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文件

农办牧〔2022〕24 号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公布饲料中豆粕

减量替代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2021 年以来,各地农业农村部门积极贯彻落实《粮食节约行

动方案》,按照农业农村部部署,在饲料养殖行业实施豆粕减量替

代行动,大力推广低蛋白多元化饲料精准配方技术,取得了明显成

效。 部分饲料养殖企业在实践中探索出成功的技术路径,涌现了

一批典型案例,为全行业豆粕减量使用作出了示范。 经专家评审,

优选 3 类技术模式和 8 家企业典型案例予以公布。

各地要加大对典型案例的推介,加强政策扶持,引导饲料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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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广泛推行豆粕减量替代措施,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做出新贡献。

附件:1． 饲料中豆粕减量替代技术模式

2． 豆粕减量替代技术应用典型案例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2 年 9 月 17 日

—2—



附件 1

饲料中豆粕减量替代技术模式

一、低蛋白氨基酸平衡日粮技术

根据畜禽不同生理阶段的营养需求,科学确定日粮适宜的蛋

白含量、净能水平和可消化氨基酸含量,减少豆粕等蛋白原料的使

用量。 在制定饲料配方时,采用饲料原料的净能值和可消化氨基

酸含量等参数,准确测定饲料原料的氨基酸组成及其消化率,根据

动物营养需求额外补充赖氨酸、苏氨酸、蛋氨酸、色氨酸和缬氨酸

等限制性氨基酸,在合理下调饲料中蛋白含量基础上,螂大限度满

足动物的必需氨基酸需求。 同时,充分考虑豆粕等蛋白原料减量

条件下,饲料中的矿物质、维生素等其他养分平衡,合理使用饲料

添加剂,适当采取饲料原料预处理工艺,提高饲料营养物质消化

率,确保畜禽维持正常生产性能。

二、杂粮杂粕型多元化日粮技术

充分挖掘利用杂粮、杂粕、粮食加工副产物等资源替代玉米、

豆粕,准确测定替代原料的化学成分、有效能值、氨基酸消化率等

营养价值参数,综合考虑原料产地、品种、加工工艺等变异因素带

来的参数差异,建立饲料原料营养价值数据库和动态参数模型。

针对配方中替代原料的营养特性与抗营养因子种类,合理选用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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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素酶、β-葡聚糖酶、蛋白酶等添加剂,采取生物发酵等原料预处

理工艺,改善饲料原料品质,配合采用特异性加工参数,提高杂粮

杂粕型日粮中各类营养物质的利用效率。

三、饲料精准配方高效加工技术

应用近红外化学成分分析、体外仿生消化评价、动物消化代谢

试验、体内氨基酸消化率精准评价等技术手段,评价饲料原料的常

规化学成分、氨基酸消化率和净能值等重要营养价值参数,通过相

关性分析与拟合回归方程建立原料精准营养价值数据库。 基于不

同原料的净能值和氨基酸组成及其消化率等参数,适当补充赖氨

酸、蛋氨酸等合成氨基酸和维生素、矿物元素,精准制定饲料配方。

根据不同原料加工特性和加工设备参数,对饲料加工设备的运行

过程参数进行准确评估,对饲料粉碎粒度、膨化温度等加工参数进

行实时优化调整,通过精细加工提高饲料加工效率和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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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豆粕减量替代技术应用典型案例

一、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猪低蛋白日粮应用

通过精确评价饲料原料净能值、氨基酸组成及其消化率,建立

了饲料原料净能和可消化氨基酸等营养参数数据库。 在生猪养殖

生产过程中,对不同原料配制饲料的饲喂效果进行评估和验证,构

建与完善了不同阶段的生猪净能和可消化氨基酸需要量模型,形

成了适合自身养殖品种和猪群结构的营养标准体系。 应用实践证

明,额外补充适量 5 ~ 6 种合成氨基酸(赖氨酸、蛋氨酸、苏氨酸、色

氨酸、缬氨酸、异亮氨酸),可将生猪养殖全程饲料蛋白含量标准下

调至 12% ,比目前国内平均水平低 2 ~ 3 个百分点,大幅度减少豆

粕等蛋白原料使用量,且不降低动物生产性能。

2021 年,公司生猪养殖使用配合饲料 1580 万吨,豆粕平均用

量占比为 6． 9% ,比养殖业消耗饲料中豆粕平均含量低 8． 4 个百分

点,相当于减少豆粕用量 130 万吨。

二、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利用仿生技术开展饲料精准

配方应用

研究构建黄羽肉鸡、肉鸭、生猪等动物体外仿生消化系统平

台,结合原料化学成分检测和近红外扫描分析方法,以可消化赖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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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为核心参数对动物生长性能、屠宰性能等指标进行评估验证,建

立了常用饲料原料常规化学成分与净能、可消化氨基酸的预测模

型,由公司总部建设统一的饲料原料动态营养价值数据库,为各区

域分公司制定精准饲料配方提供核心数据支撑。 公司下属各饲料

生产厂通过近红外扫描终端检测原料品质,结合动态预测模型,即

时调整原料营养参数,控制杂粮杂粕原料的适宜用量,实现饲料配

方精准、成本控制精确。 在此基础上,采用可消化氨基酸参数确定

猪禽必需氨基酸的添加种类和适宜水平,根据原料特性合理补充

生物酶、脂肪酸、抗氧化剂、色素等添加剂,适当调整粉碎粒度、制

粒温度等加工参数,形成了整套成熟的豆粕减量替代技术体系。

2021 年,公司配合饲料产量 1150 万吨,豆粕平均用量占比为

7． 4% ,比养殖业消耗饲料中豆粕平均含量低 7． 9 个百分点,相当

于减少豆粕用量 90 万吨。

三、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猪禽多元化日粮应用

应用湿化学法和近红外分析模型测定原料化学成分和营养参

数,开展动物消化代谢和体外仿生消化联合试验,准确分析有效能

值和可消化氨基酸含量,即时校正更新营养参数,全面检测原料中

抗营养因子、真菌毒素等安全指标,构建自主的饲料原料营养价值

数据库。 注重开发地源性饲料资源,采用生物发酵、酶解、吸附等

技术手段,降低纤维、单宁、醇溶蛋白等抗营养因子以及真菌毒素

的含量,提高替代原料在配合饲料中的使用比例。 在饲料加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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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针对不同原料的物理特性,重点围绕原料粉碎粒度、混合均

匀度和成品硬度、颗粒均匀度、含粉率等关键指标,适时调整饲料

加工工艺参数,提高产品加工精细度。 采用净能和理想氨基酸模

式,补充合成氨基酸,配合使用酶制剂等添加剂,配制低蛋白日粮。

2021 年,公司猪禽配合饲料产量为 1960 万吨,豆粕平均用量

占比为 10． 7% ,比养殖业消耗饲料中豆粕平均含量低 4． 6 个百分

点,相当于减少豆粕用量 90 万吨。

四、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杂粮杂粕类原料高效利用

充分参照国内外猪禽营养需要量标准,根据不同养殖区域的

饲养管理条件和公司生产性试验结果,优化调整营养需求参数,建

立了差异化的猪禽营养精准需要量体系。 分析构建了公司常用饲

料原料的完整营养价值数据库,除玉米、豆粕外,还涉及稻谷、小

麦、大麦、高粱等替代谷物,花生粕、棉粕、菜粕、葵花籽粕等杂粕,

麸皮、次粉、米糠、米糠粕、玉米胚芽粕等谷物加工副产物,主要指

标包括干物质、蛋白质、粗脂肪、灰分、18 种氨基酸、粗纤维、中性

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等。 通过长期大群饲养试验验证,以净能

值和可消化氨基酸等关键参数为基础,在补充赖氨酸、蛋氨酸、苏

氨酸和色氨酸等合成氨基酸的前提下,确定了不同杂粮杂粕原料

在不同动物、不同生长阶段的适宜添加量。 根据不同杂粮杂粕原

料的抗营养因子组成和含量,采用体外仿生消化模型和动物饲养

试验相结合的技术手段,结合酶制剂在加工过程中的稳定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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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和动物内源性消化酶活力参数,研究筛选适宜的酶制剂组合

和用量。 为消除杂粮杂粕原料的真菌毒素等风险因子,额外使用

真菌毒素吸附剂等添加剂,提高杂粮杂粕原料添加比例。

2021 年,公司猪禽配合饲料产量 1400 万吨,豆粕平均用量占

比 12． 0% ,比养殖业消耗饲料中豆粕平均含量低 3． 3 个百分点,相

当于减少豆粕用量 46 万吨。

五、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饲料原料高效处理利

用

应用我国饲料原料营养价值数据库( FeedSaas)和《中国猪营

养需要》的重要参数,结合大群动物饲喂效果验证,对公司自有数

据库中的原料营养价值和动物营养需要量参数进行实时修正,建

立基于饲料原料净能和可消化氨基酸等核心参数的饲料配方软件

系统。 根据不同区域杂粮杂粕和粮食加工副产物的种类和营养特

性,检测评估抗营养因子、真菌毒素等质量安全风险因子的种类与

含量水平,针对性采用优良发酵菌株和高效酶制剂对原料进行发

酵处理,降低原料中有害因子含量,提高营养物质消化率,螂大限

度扩大玉米、豆粕替代原料的选择范围。 根据替代原料中的维生

素、矿物元素等营养物质含量,精准补充亚油酸、生物素、氯化钠等

添加剂,确保饲料中脂肪酸、电解质和酸碱的平衡性,提高杂粮杂

粕型饲料品质。

2021 年,公司猪禽配合饲料产量 500 万吨,豆粕平均用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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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 0% ,比养殖业消耗饲料中豆粕平均含量低 5． 3 个百分点,相

当于减少豆粕用量 27 万吨。

六、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饲料精准配方高效加工应用

系统检测分析饲料原料的常规化学成分,应用动物消化代谢

试验和体外仿生消化试验相结合的技术手段,准确测定原料的有

效能值和可消化氨基酸含量,参照国内外原料营养价值数据库和

动物营养需要量数据,结合动物试验场的生产实践评估结果,即时

校正更新公司自有数据库。 应用原料净能和可消化氨基酸体系精

准制定饲料配方,合理补充赖氨酸、蛋氨酸、苏氨酸、色氨酸等合成

氨基酸。 充分发掘利用豌豆、椰子粕、棕榈粕、木薯等资源,准确测

定各类抗营养因子含量以及矿物质、色素、亚油酸等指标,采用酶

解、发酵、高温调质等处理工艺,精准添加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针对

性使用酶制剂,提高杂粮杂粕原料在配方中的使用比例。 饲料加

工过程中,重点关注粉碎粒度、饲料硬度、颗粒耐久性等指标,合理

使用粉碎、膨化、制粒等方式,提高原料营养价值和适口性。

2021 年,公司生猪配合饲料产量 220 万吨,豆粕平均用量占比

为 9． 5% ,比养殖业消耗饲料中豆粕平均含量低 5． 8 个百分点,相

当于减少豆粕用量 13 万吨。

七、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司生猪低蛋白多元化日粮应用

通过连续多年的生产实践积累,确定了生长育肥猪螂佳阶段

划分、各阶段饲料蛋白水平底限值和适宜净能值等参数,形成了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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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自身养殖生产特点的生猪低蛋白氨基酸平衡日粮技术体系。 通

过合理添加赖氨酸、蛋氨酸、苏氨酸、色氨酸、缬氨酸和异亮氨酸等

合成氨基酸,在保证生猪生产性能的前提下,将养殖全程饲料蛋白

水平降至 14% 。 对小麦、大麦、高粱等谷物类原料进行中性洗涤纤

维、酸性洗涤纤维、淀粉、氨基酸、钠、钾等重要化学成分的全项分

析检测,采用可消化氨基酸和净能预测模型,结合养殖试验场生产

数据和饲料产品市场信息反馈,持续修正更新自有饲料原料数据

库的营养参数,精准评估原料的可消化氨基酸及净能值等营养价

值参数。 公司自有生猪养殖用料和外销饲料产品全部采用低蛋白

氨基酸平衡日粮技术。

2021 年,公司生猪配合饲料产量 200 万吨,豆粕平均用量占比

为 12． 1% ,比养殖业消耗饲料中豆粕平均含量低 3． 2 个百分点,相

当于减少豆粕用量 6 万吨。

八、四川铁骑力士实业有限公司杂粮杂粕原料精细加工利用

应用体外仿生消化系统和动物消化代谢试验相结合的技术手

段,对棉粕、花生粕、菜粕、米糠、玉米干酒精糟(DDGS)、玉米胚芽

粕、小麦、大麦、面粉、稻麦混合物、高粱、米糠粕、谷氨酸渣等杂粮

杂粕,进行营养价值参数评定、抗营养因子分析和真菌毒素分析,

形成了相对完善且持续补充更新的自有饲料原料营养价值数据

库。 在生产实践中,充分参考国内外主要数据库的螂新数据,实时

收集动物生产实践的数据结果,筛选确定杂粮杂粕饲料原料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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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其使用优先序。 根据饲料配方中杂粮杂粕原料的组成及其营

养特性,适当补充维生素、生物酶等添加剂,调整饲料加工过程中

环模压缩比、粉碎粒度、膨化温度等加工参数,提高饲料适口性和

营养物质消化率,保证正常养殖生产效率。

2021 年,公司猪禽配合饲料产量近 180 万吨,豆粕平均用量占

比 12． 0% ,比养殖业消耗饲料中豆粕平均含量低 3． 3 个百分点,相

当于减少豆粕用量 6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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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2 年 9 月 1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