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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我国猪肉消费量占总肉类消费量的65%。预计到2060年，全

球人口将增加一倍，这意味着对动物和粮食的产量需求增长

近100%，其中大部分的增长要依靠新技术的应用以获得更高

的生产效率。

Ø据估计，到2050年，全球家畜饲养总量可突破1000亿头，

因此需要更多的粮食来维持畜牧业的生产。然而，随着世界

人口逐年增长，粮食紧缺问题已经成为了全世界亟待解决的

问题。

u我国的粮食紧缺和人畜争粮问题日益突出



ü 老百姓需要用蛋白质来慰藉一家人的辛勤付出，毕竟宴请宾客

时撑场面的硬菜，和深夜与朋友把酒言欢的吃食，能且只能由

蛋白质和油脂的美妙组合来担任。在过去的农业文明时代，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一句话囊括了理想社会的最高幸福标准

是用动物蛋白替代植物蛋白。

ü 但从植物蛋白到动物蛋白这一转换过程是低效的，国内用于饲

料生产的原料用量几倍于同期肉类消费增长，在强劲的肉食需

求引领下，我国生猪养殖业在过去两年复苏迅猛，由此带来的

饲料需求增长，一直被认为是2020年以来大豆玉米需求飙升的

主要根源。在崇尚物质的时代，缺口便逐步产生。

u饲料原料的需求增量数倍于肉食消费增速



• 2016-2021年中国饲料产量2018年起逐年递增，2021年达到最高；

• 2022年1-9月中国饲料累计产量为23351万吨，累计下降2.1%；

• 2022年9月中国饲料产量为2997万吨，同比增长4.5%；

• 饲料产量的增加需要消耗大量的玉米、大豆等粮食。

国家统计局数据

饲 料 产 量



u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显示，近几年，我国玉米进口量呈增长的趋

势，进口量由2017年的283万吨增长到2021年的2835万吨。

u 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1-9月中国玉米进口量1846万吨，同比减少

25.9%。

玉 米 进 口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6/03/18/103651364300.shtml


ü 2020年，我国大豆进口量首次突破1亿吨，达10032.7万吨，比2019年增加

13.3%； 

ü 2021年我国进口大豆9653.78万吨，相比2020年进口大豆下降了378.97万吨，

同比降低3.8%，全年大豆供应量减少701万吨。

ü 2021年我国大豆总产量1640万吨，比上年减少320万吨，减幅16.4%；

ü 2022年1-8月6133吨。

大 豆 进 口



u近年来多个政策陆续出台，玉米豆粕减量替代逐步走向行业

ü 2020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畜牧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到要调整优化饲

料配方结构，促进玉米、豆粕的减量替代。

ü 2021年3月15日，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发布关于推进玉米豆粕减量替代工作的通

知，重点下达了《饲料中玉米豆粕减量替代工作方案》，方案重点要求推进用谷物和

杂粕对饲料中玉米豆粕实现减量替代。

ü 2021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加强饲料粮减

量替代。



《粮食节约行动方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2021-10-31

ü 强化农业生产环节节约减损。推进农业节约用种，减少田间地头收获损耗。

ü 加强粮食储存环节减损。改善粮食产后烘干条件，支持引导农户科学储粮，推进仓储设施节约减损。

ü 加强粮食运输环节减损保障。完善运输基础设施和装备，健全农村粮食物流服务网络，开展物流标准化示

范。

ü 加快推进粮食加工环节节粮减损。提高粮油加工转化率，加强饲料粮减量替代，加强粮食资源综合利用。

ü -----加强饲料粮减量替代。推广猪鸡饲料中玉米、豆粕减量替代技术，充分挖掘利用杂粮、杂粕、粮食加

工副产物等替代资源。改进制油工艺，提高杂粕质量。完善国家饲料原料营养价值数据库，引导饲料企业

建立多元化饲料配方结构，推广饲料精准配方技术和精准配制工艺。加快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提高蛋白

饲料利用效率，降低豆粕添加比例。增加优质饲草供应，降低牛羊养殖中精饲料用量。

ü 坚决遏制餐饮消费环节浪费。加强餐饮行业经营行为管理，落实单位食堂反食品浪费管理责任，加强公务

活动用餐节约，建立健全学校餐饮节约管理长效机制，减少家庭和个人食品浪费，推进厨余垃圾资源化利

用。

ü 大力推进节粮减损科技创新。强化粮食生产技术支撑，推进储运减损关键技术提质升级，提升粮食加工技

术与装备研发水平。

ü 加强节粮减损宣传教育引导。开展节粮减损文明创建，强化节粮舆论宣传，持续推进移风易俗。



进度安排：
　　3月20日前，饲料工业中心拟定饲料原料营养价值数据库与饲料营
养大数据应用平台系统发布会筹备方案，提交畜牧兽医局。
　　3月26日前，全国动物营养指导委员会猪分会、肉鸡分会和蛋鸡分
会分别负责完成饲料玉米豆粕减量替代技术方案（草案）提交秘书处汇
总。
　　3月31日前，全国动物营养指导委员会秘书处组织完成技术方案论
证，形成正式方案文本提交畜牧兽医局；饲料工业中心完成饲料原料营
养价值数据库与饲料营养大数据应用平台系统构建运行，落实在发布会
上介绍应用效果的企业并审核相关材料，拟定发布会议程并进行全程彩
排。
　　4月10日前，畜牧兽医局完成饲料玉米豆粕减量替代技术方案审核，
交由农民日报等主流体刊发；报送请示邀请部领导出席发布会，确定发
布会参加人员和议程。
　　4月18日，正式举行发布会。 

u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推进玉米豆粕减量替代工作的通知
（2021年3月15日）



ü 一直以来，玉米和豆粕是饲料的主要构成。玉米-豆粕型日粮含有丰富的赖氨酸和蛋

氨酸，而这两种氨基酸正是猪和家禽的第一限制性氨基酸（指在限制氨基酸中缺乏

最多的一类氨基酸，它会严重影响机体对蛋白质的利用，并且决定蛋白质的质量）。

但是现在配方技术的进步，氨基酸平衡的研究让饲料的替代有了可能。

ü 我们调研了解到相比于传统的60％玉米和18％豆粕的饲料配方，目前已有部分养殖

企业实现零玉米添加和低于10％的豆粕用量。我国目前豆粕用量大致7500万吨，玉

米饲用消费1.9亿吨。

ü 假如豆粕在饲料中的添加比例降低5％，理论上豆粕用量可以减少2000万吨，对应

可减少2500万吨进口大豆，约占我国大豆进口的25％；假如实现对30％饲用玉米

做谷物替代，理论上其需求将降低5700万吨，对玉米缺口的改善是明显的。一旦政

策充分落地，对农产品平衡表的影响具有颠覆性意义，但我们预计政策落地仍需要

时间。

u替代方案的可行性及影响



ü 2021年，全国养殖业消耗的饲料中豆粕占比降到15.3％，比2017年下

降2.5个百分点，节约豆粕1100万吨，折合大豆1400万吨，相当于1亿

亩以上耕地产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大局作出了积极贡献。

ü 2021年进口大豆9653.78万吨，相比2020年进口大豆的10032.7万吨，

下降了378.97万吨，同比降低3.8%，全年大豆供应量减少701万吨。

ü 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1-9月中国玉米进口量1846万吨，同比减少

25.9%。

u一系列政策出台为推动玉米豆粕减量替代，取的显著成效



u 饲料饲喂的物理形态

料种 干料 湿拌料 粥料 水料

料水比 0 1：1 1：2 1：2.6~3

ü干料——颗粒料、干粉料

ü 湿料
湿拌料

液态料

粥料

水料



u 楼房猪舍的饲料输送
链盘式或绞龙式输送直接输送



u 利用楼层中转实现自动送料



u 利用斗式提升机实现饲料输送



u 气力输送



u 干料输送共同存在的问题：

　颗粒的破碎率高，导致猪舍内部粉尘污染严重！



控制中心

饲喂中

饲喂后

u 液态饲料饲喂系统

中央厨房--配料桶、管道



u液态料饲喂系统的优势



ü 配合发酵饲料使用，提高饲料效率

u液态料饲喂系统的优势



ü 可利用廉价副产品，降低饲料成本

u液态料饲喂系统的优势



u欧洲液态料在育肥猪上的应用已经是主流的饲喂方式

Ø 欧洲有丰富的副产品：烘焙废弃物，糖浆副产品，啤酒副产品等食品副产品。

Ø 国内副产品应用有很大的局限性，通常都是以全价饲料加水混合。



  母猪怀孕90天以前 母猪怀孕90天-110天 保育仔猪25-65日龄料肉
比

育成猪66-160日龄料
肉比

液态料饲喂 1.8（kg/头·天） 2.0递增至2.5（kg/
头·天） 1：1.18 1：2.67

传统干料饲喂 2.0（kg/头·天） 3.0（kg/头·天） 1：1.56 1：2.95

改善程度 10% 20% 24% 9%

　采用液态料饲喂的生产种猪饲料成本比干料饲喂节省达到18.5%，商品猪从出生

至上市比干料饲喂节省11.5%。

东莞横沥猪场，试验是在同一公司下的不同生产单元进行对比。

u液态料饲喂系统的优势

ü改善饲料适口性，提高饲料转化率，提高日增重，缩短上市日龄，降低生产成本；

ü 提高饲料营养利用率，降低粪便的氮，磷排放，减轻环保压力；



Ø MLC 英国肉类和家畜委员会研究，液态料饲喂可改善料肉

比约0.25，每KG出栏重,可实现成本降低约0.7元。



没有采用液态料
饲喂

液态料饲喂 饲料节省（吨/年）

FARM 1     838     770 68 tonnes

FARM 2     900     803 97 tonnes

FARM 3     984     942 42 tonnes

  液态料饲喂相对于干料饲喂在饲料浪费方面明显减少，主要体现在饲料漏入粪沟，发

霉饲料，饲料转化率较差造成的饲料浪费。

u液态料饲喂系统的优势

欧洲针对年产5,000育成猪的3个猪场的对比试验：

ü减少饲料浪费



u液态料饲喂系统的优势



ü增加母猪胃容量，改善母猪泌乳性能和母猪体况，从而提

高仔猪断奶重和健康水平。液态料还可降低仔猪断奶应激和

肠道疾病；

ü电脑控制的全自动化饲喂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改善工人

劳动强度，增加动物福利。

ü易于添加药物及其他添加剂、特别是液态的添加剂（添加

物），精确度高；

ü即便猪只数量众多也可实现快速饲喂。

u液态料饲喂系统的优势



ü可针对猪群不同生长阶段的需要混合不同的饲料配方，并根据饲喂曲线自动

调节每栏每天的饲料配方和喂料量；实现精准饲喂。

ü减少由于干料调节精度等问题造成的饲料浪费，也无需人工调节配量器，节

约人工成本；可在猪场内进行饲料混合，无额外干料混合费用；

ü可使用饲喂系统输送饮水，确保猪群饮水充足；

u液态料饲喂系统的优势



u 液态料饲喂的方案

ü干料线配水料机——即把现有的干料槽更换成水料机（或粥料器）

ü安装液态饲喂系统，——新建场或适合改造的栏舍



u干料线配水料（粥料器）

• 把原来的干料槽换成水料机；

• 水料机（粥料器）可做到：

　1、水料即时混合，在下料的时候才把水料和

料混合搅拌成液态料；

　2、定时下料，实现分餐饲喂。一个饲喂周期

，分成下料时段和清盘时段；

　3、可调节料水比，以适应不同日龄的猪或不

同的饲养要求。



u 干料线配水料机的优点：

1、适合于现有干料线改造，只需将干料槽换水料机（粥料器），成本低，

好改造，容易实现。

2、单台设备，没有系统性故障的风险。

3、适合用于保育舍，因为保育猪只能吃粥料或湿拌料

u缺点：

单台设备，小问题多，日常维护工作量大，半自动化，日常管理工作量大。



ü液态饲料饲喂系统由计算机按特定程序控制

运转，实现自动化、智能化。

ü    液态料饲喂系统一般由储料罐（储料塔）

、储水罐（清水罐、废水回收罐）、带搅拌

器的混合罐、称重单元、饲喂泵（送料泵）

、带预置阀和终点阀的饲喂管线网路、饲喂

电脑和空气压缩机等。常规需要为液态饲料

的混合、配置以及输送饲喂控制管理等主要

设备设置一个单独的房间，通俗称为“中央

厨房”。

u液态料饲喂系统



（1）定时定量饲喂

 根据各饲喂点猪只的头数，日龄（体重），每日饲喂次数，

同时根据事先设定的饲喂曲线，计算出一次饲喂所需的饲料

总量和设定的水料比自动向配料罐中进水或液态的辅料，由

罐底称重装置反馈进料量，达到预定数量后再控制绞龙向配

料罐中进干料，搅拌均匀后按混合罐减重控制送料量，逐栏

将液态料输送到各个饲喂点。

ü 每天供料2-4次（通常每天3餐，早中晚）；

ü 料量以饲喂曲线为基础，管理员可根据猪的体况做适当

增减。

u液态饲料的饲喂方式



（2）传感器控制采食饲喂
   首先在根据各饲喂点猪只的头数，日龄（体重）设定的饲喂曲线基础上，同时猪舍食槽上安装有料位

传感器。当到达饲喂时间时，饲喂电脑将首先会通过安装在食槽上的传感器检测食槽内是否有饲料，然

后根据检测情况为食槽传感器信号为空的栏位进行混料以及送料。相应的，如果传感器信号不为空，那

么电脑将跳过该栏，不再为该栏进行补料，当多次不为空时，则饲喂电脑将会进行报警提示，提示饲养

员管理人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与此同时，电脑还会监测各个栏位的猪只采食速度，根据各个栏位内的猪只采食速度情况，调节后面

该日供料的单次下料量，最终达到预设饲喂总量。

ü每天供料3-10次；

ü电脑自动根据家畜的食欲和采食速度
控制喂料量；

ü根据猪将料槽内饲料完全采食完毕的
时间，电脑自动进行喂料量的增减；

u液态饲料的饲喂方式



（3）传感器自由采食饲喂

  在普通传感器饲喂的基础上，电脑还会监测并判断各个栏位的

采食量情况，根据各个栏位内的猪只采食情况，自动调节各个栏

位的饲喂曲线（如某栏的检测情况即便在到达饲喂曲线的设定饲

喂总量之后，传感器依然反馈为空，电脑将在后期为该栏配置更

多的饲料），以更加符合猪只的生物节律。 

ü 每天喂料10-20次；

ü 电脑自动根据家畜的食欲和采食速度控制喂
料量；

ü 料槽传感器实时检测料槽内是否有剩余饲料，
如果仍有剩余饲料将不会继续投放饲料；

ü 喂料量仍以饲喂曲线为基础，但电脑会根据
家畜的采食量和采食速度控制投料，更符合
家畜的生物规律 。

u液态饲料的饲喂方式



ü 液态料在配种舍和育肥舍使用的比例最大，在法国已经达到75%；

ü 保育舍使用的最少。 



ü保育舍使用液态料存在的问题



（1）水料的比例问题。从实践的经验来看，水料的比例是液态

饲料能否饲喂成功的关键问题之一。正常的水料比例在3:1左右，

比例过低可能造成水料的运输过程的堵塞，比例过高可能造成猪

采食的干物质的量过少，也可能影响猪的生长速度，所以在液态

料的使用过程中要时常关注水料的比例是否合适。

（2）液态饲喂使用工业副产品的时，因原料的营养变化大，需

要随时调整配方。一些食品厂的原料水分含量高，批次间的变化

也比较大，这时就需要根据原料营养价值的变化情况，随时调整

饲料的配方，保证配方营养价值的准确性。

u 使用液态饲料饲喂系统的注意事项



（3）液态饲料的卫生管理。使用液态饲料要能根据猪群的采食量的变化，随

时调整饲喂量，尽可能的使液态料在固定的时间内采食完，避免放置时间过长而

变质。同时要注意储存罐、运输管道和料槽的干净卫生，定时清洁打扫，防止细

菌的滋生。

（4）注意液态饲料的分层。由于饲料原料比重的差异，在往料槽运输的过程

中，可能会导致液态料的分层。对于这种情况，一方面我们在设计配方时，可以

选择一些好融于水的原料，比如小麦的副产品和一些膨化食品原料，并且尽可能

的使原料粉碎的更细。另一方面要最大可能的缩短饲料运送到料槽的距离。

（5）注意液态饲喂系统的维护和饲喂人员的培训。不同于干料饲喂，液态

饲喂一旦系统出现故障，猪场饲喂就无法进行正常生产，因此猪场要有专门的设

备维护人员。由于液态饲喂是按顿饲喂的，所有饲养人员要更加注意猪群采食量

的变化，随时根据采食的变化调整饲喂量，对饲养人员的要求也更高一点。



  楼房使用液态料饲喂系统有一下几个重要问题需要知晓：

    液态料饲喂系统和塞链系统类似，每条料线是一个环形的回路。虽然饲料

和水混合后通过管道系统加压进入到猪舍中，但是由于是回路设计。所以不能轻易的

认为把液态料的推送设备放到高楼层就可以将饲料向下送到低楼层。饲料输送泵不仅

需要把饲料送到猪舍内，还需要把管路中用来隔绝空气的存水推回中央厨房的储罐。

所以液态料系统能够向上和向下输送的楼层数量是有限的。  

     一般情况下一套液态料输送设备最多可以向上和向下输送三层左右的楼

房。同时需要考虑混料罐到最后每条回路最后一个饲喂阀的距离，一般不建议超过

350米。否则可能需要重新选择送料泵等全套加工设备，并可能在回路末端存在水料

分离等隐患。

   

u楼房猪舍液态料输送与干料输送系统区别



   干料线只要把饲料送到料槽，猪只可以随时采食，料线系统只要保证料槽内随时有饲料即可。

而液态料输送系统是“分餐”式饲喂，即每天分三到五餐为猪提供饲料。其他时间猪是得不到饲料的。

所以液态料饲喂系统在设计时还需要考虑设备的“加工能力”是否和存栏相匹配。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1）液态料设备的输送效率

因为是“分餐”式饲喂，所以当一条料线开始输送饲料给猪舍的某个猪栏时，整间猪舍的猪只都将进

入渴望饲料的状态。如果输送效率太低，猪只等待时间过长将有可能导致猪群出现不良反应。

（2）液态料设备

  一旦开始加工和输送饲料就要求其制备间提供干饲料和水的输送设备能够满足一定的配送能力。一

般按照干饲料8～10吨/小时，水则需要差不多10～15吨/小时的配送能力。对于楼房猪场，由于液

态料制备间在楼内，那么如何保证上述干料和水的配送能力就成为使用液态料饲喂的一个重要前提。

u 使用液态料输送系统和使用干料线输送系统进行饲喂有一

个重要的区别是：



（3）对于干料的储备

   通过可以在液态料制备间楼上设立中转料仓的方法，在每餐之间利用干料线

系统提前储存每餐所需的干饲料。目前主流的液态料系统一般以10000头育肥

猪的饲喂量作为一套系统的配置极限，如果按照每日3餐计算。每餐大概需要

储存10吨的干饲料在中转料仓中。这个储存量对于楼体的荷载将产生重大影响。



（4）对于水的储备

    由于液态料系统一般的水料比为3:1至2.5:1，还是按照10000头育肥计算，每餐

需要25～30吨水。储存如此大量的水在楼体内将对楼体设计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

一般不会储存如此多的水。那么就需要楼房能够有提供10吨/小时=2.7升/秒的供水

管路。一般猪场的供水管路都可以达到此流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液态料饲喂对

用水的需求是短时大量。设备一旦开始饲喂就会在1.5～2小时的饲料加工和输送期

间持续需要上述供水量。

   此时必将对整个猪场的其他水路产生影响。所以给水设计时必须要进行合理的计

算。管路的尺寸，增压泵的工作能力，楼体主水箱的储存能力，甚至机井的抽水能

力，水处理系统的过滤能力等都需要进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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