具有生物活性的酶

混合而成的产品，是目前 常用的酶制剂饲料添加剂。     

  NSP 在动物生产中表现的抗营养作用主要包括降低

饲料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影响日粮的转化效率和动物

生产性能；引起动物消化道形态和生理变化，一些水溶

性 NSP 可使动物消化器官增大或变重；与某些消化道中

的生理活性物质结合，例如消化酶、胆汁盐、脂类、胆

固醇等，降低消化酶的活性，造成消化不良；与消化道

后段微生物区系相互作用，造成厌氧发酵，产生大量的

生孢梭菌等分泌某些毒素，抑制动物生长；产生粘性粪

便，影响畜舍和周围环境，产蛋鸡还会污染蛋品等。但

许多研究证明，酶制剂的添加则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些问

题。 

按照饲用酶制剂功能可分为以降解多糖和生物大分

子物质为主，主要包括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糖化

酶、纤维素酶、木聚糖酶、甘露聚糖酶，其主要功能是

破坏植物细胞壁(植物细胞壁由蛋白质、脂肪、多聚糖苷

键连接成网状结构)，使细胞内容物充分释放出来；以降

解植酸、β-葡聚糖、β-甘露聚糖、果胶等抗营养因子为

主，主要包括植酸酶、β-葡聚糖酶、β-甘露聚糖酶、果

胶酶，能降解细胞壁木聚糖和细胞间质的果胶等，提高

饲料的利用率。 
  2．我国非谷物饲料资源的应用状况 
  近年来，我国家畜数量的持续增长导致饲料缺口不

断加大。作为饲料主要来源的玉米和豆粕价格的大幅上

涨直接导致了养殖业经济效益的下滑，作物秸秆、羽毛、

甜菜渣、蔗渣、酒糟、水果皮壳以及屠宰后的下脚料等

农副产品因其价廉易得越来越受到养殖户的重视，农副

产品在家畜饲养上的资源化利用由此也成为当前动物营

养学研究的热点。为解决我国粮食问题，必需处理好饲

料用粮问题。开发非常规饲料资源为解决人畜争粮问题

提供了可行性。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产生了许多农副

产品，而这些农副产品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以及环境污染。这些农副产品中含有

较丰富的营养物质，可以作为饲料原料。 
  3．限制非谷物饲料资源利用的原因 
  抗营养因子是限制非谷物资源利用的主要原因。而

非淀粉多糖是主要的抗营养因子。非淀粉多糖(NSP)是植

物组织中除淀粉以外所有碳水化合物的总称，包含纤维

素、半纤维素、果胶等结构多糖和抗性淀粉，主要存在

于植物细胞壁中，是构成细胞壁的主要成分。 

  4．酶制剂的作用 
  4.1 提高生产性能 
  酶在饲料中的主要作用是提高饲料中消化养分的比

例，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动物饲料主要分为谷物类及粕

类，植物细胞壁的存在影响了养分的消化吸收。猪、禽

等自然分泌的酶无法分解细胞壁，所以只有在饲料中补 
加相应的酶才能将其降解。玉米、大麦等谷类以及麦麸、

饼粕等农副产品，经添加 β-甘露聚糖酶、木聚糖酶、β-
葡聚糖酶、纤维素酶、半纤维素酶和果胶酶，在几组酶

的协同作用下才能破坏植物的细胞壁，使其变得松软，

促使细胞壁及其细胞内容物在动物胃肠中消化吸收，从

而提高饲料利用率。木聚糖酶在家禽日粮中的应用较为

广泛。研究表明，木聚糖酶能有效促进饲料营养物质吸

收消化，提高家禽生产性能。 
4.2 消除饲料中的抗营养因子，促进动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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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营养因子具有抗营养作用。不同饲料成分含有不

同的抗营养因子。抗营养因子产生作用的方式包括抗营

养因子在畜禽胃肠道内与养分结合形成复合物，从而阻

止养分的吸收；另外抗营养因子直接抑制对养分消化吸

收具有促进作用的内源酶活性，饲料中的木聚糖、半纤

维素和果胶等溶于水后会产生粘性溶液，增加了消化道

内容物的粘稠度，使营养物质和内源酶难以扩散，缩短

了饲料通过肠道的时间，影响了动物的消化吸收。在复

合酶的协同作用下，可将木聚糖、纤维素、果胶以及糖

蛋白降解为单糖和寡糖，降低了肠道内容物的粘稠度，

减少了此类物质对消化利用的阻碍，增加了养分的消化

吸收。据报道，饲料中添加酶制剂还能激活内源酶的分

泌，从而提高饲料的消化利用率，促进动物生长。木聚

糖酶的添加也可以促进纤维在反刍动物瘤胃中的消化。 
4.3 拓宽饲料来源 

  农作物秸秆在世界上的产量每年约有 20~30 亿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作物秸秆资源十分丰富，作物

秸秆中约有 65%~80%的干物质能够向动物提供能量，而

目前用作饲料的不足 10%，绝大部分农作物秸秆仍直接

还田或作为燃料使用，既造成资源浪费，又污染环境。

除了牛等少数草食家畜能消化秸秆中的纤维素之外，其

他家畜都不能利用这部分能量，而且由于纤维素的存在，

反而会影响其他营养物质的消化，从而降低饲料营养价

值。纤维素酶是分解纤维素的一类酶的总称，其主要作

用是降解畜禽消化道内 NSP，降低肠道内容物黏性，促

进营养物质吸收，减少禽畜下痢，从而促进畜禽生长和

提高饲料利用率。农物秸秆中含有较多的 NSP，主要包

括阿拉伯木聚糖、葡聚糖、半乳糖、果胶、纤维素等。

因单胃动物不能分解 NSP，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抗营养因

子。酶制剂可消除饲粮中的抗营养因子，提高饲料利用

率，节约饲料资源。 
  4.4 提高动物幼崽的成活率 
  近年来，由于农户养殖成活率低、生长速率慢，家

庭式养殖的数量逐渐减少，在推广企业+农户式的生产方

式过程中遇到很大难度。酶制剂在饲料中的应用能改善

NSP 引起的家禽消化、免疫器官发育不良，调节血液代

谢激素的水平， 终提高家禽的生产性能和成活率。在

小麦基础日粮中添加木聚糖酶能使肉仔鸡的脾脏、胸腺

和法氏囊的相对重量提高，死淘率下降 60%。 
  5．存在问题 
  目前很多企业实现了饲料酶制剂的工业化，获得了

较高酶活力的菌株，但在粗放的工业条件下(如高温、高

压、重金属离子、氧化剂和极端 pH 等)，天然酶常会遭

到破坏，使酶的生产和使用受到极大限制。目前工业上

直接利用酶制剂时还存在一些缺点，如稳定性差、使用

率低、不能在有机溶剂中使用及寿命不长等，造成了使

用酶的成本升高。其中，酶的稳定性是现阶段酶应用中

的一大难题。虽然国内外有关饲料酶制剂应用的研究报

道很多，但添加水平和结论并不一致。对于不同酶活性

的产品、不同动物种类、不同生理阶段以及不同饲料品

种的适宜添加量并不明确，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因

用量不当而影响应用效果。饲料酶制剂大多是微生物发

酵生产，对温度、湿度、酸、碱等敏感，处理不当易失

活，而对其进行稳定化处理的研究还不够，导致饲用效

果不稳定。我国大多采用固体发酵，由于目前固体发酵

饲料用酶制剂生产工艺存在着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造

成产品质量不如液体发酵稳定，在生产中有时带入杂菌，

给应用带来一定的不利因素。饲料酶制剂要广泛、经济、

高效的应用于饲料工业应具备一定条件。因此，通过诱

变筛选优良菌种，使之产生的酶能耐高温、有较宽的 pH
作用范围等抗不良外界条件的性能，是可供选择的一种

好方法，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6．展望 

酶制剂尤其是粘性谷物酶已经在食品、饲料、造纸

等众多工业领域充分显示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和研究手段的不断丰富，必然会诞生一大

批适合不同应用领域要求的饲料酶制剂优良新品种，为

解决人类发展中可能遇到的能源、粮食、环境等诸多问

题做出巨大贡献，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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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解决相应的问题和释放相应的能量。国龙集团针对不

同动物日粮结构非淀粉多糖含量等开发了一系列产品，

指导客户正确使用酶制剂产品，有效提高饲料利用率。 
3）小麦替代玉米后的非淀粉多糖问题及注意事项 
正确的使用小麦替代玉米能够为企业节省很大的成

本，但是小麦替代玉米后，小麦中的水溶性木聚糖的粘

性效应会影响动物的肠道健康，从而降低生产性能，解

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在饲料中添加木聚糖酶。一般家禽

的小麦豆粕杂粕型日粮中 主要的非淀粉多糖是木聚糖

和甘露聚糖，因此在选择非淀粉多糖酶时需要考虑这两

种酶。当然在家禽日粮中，小麦替代玉米时需要注意以

下细节：①不要用新小麦，因为新小麦还有一个内部酶

解熟化的过程，新小麦中抗性淀粉含量较高，不适合在

饲料中添加，收获后 2 个月的小麦可以使用。②小麦不

要粉碎过细，破碎或者碾碎即可，粉碎的小麦粘度太大，

会增加肠道食糜的粘度。在饲料厂粉碎机的筛孔用 3.0
的即可。③小鸡的饲料中，小麦的用量建议不要过高，

小鸭不要超过 30%。因为幼龄动物肠道发育还没有成熟。

中大鸡饲料小麦不要超过 50%，中大鸭小麦用量不受限

制。适量的用一部分玉米有降低小麦粘度的作用。添加

小麦后，建议使用国龙集团麦乐酵素，能有效降解饲料

中的非淀粉多糖，提高饲料的利用率。 
  （2）正确使用植酸酶降低饲料成本 
  植酸酶已经广泛应用于饲料中，添加植酸酶替代磷

酸氢钙，可以降低饲料成本 10 元左右，但是在使用植酸

酶时一定要注意植酸酶的活性问题，对于一些低价粉状

植酸酶，需要注意植酸酶的质量，因为植酸酶发酵需要

一定的成本，加之销售等费用，价格过低往往活性不够。

但是研究发现，肉鸡有效磷轻度缺乏并不会产生腿部瘫

痪，但是会影响动物的生产性能，因此不要通过动物会

出现缺磷症状来评判植酸酶的好坏。 
总之：我们应针对饲料养殖企业的自身情况，正确

的指导客户有效的使用酶制剂等方法，为饲料养殖企业

降低成本，让效益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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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人类对粮食和能源的需

求日益增加。但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和异常气候的影响，

以及人类对酒精等替代燃料的需求，世界粮食供应短缺

日益严重，导致了世界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涨。玉米、

大豆等粮食作物是饲料生产必需的原料，占到养殖成本

的 70%以上，饲料原料价格的上涨导致了饲料成本的增

加，养殖成本自然增加，但是饲料市场和畜产品市场竞

争日趋激烈，其中家禽饲料的竞争尤为突出，家禽饲料

生产的利润越来越少。 
一、原料的选择和处理 
（1）饲料原料的选择技巧：优化饲料成本的首要措

施应该是正确的选择和使用饲料原料，不把饲料原料的

价格作为 主要的选择目标，而是饲料原料的利用价值。

以饲料中 为常见的豆粕为例，我们很多饲料企业在肉

鸡配方中选择 43%蛋白的豆粕，并认为 43%蛋白的豆粕

便宜。但是我们忽略了几个重要的因素：首先，43%蛋

白的豆粕和 46%蛋白的豆粕主要的区别是豆皮的含量不

同，而豆皮是很难被家禽消化的，同时豆粕中含有含量

很高的甘露聚糖，影响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46%蛋白

豆粕的消化率要高于 43%蛋白粕，而且在配方中会节约

配方空间。但是这两种豆粕的差价只有 150 元/吨。在肉

鸡饲料配方中，配方系统会自动选择 46%蛋白的豆粕，

而我们只采购了 43%的豆粕。这无形中增加了饲料成本，

同时降低了饲料的品质。棉粕的选择是同样的道理，建

议使用高蛋白棉粕。当然饲料原料的选择还要考虑饲料

原料有效能值、饲料中抗营养因子等指标。 
（2）原料的处理：饲料原料处理的目的是消除饲料

中一些不利因素对动物的影响，提高饲料品质和饲料安

全。正确是处理和储存饲料原料也能够为企业降低饲料

成本，常用的饲料原料处理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玉米的过筛和清杂：玉米是饲料中 为常用的原

料，玉米中的杂质、霉菌毒素的含量都会影响到饲料营

养的消化率。玉米在收割和晾晒等过程中会掺入较多的

灰尘、石子、玉米皮等杂质，这些杂质对饲料的营养没

有任何贡献，而且霉菌毒素含量很高。通过入仓前的过

筛和清杂可以除去这些杂质，同时玉米中的破碎粒和霉

变粒也被清除掉，这样会有效降低玉米中霉菌毒素的含

量，同时提高饲料的品质。②大豆膨化： 近油脂的价

格一直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在肉鸡饲料中添加油脂成

本很高，使用低价的饲料混合油存在脂肪氧化的风险。

但是使用膨化全脂大豆不仅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而且

可以提供很高的脂肪，代谢能高达 3700kcal/kg。膨化大

豆的油脂新鲜，而且膨化大豆具有特殊的香味，能够改

善动物的适口性。如果饲料企业有膨化大豆条件，从配

方成本的角度能够节省成本。  
  二、正确使用酶制剂降低饲料成本 

由于幼龄动物消化系统的发育相对滞后和消化酶分

泌不足，以及动物肠道消化酶功能的局限性，动物对饲

料中营养物质的消化能力有限，加之饲料中的一些抗营

养因子也影响了动物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如非淀粉

多糖和植酸等。已有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证明在饲料中添

加有效酶制剂能够帮助动物提高消化率，降低非淀粉多

糖等抗营养因子对动物的影响。饲料酶制剂已经广泛应

用于饲料工业中。但是目前由于饲用酶制剂市场的混乱，

很多饲料企业并没有正确的使用酶制剂，特别是非淀粉

多糖酶。一些企业添加酶制剂的目的是提高产品品质，

添加的方式往往是额外添加，添加量也只有推荐剂量的

一半，甚至更少。这种使用方式只能增加饲料成本，并

不能为企业带来效益。正确使用酶制剂的方法是应该根

据饲料底物的含量，确定酶制剂的添加量，通过酶制剂

的添加来提高饲料的消化率，进而降低饲料成本。我们

可以通过以下酶制剂的科学使用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1）科学利用非淀粉多糖酶降低饲料成本 

  常用的饲料原料均含有一定量的非淀粉多糖

（NSP），如豆粕中含有近 29%，麸皮高达 35%，我们常

用的玉米也含有近 8.0%的非淀粉多糖。 
  1）非淀粉多糖的抗营养作用 
  由于非淀粉多糖酶在肠道内会产生很强的粘性，这

种粘性效应导致了食糜粘度的增加和消化吸收的障碍，

但动物体内自身不能分泌非淀粉多糖酶，因此非淀粉多

糖成为饲料中一类重要的抗营养因子。其中豆粕等原料

中的甘露聚糖不仅仅增加消化道食糜的粘度，同时阻扰

IGF-1 的分泌，影响胰岛素的分泌，降低葡萄糖吸收率，

降低氮存留率，延长食糜的排空时间，降低氨基酸摄入

量，可降低水的吸收从而导致粪便含水量增高。Rainbird 
et al（1984）年的实验证明了甘露聚糖对猪小肠葡萄糖、

麦芽糖和水分吸收的严重影响，该实验用了 5 头回肠造

瘘的 30kg 左右的猪，分别在小肠灌注葡萄糖水溶液和麦

芽糖水溶液，在末端收集溶液，测定甘露聚糖对小肠葡

萄糖、麦芽糖和水分吸收的影响， 这些研究表明，我们

在设计动物饲料配方和使用非淀粉多糖酶时，一定要考

虑甘露聚糖对动物能量消化利用的影响。 
   2） 在家禽饲料中正确的应用非淀粉多糖酶 

① 一个有效的非淀粉多糖酶应该释放相应的能量： 
家禽肠道内容物干物质含量很高，因此非淀粉多糖

的粘性效应对家禽的影响较大，特别是肉鸡和蛋鸡。在

家禽饲料中添加非淀粉多糖酶不仅能够降低肠道食糜的

粘度，提高动物对营养物质的消化率，同时也能够利用

部分的非淀粉多糖，因此，在家禽饲料中添加非淀粉多

糖酶能够释放相应的能量。实验研究证明，一个有效的

非淀粉多糖酶可以释放相应的能量。以目前的饲料原料

价格来计算，如果在肉鸡饲料中添加 500g/吨 非淀粉多

糖酶，能够降低 50kcal/kg 代谢能，每吨饲料为公司可以

节约近 30 元成本，而生产性能不变。有关非淀粉多糖酶

释放能量的研究很多，绝大部分研究都证明，非淀粉多

糖酶是有效的。 
② 应该根据饲料中非淀粉多糖底物的含量添加相

应量的非淀粉多糖酶 
不同饲料配方非淀粉多糖的含量不同，应该根据非

淀粉多糖的含量来添加相应活性的非淀粉多糖酶，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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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常规饲料原料价格急剧飙升的今天，饲料企

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寻找性价比更好的替代原

料，提高企业自身的产品竞争力便提到了企业的议事日

程。随着饲料企业对高粱替代作用的研究和重视，并积

极推动高粱的进口，高粱作为一种非常规能量饲料原料

有望在饲料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本文将对籽粒高粱在

饲料中的应用及进口的可行性做些探讨。 
1 高粱的理化特性与营养指标  

高粱籽粒的淀粉含量多达 65%～70%。受基因型、

生态环境及氮肥施用量等影响，高粱蛋白含量高低差别

较大，一般粒用高粱蛋白质含量在 7%～12%。高粱与玉

米主要营养指标比较如下： 
（1）高粱的淀粉含量与玉米相当，但因高粱淀粉颗

粒受蛋白质覆盖程度高，淀粉的消化率不如玉米。 
（2）高粱蛋白质略高于玉米，但蛋白消化率比玉米

低。主要原因是高粱蛋白质的分子间交联较多，而且蛋

白质与淀粉间存在很强的结合键，致使酶难以进入分解。 
（3）高粱籽粒中亮氨酸和缬氨酸的含量略高于玉

米，而精氨酸的含量又略低于玉米。其他各种氨基酸的

含量大致相当，但都缺乏赖氨酸和色氨酸，氨基酸、赖

氨酸和蛋氨酸、微量元素含量少。 
（4）高粱粗纤维少，可消化养分高。有效能量较多。

含钙量少而植酸磷的含量则高达 70%。 
另外，高粱皮中含较多的单宁。单宁具有收敛性和

苦味，是一种抗营养因子。单宁含量的高低，除了影响

和降低动物的适口性外，单宁含量高也会影响动物代谢，

阻碍动物对能量和蛋白质等养分利用，特别是单胃动物，

单宁可降低其对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利用率。 
2 高粱在饲料中的饲喂应用  

虽然从常规养分含量来看，高粱是一种替代玉米的

优良的能量饲料原料，但因其单宁的含量问题，在饲粮

的用量上要严格加以控制。低单宁高粱可直接作为饲料

中的原料而不对动物生长和发育产生抑制作用。 
2.1 高粱猪饲料中的应用  

王英民（1981）报道称，在猪日粮中长期高比例饲

喂高粱时，猪会出现便秘、脱毛、异嗜，僵猪等现象。 
    安树元（1997）指出，在美国大平原地区，在家禽

和猪的日粮中大多使用高粱替代玉米。在猪饲料中，可

以通过提高蛋白质含量的方法（一般比玉米高 2%）来克

服限制性氨基酸的不足。 
顾洪娟、田玉民（2010）的《动物营养与饲料》认

为，生长、育肥猪可用部分高粱取代玉米（不超过 50%），

其饲养效果与玉米差不多，如完全替代玉米，则饲养效

果差。高粱粉喂猪的添加比例一般控制在饲粮比例的

20%以内。与饲喂玉米的猪相比，饲喂高粱的猪胴体瘦

肉率高，仔猪应避免使用。 
王成章、王恬主编（2011）的《饲料学》一书中建

议，根据高粱颜色的深浅，可用高粱可替代猪饲粮中 25%
（深色高粱）～50%（浅色高粱）的玉米，饲料效果较

好。如果是母猪，则可用高粱完全替代饲粮中的玉米。

在以高粱为主料的母猪饲粮中添加适当量的赖氨酸、苏

氨酸，有助于达到良好的饲喂效果。 
杨久仙、刘建胜（2011）的《动物营养与饲料加工》

中提出，高粱有苦涩味，适口性不如玉米，建议在猪日

粮中高粱配比控制在 20%以内。 
2.2 高粱在鸡饲料中的应用  

张润栋（1995）研究发现，在高粱日粮中补充赖氨

酸和蛋氨酸能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在高单宁高粱—豆粕

日粮中添加 0.15%的蛋氨酸可以克服仔鸡生长受阻的问

题，并取得采食低单宁高粱相似的效果。同时，通过添

加蛋氨酸，还可以防止因食用高粱引起的家禽关节肿胀，

脚趾软弱症。 
安树元（1997）指出，玉米含有可增加肉用仔鸡皮

肤和蛋黄的着色的视黄醇，而高粱几乎不含这类胡萝卜

素类色素。为弥补这一缺陷，可通过在饲料中添 1%的苜

蓿粉（视黄醇含量相当于玉米的 10 倍）或其他绿色草粉

来解决。高粱在家禽日粮当中可以添加到 45%，而做产

蛋后备鸡饲料，则高粱可以全部替代玉米。 
顾洪娟、田玉民（2010）的《动物营养与饲料》认

为，在喂鸡时，高粱的添加比例控制在 15%以下为宜。

而且其中单宁的含量应该在 0.5%以下，超过 1%，则可

影响消化率及增重速度。高粱中的叶黄素较低，会影响

蛋黄、皮肤和脚等部位的颜色。  
王成章、王恬主（2011）的《饲料学》认为，深色

和浅色高粱在肉鸡、蛋鸡、火鸡等饲粮中的添加比例分

别为 10%、20%时，饲养效果良好，但因高粱中叶黄素

含量低，对鸡皮肤和蛋黄无着色作用。  
杨久仙、刘建胜（2011）的《动物营养与饲料加工》

提出，高粱有苦涩味，适口性不及玉米，在蛋、雏鸡日

粮配比中一般控制在 15%以下为宜，否则容易引起便秘。 
3 总结与展望  

随着饲料工业的不断发展，为应对饲料原料供应紧

缺，价格急剧上涨的局面，发掘和开发性价比更优的替

代性饲料原料，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企业自身产品

的竞争力，愈发显得迫切和重要。但在饲料原料的开发

和使用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对开发替代性饲料

资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适宜添加量的科学研究；

替代性原料供应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替代性原

料对饲料产品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影响等。 
    近两年随着澳大利亚高粱和美国高粱相继进入中国

市场，高粱在饲料中的应用也将越来越被市场接受。高

粱作为一种可替代能量饲料的原料，对于其进一步的生

产加工和合理利用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因而，我们有

必要对进口高粱的供应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做进

一步的研究，同时，对其营养价值和饲用价值做进一步

深入评估，为日粮配方设计以及日后 大限度利用高粱

提供理论依据。对高粱进口及其在饲料中的应用是具有

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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