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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草  forage 

    ● 饲料中天然水分含量＜60% 

    ● 干物质中粗纤维含量≥18% 

    ● 风干物形式饲喂       

 饲草料新分类 L. E. Harris 1963 

    ● 青干草与秸秕 

    ● 青饲料 

    ● 青贮饲料 

    ● 能量饲料 

    ● 蛋白质饲料 

    ● 矿物质 

    ● 维生素      

    ● 添加剂     

干草类  秸秆类  秕壳类 





饲草的营养共性： 

    ● 消化能＜10.5MJ/kgDM 

    ● 有机物质消化率在65%以下 

  

饲料      粗蛋白     粗纤维      蛋白质    消化能     消化率%  

                                 消化率    MJ/kgD       NFN 

 

苜蓿干草    20        25.5          79       2.74       61 

燕麦干草    6.6       34            48       2.64       65 

 

玉米秸秆    3.5       33.4          36       2.54       59 

小麦秸秆    2.6       43.6          14       2.15       49 

 

小麦籽实    11.9      10.8          78       3.88       79 

玉米籽实     7.2       6.4          69       3.92       90 

 
                                    (杨世兴、彭大惠 1981；南京农学院，1980；） 



饲草的利用特点 
 
 植物型蛋白、纤维可良好的消化吸收 

 促进唾液分泌，维持瘤胃正常消化机能 

 控制采食量，增强饱腹感 

 维持家畜正常泌乳，繁殖和幼畜发育生长 

 降低养殖成本。 

 



      饲草生产现状 

第一类——干草类 

2600万亩，市场流通量为81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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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青干草生产布局 



生产面积超过300万亩的省区： 

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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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青干草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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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阿鲁科尔

沁旗苜蓿产区的

专业化生产 



燕麦草专业化生产 

 

甘肃山丹 

河北坝上 

 



第二类——青贮饲料 



各类饲草青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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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产区 

玉米青贮优势产区：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宁夏、北京、山西、天津等地 

玉米秸秆黄贮优势产区：山东、河南、陕西、新疆、吉林等地 

苜蓿青贮产区：安徽、辽宁 

燕麦青贮产区：河北西北部、安徽、江苏、上海等地 

麦类饲草的青贮产区：江苏、河南等地 

高粱属牧草青贮产区：河北、山东、甘肃等地 

黑麦草青贮产区：江苏、四川等地 



甘肃民祥草业饲草裹包青贮生产 



安徽蚌埠秋实草业种植青贮苜蓿 



秸秆类 

总产量 7.2亿吨 

  粮食作物 6.5亿吨 

  油料作物 0.46亿吨 

  棉麻糖类 0.22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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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秸秆资源利用情况 

动物饲料 

生活燃料 

工业原料 

造肥还田 

焚烧 

秸秆饲料利用 2.13亿吨，占秸秆资源的39.6% 



        优质饲草对养殖业的推进 

优质干草对养殖业的推进 

 ● 苜蓿、羊草、燕麦、青贮玉米 767万吨 

 ● 高产优质苜蓿示范基地 400万亩 

 ● 优质粗饲料满足200万头奶牛饲喂要求，占泌乳奶牛的27% 

 ● 单产提高1047kg、全国平均单产提高600kg ，9t150万头 

 ● 乳蛋白提高22%，乳脂率提高11% 

 ● 奶牛泌乳期延长一年以上，奶牛疾病减少 

 ● 一头奶牛一年增收1035元 



  青贮对养殖业的推进 

  2017 农业部”粮改饲“试点 

    ◎ 全株青贮玉米、饲草…… 

    ◎ 17省区  455个试点地区1000万亩 

    ◎ 20亿 

    ◎ 种养配套、草畜结合 

 

    ◎ 全株青贮12578万亩 

    ◎ 收获青贮玉米饲料  3000万吨 

    ◎ 种植户增收15亿元、肉牛育肥期 

         节约600元，肉羊节约80元 

         养殖户增收60亿元 

 



秸秆类粗饲料对肉牛肉羊业的推进 

          黄贮                         青贮 

 

 

 

   

  奶牛 2940 15.9% 

  肉牛 10080 54.4% 

  肉羊 5500 29.7% 

  合计 18520 100% 

  奶牛 3430 48.2% 

  肉牛 3024 42.5% 

  肉羊 660 9.2% 

  合计 7114 100% 



● 1.8亿吨黄贮，占饲用秸秆84%，肉牛肉羊饲用玉米秸秆达

84%， 

● 共2.5亿吨，青贮7114万吨、黄贮1.8亿吨，黄贮占72% 

● 秸秆养畜示范区13个，示范县429个 

● 10年氨化秸秆8.5亿吨，年递增35.9%，牛羊肉递增8.28% 

 



      饲草生产趋势 

1、青干草和青贮生产将成为饲草产业的主体 

   ● 干草类 

     可消化粗纤维、 

     矿物质、维生素丰富 

      蛋白质品质完善 

      营养物质平衡 

   ● 秸秆类 

      细胞木质化高 31%—45%， 

      粗蛋白质含量低 2%—5% 

      维生素含量低、灰分含量高 12%—15%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系列1 

系列2 

奶牛
存栏 

国产
苜蓿 



   巩固和加强苜蓿专业化生产基地 

 

        北方基地 

        南方基地 



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的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机械播种 、 切割压扁搂晒 、打捆机械化技术  、节水喷灌体系 .  

（在半农半牧区和草原撂荒区，巩固建立120——150万亩） 

 

        
美国 

中国 



2、质量和成本是饲草产业的核心 

年度 CP ADF NDF RFV 检验单位 

2012年 19.4 33.7 34.7 182 农业部 

2013年 22.2 22 26.9 222 Dairy one 

20.4 23.7 30.6 189 Dairy one 

17.5 23.8 29 196 Dairy one 

2014年 28.7 36.4 169 阿旗 

2015年 26.4 26.2 30.84 中国农大 

21.4 17.4 23.7 259 Dairy one 



 



          A型/B型燕麦区域产品的指标体系和优质高效生产 

形成稳定产区，做好和澳大利亚燕麦的
互补工作，做好AB型的协调，和苜蓿
的协调       



         提升苜蓿优级/特优级商用草产品综合生产与加工能力 

        覆膜播种 、叶片保留 、 同期收割 、 同步干燥、 加压打捆 

          



               已经形成多个优质品牌产品 

              每年可向市场提供特优、优级和一级优质苜蓿50万吨           



3、秸秆饲料化利用仍然是肉牛肉羊业的基础 

● 青贮、微贮、氨化、盐化、糖化、膨化、碱化转化 

● 处理后，纤维降解率达20%，蛋白质增加50%以上 

● 可替代40%~50%精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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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市场带来不确定因素 

2017年进口苜蓿139.8万t，进口额$ 4.2 

美国进口130.7万t，占比93.5%,  $ 3.9亿 

西班牙进口2.5万t  占 1.8%,   

加拿大进口6.4万t  占 4.7%, 

面对中美贸易战 





一、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和功能提升创新 
 
        专业布局      

             商品草产区 

             种子产区 

             草畜一体化区 

          功能布局 

              应对中美争端 

              农村振兴 

               绿色发展 

          资源承载力   

发展对策 





二、提高产能、确保质量，降低成本、稳定供给 

        草产品的数量与品质 

       中国市场250万吨流通苜蓿干草 

        中国提供44%，美国 52%，其他国家4% 

         特优、优 级：中国6%     美国46%  

          一   级        ：中国40%，美国50% 

          二、三级    ：中国54%，美国4%      



作物 用水量（英寸） 作物经济产量（磅/英亩）WUEh （磅 /

英寸） 

苜蓿 42 12833 306 

玉米 35 9597 274 

小麦 19 4525 238 

甜菜 43 8005 186 

水稻 71 7774 109 

干豆 28 1753 63 

杏树 37 1134 31 

          三、坚定种草信念，促进草业绿色发展 

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曼多流域几种作物用水量的比较  



        四、加强科技创新，弥补发展短板 

   

  企业和科技单位共同 

   联合申请项目5项， 

   投入研发经费5160万元 

   其中企业自筹2500万 

 

1、北方草原生态修复创新研发中心 

2、冀中平原青贮玉米创新研发中心 

3、祁连山燕麦草创新研发中心     

4、青藏高原草种业创新研发中心 

5、科尔沁沙区草产业创新研发中心 

6、黄高原旱作区草产业创新研发中心  

   7、鄂尔多斯草产业创新研发中心 

8、江淮平原草产业创新研发中心 

9、热带禾草创新研发中心 

10、河西走廊草产业创新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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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布局问题、种植技术、重点共性问题 



谢谢聆听！ 
 
                 请批评指
导！ 

2018.9.28  山西。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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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饲料的未来5年 

1、奶业发展的要求 

  ● 规模化饲养——100头以上规模养殖达到60% 

  ●  奶类总产量达到4100万吨 

      3540万吨——3755万吨，215万t奶， 250万t优质豆科粗饲料 

      3755万吨——4100万吨，345万t奶， 400万t优质豆科粗饲料 

   ● 商品草生产面积达到1000万亩，各类禾本科粗饲料400万吨  

                  

   



肉牛肉羊业发展需求 

  ● 牛羊肉总产量达到1300万吨 

  ●  牛羊规模饲养比重达到45%以上 

      肉牛年出栏50头以上规模养殖 

      肉羊年出栏100只以上规模养殖 

  ●  秸秆饲用量达到2,4亿吨 

  ●  青贮玉米收获面积达到3500万亩以上 



 国家政策性投资与项目引导 

    ● 粮转饲，34个县 支持青贮玉米、苜蓿、燕麦、甜高粱等种植；东北黑 

       土区和雁北、陕北、甘肃等农牧交错带开展粮改饲， 

    ● 继续实施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保障苜蓿等优质饲草料供 

    ● 草牧业发展试验试点  10省、农垦 现代农业示范区、农村改革试  

        验区，共37个县团； 

    ● 秸秆饲料化利用。 玉米、小麦种植带，推广青贮、黄贮和微贮。由 

        27.5%提高到34% 。 

    ● 南方草山草坡，节水高效人工种草，推广冬闲田种草和草田轮作 

    ● 评定100个牛羊生产大县，5亿补贴  

    ● 现代种业提升工程，12个草种良繁基地，600万， 



      粗饲料生产关注几个问题 

● 科学种名与土名、假名 

   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L） 

    黄花苜蓿（Medicago falcata.L） 

    皮燕麦（Avena sativa. L） 

    裸燕麦（Avena nuda .L) 

    甜高粱（Sorghum bicolor Moench subsp.bicolor) 

    象草（Pennisetum purpureum Scbumach） 

 

  巨菌草、蛋白桑、解放草、蛋白草、鲁梅克斯 



● 籽实利用和营养体利用 

    粮用玉米、饲用玉米 

     皮燕麦、 裸燕麦 

● 杂交育种品种和转基因品种 

 

● 感官品质和测定品质 



    迎接第四届中国草业大会召开  2016.8.西宁. 

 ● 大会： 农业部领导草业形势与政策报告 

           十强企业、十佳企业家、十佳草业巾帼表彰 

 ● 论坛： 草人牛人论坛 

           现代草种业论坛 

           三江源论坛 

 ● 会展： 2016草产品展览展销会  

 ● 观摩：  青藏高原农区草业考察 

           青藏高原牧区草业考察   



 

    欢迎莅临   

        谢谢静听！ 

               2016.3.28.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