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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季稻秸秆包膜青贮饲料试验
毛一帆 1 盛利民 2
渊1 嘉兴市秀洲区农情监测与信息中心袁浙江嘉兴 314001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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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单季稻秸秆袁通过喷洒不同用量尧不同种类青贮饲料添加剂及甘蔗糖蜜袁制成青贮饲料袁测定饲料成
分袁形成一套单季晚稻秸秆揉丝包膜青贮饲料化技术遥结果表明袁水稻收割宜用带切碎装置且具有揉丝功能的收割机袁
糖蜜添加量以 50 g/t 稻草为宜袁鲜得利 CL 青贮饲料添加剂用量以 8 g/t 稻草为宜袁青贮宝青贮饲料添加剂用量以 20 g/t
稻草为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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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袁秸秆利用途径主要有院以秸秆覆盖还田尧
机械切碎翻耕还田为主的肥料化应用曰以生产固化成

司生产的改善青贮原料存贮性能的青贮添加剂 野鲜

得利 CL冶袁其有效成分为植物乳杆菌尧乳酸片球菌袁原

型燃料尧秸秆燃烧发电尧农村家庭炊事燃料为主的能

料组成为植物乳杆菌尧乳酸片球菌尧乳糖和硅酸钠遥 由

源化利用曰 将水稻秸秆经处理后或直接作为蘑菇尧大

拉曼生物科技渊北京冤有限公司生产的改善青贮原料

球盖菇尧马铃薯等植物尧食用菌种植基质的基料化利

存贮性能的青贮添加剂野福来适冶袁其有效成分为布氏

用曰将水稻尧玉米尧豆类尧茭白等秸秆直接粉碎或经青

乳杆菌袁原料组成为布氏乳杆菌尧乳糖和硅酸钠遥 由山

贮后用作食草动物饲料的饲料化利用曰 以编制草绳尧

东健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微生物青贮剂野青

草帘尧草包等为主的原料化利用遥 以上这些是解决秸

贮宝冶袁产品主要由戊糖片球菌尧植物乳杆菌尧嗜酸乳

秆出路的重要途径袁也是解决农田有机肥料不足尧改

酸杆菌尧布氏乳酸杆菌及其代谢产物尧细菌促生长因

善土壤肥力的有效措施[1]遥

子尧纤维素酶尧半纤维素酶尧载体等组成遥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

1.1.2 甘蔗糖蜜遥 针对稻草青贮饲料化过程中可溶性

高袁农村家庭生活用能源发生了很大改变遥 目前袁农村

糖含量低尧难以成功青贮的问题袁在稻草微贮过程中

家庭生活能源以电尧煤气尧太阳能为主袁煤气灶替代了

添加甘蔗糖蜜袁以提高稻草发酵品质袁提高青贮稻草

大量柴火灶袁秸秆作为农村家庭生活用燃料的功能基

的粗蛋白尧可溶性糖含量和干物质体外消化率袁降低青

本退出袁导致秸秆资源过剩袁大量秸秆被丢弃在田间

贮稻草的粗纤维含量袁提高乳酸含量遥

村头遥 农民为了抢农时尧抢播种袁选择焚烧秸秆袁不仅
浪费了资源袁也造成了空气污染[2-3]遥

本试验通过比较分析当前秸秆处理机械的性能与

特点袁选择引进适合本地的水稻秸秆处理机械曰通过
采用先进的微生物发酵技术袁研究添加不同剂量的菌
种等对水稻青贮饲料质量的影响曰通过在水稻秸秆中
添加不同剂量的蔗糖糖蜜袁研究糖蜜对水稻秸秆青贮
饲料质量的影响曰探索水稻秸秆包膜青贮技术袁既有
利于农村环境保护袁又可增加饲料来源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3 水稻秸秆遥 单季晚稻袁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播
种袁11 月初至 11 月底收割遥

1.1.4 收割机械遥 自走履带式联合收割机袁有带粉碎

切碎装置和不带粉碎切碎装置 2 种袁带粉碎切碎装置

的目的是压碎水稻茎节遥

1.1.5 打捆机械遥 Orkel渊奥库冤GP1260 饲草捡拾压捆

机袁将捡拾尧压包尧包膜等功能集一体袁打捆后包为圆

柱形袁平面直径和高度均为 1.2 m袁每包重 900 kg 左右遥

1.2 试验设计

为比较分析不同收割机收割对青贮秸秆质量的
影响袁设置不带切碎无揉丝功能收割机尧带切碎有揉

1.1.1 微生物青贮剂遥 由拉曼生物科技渊北京冤有限公

丝功能收割机 2 个处理遥

收稿日期 2020-07-07

稻青贮饲料质量的影响袁设置野鲜得利 CL冶微生物饲

为研究 不同添 加 剂 和 不 同 剂 量 的 菌 种 等 对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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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添加剂 8 g/t 稻草尧10 g/t 稻草袁野青贮宝冶 青贮饲料
添加剂 10 g/t 稻草尧20 g/t 稻草袁共 4 个处理遥 为研究糖

蜜对水稻秸秆青贮饲料质量的影响袁 设 50 kg/t 稻草尧

100 kg/t 稻草 2 个处理遥 具体设计如表 1 所示遥 每个处
理 3.33 hm2遥

表 1 晚稻秸秆包膜青贮饲料试验设计

处理
T1
T2
T3
T4
T5
T6

收割机
类型
无粉碎功能
有粉碎功能
有粉碎功能
有粉碎功能
有粉碎功能
有粉碎功能

2 结果与分析

鲜得利 福来适/ 青贮宝/
CL/g窑t-1
g窑t-1
g窑t-1
10
5
0
10
5
0
8
5
0
0
0
10
0
0
10
0
0
20

糖蜜/
kg窑t-1
50
50
50
50
100
50

2.1 收割方式

秸秆长度长袁无粉碎功能收割机渊处理 T1冤打包机

在田间打的秸秆包裹内部较疏松尧不密实袁贮存后青
贮饲料包内部霉变严重袁不能作饲料使用袁故不进行
数据检测遥
2.2 糖蜜用量
处理 T5 因糖蜜用量多袁在喷洒糖蜜和菌种时袁喷

头易堵塞袁 造成糖蜜和菌种在秸秆上分布不均匀袁打

表 2 水稻秸秆包膜青贮饲料营养水平
处理

粗蛋白

粗脂肪

灰分

T2
T3
T4
T6

51.2
55.9
49.2
61.3

15.9
18.1
17.3
19.4

124.2
126.3
157.8
136.8

渊g窑kg-1冤
酸性洗涤 洗涤纤维
纤维渊ADF冤 渊NDF冤
426.3
680.5
444.7
730.9
431.5
753.1
445.1
662.6

质素遥 ADF 越高袁干物质的消化率越低袁粗饲料中酸性

洗涤纤维含量越高渊木质化程度高袁无法被消化利用冤
则质量越差袁处理 T2尧T4 的 ADF 含量较低遥

2.5.5 中性洗涤纤维渊NDF冤遥 中性洗涤纤维素是对总
的植物细胞壁含量的估计袁主要包括纤维素尧半纤维
素和木质素遥 NDF 越高袁干物质采食量越低遥 处理 T2尧T6
的 NDF 含量较低遥

3 结论与讨论

青贮添加剂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遥 一是提高青
贮效果遥 乳酸菌在青贮条件下迅速生长成为优势菌
群袁并代谢产酸酶抑制其他微生物生长袁提高了青贮
效果袁保证了青贮质量遥 二是提高青贮饲料干物质回
收率遥 通过加快乳酸菌生长繁殖尧代谢产酸袁使青贮尽
快进入乳酸菌发酵期袁抑制腐败微生物尤其是梭状芽
孢菌生长繁殖袁减少饲料干物质损失 [4-5]遥 三是改善饲

包青贮后造成变质袁不能作饲料使用袁故不检测遥

料适口性遥 用乳酸菌发酵的青贮料鲜嫩尧青绿袁而且有

2.3 鲜得利 CL 用量

特殊芳香酸味袁适口性好袁能刺激动物食欲袁采食量增

根据粗蛋白尧粗脂肪尧灰分尧ADF尧NDF 等指标渊以

加袁对机体的生长发育有良好的促进作用[6]遥

粗蛋白尧粗脂肪为主要指标冤袁鲜得利 CL 用量 8 g/t 稻

宜用带切碎装置且具有揉丝功能的收割机收割曰糖蜜

2.4 青贮宝用量

添加量以 50 kg/t 稻草为宜袁过多易造成喷头堵塞袁喷

草比 10 g/t 稻草要好遥

青贮宝用量 20 g/t 稻草的处理粗蛋白尧粗脂肪尧

ADF 等指标比青贮宝用量 10 g/t 稻草的处理要高袁灰

分尧NDF 等指标要低遥

2.5 青贮饲料营养水平
2.5.1 粗蛋白遥 粗蛋白包括真蛋白质和含氮物渊氨化

综上所述袁在田间直接进行秸秆包膜青贮饲料袁

雾不匀袁包膜后贮存袁容易变质曰鲜得利 CL 青贮饲料

添加剂用量以 8 g/t 稻草为宜袁增加用量袁效益反而降

低曰青贮宝青贮饲料添加剂用量 20 g/t 稻草比10 g/t 稻
草效果好袁但比鲜得利 CL 青贮饲料添加剂效果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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