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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膨化饲料的应用与发展
彭志东
( 广东海洋大学水产学院, 广东湛江 524025)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对水产品的需

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传统的粉状配合饲料和颗粒饲

求越来越多, 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 推动着水产养殖

料业存在着在水中的稳定性差, 沉降速度快, 饲料转

规模的不断扩大, 尤其是近年来网箱养鱼、
特种水产

化效率不高, 易造成饲料浪费、
营养物质成分溶失、

养殖得到迅猛发展, 集约化养殖越来越高, 养殖品种

水质污染等弊端, 所以传统的养殖技术越来越不适

也日渐丰富。有证据表明来自于自然渔业资源的冰

应现代水产养殖业的需要。

鲜小杂鱼等天然饵料逐年衰减, 其供货的不稳定性,

水产养殖业要发展, 并且可持续发展, 就要保护

价格的逐年升高, 造成的水质污染给集约化养殖带

土地、
水域、
动植物资源, 使环境质量不下降, 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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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30青饲料、
16: 30 精料、
17: 40 青饲料。同时保持
圈舍内清洁干燥, 定期消毒。整个试验期间, 每天注

3

意观察试验组鹅的精神状态、摄食、饮水是否正常,
做到防病治病。
1. 6

2. 1

1 065 MJ/ kg、
粗蛋白为 14. 5% 时, 营养即可满足产

测定指标

蛋需求, 且产蛋量高达 29. 7 枚。
( 2) 本试验只进行了 4 个不同水平的研究, 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 具体能蛋水平多少效果最好, 仍需进

结果与分析

一步试验研究。

试验结果

( 3) 整个试验只在产蛋期进行。

表 4 试验期种鹅的产蛋量
Ñ

Ò

Ó

IV

( 4) 鹅是草食动物, 种鹅产蛋期日粮必需保证一

枚、g
V

定的粗纤维水平。

年产蛋量 26. 9 ? 3. 5 28. 1 ? 2. 8 27. 7 ? 3. 4 29. 7? 2. 6 19. 1? 3. 1

( 5) 试验结果可在本地区小范围内推广使用。

平均蛋重 140. 5 ? 2. 6 140. 1 ? 2. 0 139. 6? 1. 9 140. 2? 3. 1 138. 4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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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改善和提高。目前水产养殖污染不断加重, 病 剂。
害频频发生, 危害程度不断扩大, 损失代价也不断增 1. 2
大, 使用违禁药物所带来的药物残留问题也一直存

膨化浮性饲料的消化利用率高
膨化浮性饲料在加工过程中经过加热、加水在

高压条件下发生了熟化作用, 提高了养殖动物
在。近年发生的孔雀石绿事件, 多宝鱼事件导致出 高温、
脂肪、碳水化合物的消
口严重受阻, 销量小, 塘鱼存量大, 价格低, 直接导致 对膨化浮性饲料中的蛋白质、
养殖户收益低, 甚至亏本, 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水 化率和利用率。这主要因为: ¹ 挤压膨化过程中的
质差, 除了与高养殖密度有关, 还与饵料质量和数量 机械作用, 能够提高物质中的淀粉糊化度, 破坏和软
密切相关。提高饵料的质量, 并且在养殖中投喂适 化纤维结构的细胞壁部分, 释放出部分被包围、
结合
量, 才能够 减小对养殖生 产系统内外 环境的影 响。 的可消化物质, 从而提高饲料的消化利用率。 º饲
从而达到减低、
甚至避免水质污染的目的。针对水 料膨化后引起的淀粉类型的变化, 使 B 型淀粉变成
产品污染问题, 国内外许多研究工作者, 除了采用现 了 a- 淀粉, 如玉米膨化后其 a 度大大的提高, 淀粉
代生物科学技术提高种质质量以增强其免疫抗病能 的膨化度越高, 越易被酶利用, 提高鱼 类对其利 用
力, 还大量研 究水质调控处 理方法、违禁药物 替代 率, 因为鱼类对 a 型淀粉利用率高, 另外 a 型淀粉可
品、
多种环保型饲料原料和添加剂替代品, 同时在饲 提高颗粒的粘结效果, 减少损失。 »挤压膨化过程
料加工工艺方面也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并达成共 中适度的热处理可以 钝化某些蛋白酶抑制因子, 减
识: 采用挤压膨化技术生产的水产饲料是一种低浪 少或消除蛋白酶抑制因子对养殖动物的副作用, 同
费、
低污染、
高转化率、
高效益的优质环保饲料, 具有 时使蛋白质变性, 因而有利于养殖动物的消化和吸
其它饲料加工技术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目前, 在欧 收, 从而提高饲料的消化利用率。 ¼ 挤压膨化可明
美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膨化饲料为主流的 显减低棉粕中游离棉酚的含量, 也有较好的脱毒效
加工与养殖新模式, 国内也表现出类似趋势, 并有加 果。研究表明一般使用膨化浮性饲料比粉状或颗粒
剧趋势, 同时还具有明显的区域性, 如广东省佛山市 饲料节约 5% ~ 10% 。
生鱼的养殖、
珠海市罗非鱼和海鲈的养殖、湛江市黄 1. 3
鳍鲷的养殖、
阳江市金鲳鱼的养殖, 上海市翘嘴红鲌

大幅度提高饲料脂肪含量
由于其独特的生产工艺, 硬颗粒饲料难于提高

的养殖。除此之外, 目前使用膨化浮性饲料的养殖 油脂添加量, 而膨化饲料则难于提高油脂添加量, 而
品种也越来越多, 如太阳鱼、
月鳢、塘虱鱼、斑点叉尾 膨化饲料则能根据水产动物对脂肪的营养需求, 通
鮰、
牛蛙、虎纹蛙、
虱目鱼、
草鱼等。

过添加油脂, 尤其是采用后添加方式, 能使较多油脂

1 水产养殖中使用膨化浮性饲料的优
点

均匀分布于饲料中, 提高饲料脂肪含量, 从而提高能

1. 1

有效减少饲料浪费和减低水质污染

量水平, 以便充分满足养殖动物快速生长的需要。
1. 4

便于饲养管理和防治疾病
由于膨化浮性饲料可长时间悬浮于水面, 不溃

膨化浮性饲料在水中不下沉, 并且稳定时间长, 散, 投喂时不需要专设平台, 只需定点投饲即可; 鱼
一般 2 h 内不溶解, 能减缓饲料中营养成分在水中 摄食时需要游出水面, 便可直接观察鱼的摄食情况,
的溶失速度, 养殖动物能够充分有效的摄食, 也可避 并随时调整投饲量, 同时能有效避免过量投喂而造
免过量投饲, 从而有效减少饲料浪费, 避免大量饲料 成的饲料浪费以及污染水质, 同时还能够及时了解
在水中残留腐败污染水质以及降低水中的溶解氧。 鱼的生长情况和健康状况, 所以使用膨化浮性饲料
水产膨化饲料主要在加湿、
加温、
加压调质处理下使 可为科学的饲养管理提供便利。
物料内部的淀粉糊化和蛋白质组织化而使产品有一

在膨化过程中, 一般温度为 130~ 160 e , 时间

定的粘结力, 维持在水中的稳定性。这就避免了为 5~ 10 m in, 可以有效杀灭饲料原料, 尤其动物性饲
加强饲料在水中的稳定性而可能在其中添加不易被 料原料中常含有的多种有害微生物, 如嗜中性细菌。
鱼、
虾等消化吸收, 甚至会有副作用的非营养性粘合 这不仅能够降低甚至消除原料饲料中微生物分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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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饲料与畜禽食品安全关系的现状分析
彭小兰

1)

郭冬生

1)

2)

2)

( 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长沙 410131;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常德 415000)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安全、 话题, 我国的畜牧养殖业正面临着从数量型向质量
卫生和无公害的畜禽动物产品无疑将会倍受消费者

型转变的重要转型时期, 这无疑是对我国的饲料工

的青睐而获得巨大的市场商机, 要求动物性食品具

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且有赖于政策法规、
检测手

有更好的品质和更高的安全性, 我国加入 WT O 后,

段、
质量标准和认 证制度等因素 作为前提与保证。

农业关税全面下降、贸易壁垒将会逐渐消除、市场全

20 世纪以来, 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食品安全

球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 国内畜禽产品不仅面临

问题, 诸如/ 疯牛病事件0、
/ 口蹄疫0和/ 禽流感0的泛

着如何抵御国外优质产品所带 来的巨大的市 场冲

滥、
/ 二恶英0污染事件和/ 盐酸克伦特罗0动物激素

击, 还要担负着冲破世贸组织的重重绿色贸易壁垒

造成的恐慌、
动物饲料中超量添加矿物质元素和抗

而出口创汇的艰巨任务, 因此, 饲料安全和动物源性

生素的滥添滥用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非典疫情和

的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动物营养学与饲料科学的热点

四川发生的猪链球菌疫情, 这些都给我们的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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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酶对饲料的氧化酸败作用, 延长饲料的储存时

成本较高, 比颗粒饲料的成本高很多。 º膨化过程

间, 而且有助于增强养殖动物的抗病能力, 减少疾病

中的高温可使原料中的一部分还原糖与游离的氨基

发生, 节约药物的开支费用。由于膨化浮性饲料吸

酸发生美拉德反应, 生成不易被养殖动物消化吸收

水性强, 便于防治药物的添加, 从而可以防治养殖动

的复合物, 降低了部分蛋白质的利用率。 »膨化过

物的各类消化道疾病, 提高成活率, 并且还可以减轻

程中的加湿、
加温、加压、机械摩擦作用都会不同程

药物对水质的污染, 从而保护养殖水域环境。

度的导致维生素的损失, 并且温度越高, 时间越长,

另外, 不同养殖动物生活习性不同, 其设施习性
也不同, 可能需要浮性( 如上层鱼类、
蛙类) 、
沉性( 中
下层鱼类) 、
慢沉性饲料( 如石斑鱼、
对虾、蟹类) , 同

维生素遭受破坏的程度也就越高。

3

发展趋势

时还需要在水中稳定性时间长, 以便动物有较长的摄

随着水产养殖业的进一步发展, 养殖户对水产

食时间。应用挤压膨化技术可以同时达到要求, 因为

膨化饲料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 需要充分发挥现代

膨化机的工作温度、
压力、
转速是可控的, 并且直接影

科技的优势, 及时将其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响饲料浮水与否。当然, 挤压膨化技术也能满足一些

既要选择质优价廉的原料和添加剂( 包括新型环保

特定性的要求, 如低水分饲料, 高纤维饲料。

饲料添加剂) 不断提高饲料营养配方水平, 也要进一

2

水产膨化饲料的缺点

步改进和完善生产工艺, 以便降低成本, 减少营养成
分损失, 全面提高膨化料的质量等, 以便大力推动膨

尽管膨化挤压技术在水产饲料加工行业中应用

化饲料的快速发展。深信, 膨化饲料是当今乃至今

越来越普遍, 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 ¹ 相比一般颗粒

后以绿色、
环保委主体的水产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饲料的生产, 膨化饲料 的生产工艺复 杂得多、流程

它将以其独特的优点, 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促进水

长、
设备多、投资大、电耗高、
相对产量低, 因而制造

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