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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水生植物(水葫芦、狐尾藻、眼子菜、鱼草、扁草等) 

含有较高的粗蛋白、矿物质等营养素，是潜在的家畜饲料来 

源⋯。水葫芦在中国分布广泛 ，生物量大 ，产量高，达450～ 

750 t／hm。
。 水葫芦对富营养化水体环境 的净化能力强 ，又 

具有改善生物多样性功能。但由于过度生长，常覆盖大量水 

面，堵塞河道，影响航运，降低水中溶氧量，严重影响水生生 

物多样性 J。通过水葫芦饲料资源化利用 ，可大量消耗水葫 

芦，形成水牧生态循环体系，具有很大的潜在经济效益与环 

境生态效益 。 

水葫芦饲喂反刍动物研究报道始于 20世纪 70年代前 

后，主要是因当时陆生草料不足。由于水生植物灰分含量比 

较高，羊对青贮处理后的水葫芦消化率低于优质牧草 ，加 

上水葫芦集中采收和打捞比较困难，目前国内尚未见将水葫 

芦作饲料应用于羊规模化生产报道 。为净化太湖水域，国 

家启动了支撑计划应急项 目“水葫芦安全种养与资源化利 

用成套技术研究及工程示范”，通过该项 目的实施，研制出水 

葫芦专用打捞船及配套上岸转驳与挤压脱水设备 ，为水葫芦 

的饲料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有力保障。本试验在此基础上，研 

究水葫芦青贮饲喂羊肥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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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及分组 

采用完全随机分组试验设计 ，选用品种一致、体重接近、 

断奶后 120 13龄波杂羊 24只，随机分成4组，每组 6只。 

1．2 水葫芦原料来源与处理 

试验用粗饲料水葫芦取 自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池塘，打捞 

后沥干，粉碎成 2～3 em大小。试验用水葫芦渣为水葫芦经 

螺旋式挤压机脱水获得，其常规养分见表 1。 

1．3 日常管理 

试验期为 60 d，预饲期 7 d，预饲期与试验期管理相同。 

每只试验羊均为单栏饲喂，自由饮水 ，自由采食，准确记录每 

只羊每天采食量。 

1．4 测定指标 

每 日观察试验羊健康状况、采食水葫芦 日粮情况及反刍 

是否正常，试验期 内每隔 15 d早饲前空腹称重，统计采食 

量、日增重和料肉比。试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LSD法多重 

比较。 

1．5 试 验 日粮配方设 

水葫芦与挤压脱水后的水葫芦渣按全混合 日粮比例，粗 

饲料部分预先混合，于夏秋季节水葫芦生长期 自然状态下青 

贮 30 d。设定干物质精粗比例 1：1，然后在同等精料水平 

下，精料与粗料混合成全混合日粮，具体配方见表 2。 

2 结 果 

2．1 水葫芦日粮对羊采食量影响 

羊采食量试验结果(表 3)表明，水葫芦或水葫芦渣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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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混合日粮中，羊能够正常采食 ，适口性好，且羊日均采食 

量显著高于羊草对照组(P<O．05)。 

2．2 水葫芦日粮饲喂羊增重效果 

各组处理试验羊单只 日增重如表 4所示，可以看出，水 

葫芦或水葫芦渣添加到全混合 日粮 中，对羊增重效果明显。 

饲喂60 d后各处理组比羊草对照组平均 日增重高20 g以上 

(P<O．05)。 

2．3 水葫芦日粮干物质转化效率 

各试验组饲料转化效率结果(表 5)表明，饲喂 60 d后， 

与羊草对照组相比，水葫芦或水葫芦渣添加到全混合日粮 

中，对饲料效率无显著差异(P>O．05)。 

表1 试验用水葫芦(渣)原料常规养分含量 

Table 1 Nutrient contents of water hyacinth(and its residue)in the experiment 

表3 各处理不同试验期单只羊采食量变化 

Table 3 The feed intakes of a single lamb in each treatment during experiment 

表4 各处理不同试验期单只羊日增重变化 

Table 4 The daily weight gain of a single lamb in each treatment during experiment 

水葫芦稻草组 

水葫芦渣稻草组 

羊草对照组 

4．7±1．4a 

4．4±O．9a 

5．9±2．0a 

8．1士0．8ab 

6．7±1．4ab 

6．9±0．2b 

6．6±1．5ab 

6．7±1．3ab 

7．5±O．5b 

6．7士1．3a 

7．0±1．7a 

7．4±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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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以水葫芦(渣)作为羊 日粮粗饲料来源，用于波杂羊肥 

育，日增重 100 g以上，比同等试验条件下羊草对照组增重 

20 g以上。水葫芦青贮后，可降低水生寄生虫卵潜在危害风 

险，且羊采食量大，增重效果明显。以饲养规模1 000只羊的 

小型羊场计算，水葫芦渣年用量约 468．4 t，相当于年消化掉 

2 000 t以上水葫芦 ，等同于从水体中提取出干物质 74．94 t、 

能量 1 135 487 MJ、粗蛋 白 10．99 t(折合氮素 1．76 t)、磷 

0．88 t、钙 1．58 t，生态效益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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