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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和麦类都是主要的能量饲料原料，对配合饲料

的质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欧洲，麦类特别是大麦被

作为饲料的主要能量来源，而在美国和亚洲地区，玉米

则充当主要的能量原料。在我国，小麦及其副产品是仅

次于玉米的能量饲料原料。众多研究表明，饲料中合理

使用小麦替代玉米可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 高树冬等，

2001 ；袁旭鹏，2008 ；王前光等 2009)，同时小麦还能带

来很多的附加价值，如改善肉鸡胸肌和猪胴体品质，减

少家禽脂肪肝综合症 (Fatty Liver-Syndrome) 的发病率

等等。 

目前玉米资源短缺，其价格持续处于高位的现实

状况给饲料企业应用小麦替代玉米来降低饲料成本提

供了机会。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生产

实际，比较小麦和玉米的营养价值，探讨小麦替代玉

米的时机、小麦的使用方法、小麦饲粮中酶制剂的使

用及饲粮中使用小麦的注意事项，为饲料中使用小麦

提供理论参考。

1  小麦和玉米的营养价值比较

所谓营养价值，是指饲料原料在畜禽体内能发挥的

真正营养作用，包括养分含量、养分消化率及抗营养因

子。

1.1 常规营养成分含量比较

1.1.1 能量  玉米和小麦的猪消化能同为 3390kca l/

kg ( 表 1)。小麦的消化能数据是通过消化试验得来，而

在这种消化试验中，小麦的添加量通常不高。这意味着，

该消化能数据只适用于小麦低量添加时，而在高量添加

( 如 40% 以上 ) 时则无法达到这个标准，原因是小麦含

有大量的非淀粉多糖 (Non-starch Polysaccharides，

NSP)( 见表 4)，影响了其消化能值。两者的禽代谢能有

较大的差距，达到了 180kcal/kg( 表 1)，原因也是小麦

中含有高量的 NSP，而 NSP 对禽类养分利用率的影响

更大。

小麦的种类多，不同种类小麦能量有比较大的差异，

这给实际应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明根·朝格图 (1996)

研究报道，小麦作为鸡饲料时的代谢能值变异范围介于

2486kcal/kg ～ 3967kcal/kg 之间，其高限值高于玉米

但其低限值仅为玉米的 76.6%。在澳大利亚，有 25% 小

麦的表观代谢能低于 3110kcal/kg，即所谓的“低代谢

能小麦”。如果在肉鸡饲粮中添加 90% 的这种小麦，则

能量只能利用很少一部分，仅 694kcal/kg。现在已经清

楚，“低代谢能小麦”中的木聚糖含量很高 (Wiseman 和

Mcnab，1998)，使用酶制剂可有效减小小麦能值的波动，

缩小原料质量差异，稳定饲料品质和动物生产性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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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玉米和小麦的常规营养成分含量比较 (%)

原料名称 玉米 小麦 小麦-玉米

猪消化能(kcal/kg) 3 390 3 390 0

鸡代谢能(kcal/kg) 3 220 3 040 -180

粗蛋白 7.8 13.9 6.1

粗脂肪 3.5 1.7 -1.8

亚油酸 2.2 0.59 -1.61

钙 0.02 0.17 0.15

磷 0.27 0.41 0.14

非植酸磷 0.12 0.13 0.01

钠 0.02 0.06 0.04

氯 0.04 0.07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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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粗蛋白  小麦的粗蛋白含量变异大，通常为

10%～ 15%，一般的硬质小麦 (主要指春小麦 )蛋白含量

在 13%以上，远高于玉米，这利于减少蛋白原料如豆粕

的使用，降低饲料成本。

1.1.3 粗脂肪和亚油酸  小麦的粗脂肪和亚油酸含量明

显和玉米有一定的差距。饲粮大量使用小麦时，蛋禽对

亚油酸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对生产性能如蛋重有一定影

响。所以，以小麦为主要能量源的配合饲料需要通过其

他渠道补加亚油酸。

玉米的脂肪主要是由不饱和脂肪酸组成，所以用小

麦取代玉米利于增加畜体脂肪硬度，提高酮体品质。

1.1.4 钙、磷  小麦的钙含量远高于玉米。小麦和玉米

的非植酸磷含量接近，但植酸磷含量高于玉米。小麦在

配合饲料中使用为植酸酶提供了更多的作用底物。

1.1.5 氨基酸  除亮氨酸外，小麦其他氨基酸的含量均

高于玉米，特别是一些主要的限制性氨基酸，如赖氨酸、

蛋氨酸的含量远高于玉米；在猪、鸡可利用氨基酸基础

上也有同样的趋势，表明氨基酸的含量和有效性不是阻

碍小麦使用的主要因素 (表 2)；但在高档猪料等饲料中，

苏氨酸为小麦型日粮的限制性氨基酸，需人工添加。

1.1.6 微量元素  铜、铁、锌、锰和硒是饲料配方设计

中重点考虑的几项微量元素，小麦中这几种微量元素含

量均远高于玉米，特别是铁、锰的含量分别较玉米高

51mg/kg 和 39.8mg/kg，这两种微量元素与蛋壳质地密

切相关。目前尚没有完整的材料表明小麦和玉米中这些

微量元素的利用率数据，所以无法确定在两种原料中微

量元素含量的差别是否对配合饲料中微量元素的供给造

成影响。

小麦的钠、钾、氯含量高于玉米，是引起湿粪的原

因之一，设计配方时应予以考虑。

1.1.7 维生素  仅从表 3 中维生素含量比较，小麦绝大

多数的维生素含量都高于玉米，仅有VE和 VB6 的含量

低于玉米。但是，结合各种维生素的利用率及小麦中所

能提供的维生素占配合饲料中的维生素比例考虑，小麦

饲粮中应重点考虑生物素的补充，因为小麦中生物素的

利用率低，而且由各种能量、蛋白饲料原料提供的生物

素量占配合饲料中生物素的比例很高。

1.1.8 叶黄素  叶黄素沉积于动物皮肤、脂肪、脚胫等

不同的组织和部位中使其着色，同时可改善蛋黄色泽。

配合饲料中的叶黄素主要来自于能量饲料、蛋白饲料及

叶黄素添加剂。

小麦中几乎不含叶黄素，而黄玉米中含有丰富的叶

黄素，约 22mg/kg。所以在大量使用小麦于禽料时，需

要考虑叶黄素的补加，以免对产品颜色产生影响。

1.2 小麦的抗营养特性

高含量的非淀粉多糖 (NSP) 是影响小麦营养物质消

化、吸收的主要因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阿拉伯木聚糖，

其次是β-葡聚糖 (表 4)。

表 2  小麦和玉米的氨基酸含量及猪、鸡真可利用氨基酸含量比较

项目　　
　氨基酸含量(%) 猪真可利用氨基酸(%) 鸡真可利用氨基酸(%)

玉米 小麦 小麦－玉米 玉米 小麦 小麦－玉米 玉米 小麦 小麦－玉米

组氨酸 0.20 0.27 0.07 　 0.25 0.25 0.17 0.23 0.06 

精氨酸 0.37 0.58 0.21 0.31 0.51 0.20 0.33 0.50 0.18 

异亮氨酸 0.24 0.44 0.20 0.23 0.39 0.16 0.21 0.39 0.18 

亮氨酸 0.93 0.80 -0.13 0.86 0.73 -0.14 0.86 0.71 -0.14 

赖氨酸 0.23 0.30 0.07 0.18 0.25 0.07 0.18 0.23 0.05 

蛋氨酸 0.15 0.25 0.10 0.14 0.22 0.08 0.14 0.22 0.09 

胱氨酸 0.15 0.24 0.09 0.11 0.21 0.10 0.13 0.21 0.08 

苯丙氨酸 0.38 0.58 0.20 0.32 0.53 0.21 0.34 0.53 0.19 

酪氨酸 0.31 0.37 0.06 0.24 0.33 0.09 0.28 0.33 0.05 

苏氨酸 0.29 0.33 0.04 0.19 0.27 0.09 0.24 0.28 0.04 

色氨酸 0.06 0.15 0.09 　 0.13 0.13 0.05 0.13 0.08 

缬氨酸 0.35 0.56 0.21 0.28 0.49 0.20 0.30 0.49 0.18 

表 3  小麦和玉米的维生素含量比较 (mg/kg)

原料 玉米 小麦 小麦-玉米

维生素E 22 13 -9

维生素B1 2.6 4.6 2

维生素B2 1.1 1.3 0.2

泛酸 3.9 11.9 8

烟酸 21 51 30

生物素 0.08 0.11 0.03

叶酸 0.12 0.36 0.24

胆碱 620 1 040 420

维生素B6 10 3.7 -6.3

维生素B12(μm/kg)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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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的木聚糖含量高于玉米 (8.1% VS 5.2%) ；而

且小麦的可溶性木聚糖占有很高的比例，增加了动物肠

道食糜的粘性 ；而不溶性的木聚糖会包被淀粉、蛋白

质、氨基酸等养分，使它们无法与消化道中的消化酶接

触 ；同时小麦总 NSP 含量比玉米高 40% 以上，可见小

麦中 NSP 的抗营养作用相对玉米更强。关于小麦的可

溶性阿拉伯木聚糖提高食糜粘性的证据在生产中很容易

找到，例如 ：采食含大量小麦饲粮的鸡会有明显的糊肛

现象。

2  小麦的使用时机

2.1 结合差价及配方软件中影子价格调整使用

小麦和玉米具有一定的价格差才具有使用优势。一

般认为，价格低于玉米 60元 /吨以上时，小麦才有使用

效益；严格地讲，这样的标准过于笼统，在不同畜禽、

不同组成的饲料中，这个价差标准是不同的，最好的方

法是使用配方软件实际计算 (小麦主要营养指标的影子价

格 )。

例如：在设计高蛋白配合饲料时，每个单位粗蛋白

的成本更高，小麦的高蛋白营养

特点得以充分利用，在小麦和玉

米具有较低的差价时，使用小麦

也具有明显的效益，会被配方软

件选入到配方中。

又如在猪料中，小麦与玉

米比较，很多养分指标养分含量

更高，结合考虑 NSP 的抗营养

作用，在小麦和玉米差价很小的

情况下，使用小麦也是合算的。但是，需要更高的玉米-

小麦差价才能使禽料中使用小麦更经济。

2.2 因霉变而使合格的玉米采购困难

玉米霉变会对配合饲料的性能造成严重的危害，

主要表现为 ：降低玉米营养价值，减少畜禽采食量，玉

米霉菌毒素本身的毒害作用，霉菌毒素诱发某些疾病的

爆发。

在雨水多的年份，大面积玉米的霉变使合格玉米的

采购非常困难，小麦不失为一种合适的选择，但感染赤

霉病的小麦应谨慎使用。

3  小麦的使用方法及酶的选择

小麦使用成功的关键是消除其抗营养因子木聚糖和

β- 葡聚糖，并在配方中调整、平衡其营养。所以，小

麦的使用比例、配方调整方法、小麦酶的使用需要特别

注意。

3.1 小麦的使用量

尽管不乏饲料中小麦全部取代玉米的报道，但考虑

到小麦和玉米的营养成分差异，特别是禽代谢能的差异，

配合饲料中使用小麦时，替代玉米的量应控制在2/3以下，

即在配合饲料中的使用量不超过 40%，在幼畜、雏禽料中，

这个比例应进一步降低到 20%。

在禽料中，还有一个因素限制小麦的使用量，即是

否需要添加叶黄素。前文已经谈到小麦中几乎不含叶黄

素。当禽料中较高比例使用小麦时，叶黄素的不足可能

会造成禽肉或蛋黄着色不足 (配合饲料中部分其他原料如

玉米蛋白粉也有重要影响 )；对畜产品着色要求高的地区，

不得不考虑在饲料中添加叶黄素；而叶黄素的添加成本

比较高，有可能会抵消小麦所带来的利润。所以，实际

使用中要结合成本变化权衡其使用量。

3.2 酶的选择

通常，小麦及其副产品在畜禽饲

粮中使用量在 15% 以上时，有必要使

用小麦酶，因为该用量的小麦中所含

有的NSP已足以对生产性能造成明显

的影响。

小麦中主要的抗营养NSP是木聚

糖和 β- 葡聚糖，所以酶的选择应以

木聚糖酶和 β- 葡聚糖酶为主。单独

使用木聚糖酶可以消除小麦的主要抗营

养因子，但无法解决β-葡聚糖的抗营养作用；所以，

小麦型日粮中添加酶制剂时，建议同时添加木聚糖酶和

β-葡聚糖酶。

关于小麦饲粮中添加酶制剂的研究很多，而且效果

是肯定的。何丽霞等 (2007) 通过蛋鸡代谢试验表明：每

千克小麦添加 1000U 木聚糖酶，代谢能提高 110kcal/

kg。王修启等 (2002) 在小麦替代 80%玉米的猪饲粮中分

别添加不同浓度梯度的小麦酶 (以木聚糖酶为主 )，结果

表4  小麦和玉米中的木聚糖及β-葡聚糖含量(绝干物质中，％)

原料名称
阿拉伯木聚糖

β-葡聚糖 总NSP
可溶性 不可溶性

小麦 1.8 6.3 0.8 11.5

玉米 0.1 5.1 痕量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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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猪全期日增重提高了 4.30% ～ 11.16%，小麦日粮猪

的日增重与日粮中添加木聚糖酶呈显著正相关 , 相关系

数为 0.278 (P<0.05)。王金全等 (2007) 试验证明，小麦

含量为 30%～ 40%时，添加木聚糖酶可以显著增加肉仔

鸡平均日增重 (P<0.05)。

3.3 使用小麦的配方调整方法

配合饲料中可以以两种方法使用小麦：直接替代玉

米法、重新设计配方法。

3.3.1 直接替代玉米法  本方法简单实用，即在配方中

使用小麦直接替代相应比例的玉米。但是，存在的一个

明显缺点是造成营养的不平衡，即蛋白过高而能量不足。

所以，建议小麦使用量在 20%以下时使用本方法。

由直接替代法还衍生出另外的一种实用的替代方法，

即在每吨配合饲料中以 200kg 的小麦替代 180kg 的玉米

和 20kg 的豆粕，该方法相对直接替代法更合理，适合小

型用户使用。

3.3.2 重新设计配方法  需要根据小麦和玉米营养价值

的不同，借助配方设计软件重新设计配方，保证配方营

养含量不变，这种方法适合于大型饲料厂使用。小麦大

量替代玉米 (20%以上 )时，除了能量、粗蛋白、氨基酸、

钙、磷等常规养分需要满足标准外，亚油酸、生物素、

叶黄素也需要考虑。

禽料中亚油酸的含量应达到 1%，小麦配方设计时，

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则需要少量添加油脂满足该指标。

生物素在猪料中更易缺乏，如果小麦高比例替换玉

米，则需要增加生物素的供给量，可在生物素原添加量

的基础上增加 1/2。由于近年生物素价格大幅度下降，额

外增加的生物素并不会对饲料成本有明显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叶黄素的缺乏会影响禽类蛋黄、皮

肤的着色。禽料中大量使用小麦时，需要补加叶黄素，

也可恰当增加玉米蛋白粉或其他玉米副产品的使用量。

4  小麦饲粮加工、使用的注意事项

4.1 小麦加工问题

小麦不可粉碎过细，否则会引起畜禽易“粘嘴”，降

低适口性和采食量。用于猪粉料时使用 2.5mm～ 3.5mm

的筛片，用于蛋鸡料时使用 3.5mm～ 5mm筛孔的筛片，

即大概破碎为 3～ 4瓣即可。

由于小麦粉粘性强，因而可有效改善饲料颗粒质量(沈

维军等，2005)。小麦饲粮制粒时不需要添加粘合剂，制粒

时尽可能使用旧环模，消除颗粒太硬、不易泡散的缺点。 

4.2 配合饲料外观

小麦替代部分玉米后，会使配合饲料黄色变浅，这

需要饲料企业向用户做解释说明。   

4.3 换料应激

部分畜禽在由玉米型饲粮向小麦型饲粮转换时有一

个应激过程，表现在短期内的采食量下降、生产性能略

下降、蛋壳颜色稍变浅。小麦添加比例越高，这种应激

会越明显：待畜禽消化道适应小麦型饲粮后，应激现象

会消失。事实上，小麦相对玉米的适口性更好。对于养

殖场，如有可能，建议用 7d左右的时间，逐渐增加小麦

的用量，实现饲粮转换的平稳过渡而不影响动物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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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屠焰等人于《新饲料》杂志 2008 年第 10 期上发表的文章《四倍体刺槐的饲用营养价值分析》，基金

项目原标注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木本植物饲料资源的开发”（2006BAD12B04-04），所属项目名称“高效

安全新型饲料研制与产业化开发”’，标注有误，应予以删除，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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