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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麋鹿保护区构树栽植技术及在麋鹿喂养中的应用
贾媛媛
渊盐城市麋鹿研究所袁江苏盐城 224136冤
摘要 构树是一种投资少尧周期短尧见效快尧受益长的特种经济林树种遥本文介绍了大丰麋鹿保护区构树栽植技术
及在麋鹿喂养中的应用袁以期加快构树产业可持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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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ussonetia papyrifera Planting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laphurus davidianus Feeding in
Dafeng Milu Reserve

JIA Yuanyuan
(Yancheng Milu Research Institute, Yancheng Jiangsu 224136)
Abstract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is a special economic forest tree species with low investment, short cycle, quick effect
and long benefi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planting technology of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in Dafeng Milu Reserv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laphurus davidianus feeding, in order to accelera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industry.
Keywords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Elaphurus davidianus; planting technique; feeding; Dafeng Milu Reserve

麋鹿渊Elaphurus davidianus冤是国家一级保护物种袁
因角似鹿尧脸似马尧蹄似牛尧尾似驴而俗称野四不像冶遥
1986 年袁大丰从英国引进 39 头麋鹿渊13

袁26意冤建立

了大丰麋鹿保护区袁经过 34 年的自然繁衍袁已发展成

为拥有 5 681 头麋鹿种群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袁 并创

善麋鹿的生存环境遥

1 构树栽植
1.1 整理土地
在大丰麋鹿保护区选择合适的土地袁清除地上杂
物袁使用秸秆返田机将大田耕地中的灌木尧杂草打碎

下了 5 项野世界之最冶袁即世界上最大面积的麋鹿自然

返田袁及时填平沟壑遥清理结束后袁施用 2.5%敌百虫粉

的麋鹿基因库尧世界上最大的野生麋鹿种群尧世界上

表袁以防治地下害虫曰然后用翻地机深翻袁保持 40 cm

保护区尧世界上最多的麋鹿种群数量尧世界上最完整
最大的人工驯养麋鹿种群遥 随着麋鹿种群数量的增
加袁大丰麋鹿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也越来越凸显袁麋鹿
可食植物随着栖息地退化也越来越少[1-3]遥

构树叶子粗蛋白丰富尧饲用价值高尧生长速度快尧

22.5 kg/hm2 并且与 330 kg 细土均匀搅拌袁 撒施在地

左右的深度袁用旋地机深旋整平袁保证土壤松散袁旋耕

深度以 15~20 cm 为宜袁保证土地平整无积水曰最后
开墒袁墒沟深度 30 cm尧宽度 30 cm遥土地平整之后袁为

了便于机械化收割袁采用宽窄行错位密植方法及时栽

萌芽能力及分蘖能力强尧耐修剪袁不易产生病虫害 [4]袁

种袁株距 83 cm袁窄行 70 cm尧宽行 130 cm袁既可以有效

家一级保护动物袁对食物要求高袁相比于玉米生长期

效作业遥

可加工成无农药残留的绿色有机饲料 [5]遥麋鹿属于国
要打农药尧除草剂等袁构树这一有机饲料更能够促进
麋鹿体况的发展[6-8]袁可以作为麋鹿的食物来源之一遥本

文总结了构树渊Broussonetia papyrifera冤的栽植技术及
在麋鹿喂养中的应用袁 以期为麋鹿提供优质饲料袁改

保墒袁保证成活率袁又能保证人力尧物力的有效整合尧高

1.2 大田栽种

大丰麋鹿保护区于 2019 年 3 月中下旬开始栽

种袁栽植苗木规格为杂交构树成品苗袁定干株高 20 cm袁
直径为 25 cm袁在地温 10~25 益时进行栽种袁温度过低
或过高均不适宜栽种遥所选地块顶端两头留有机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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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循环道各 5 m 左右袁在栽植过程中使用麋鹿补饲

的东风DF1204 轮式拖拉机头外挂打孔机进行打孔袁

孔洞直径为 50 cm袁深为 40 cm遥杂交构树成品苗栽入
大田后袁在 2 h 时内采用喷灌方式浇足定根水袁此过

贾媛媛院大丰麋鹿保护区构树栽植技术及在麋鹿喂养中的应用
程也可以单株浇灌袁优点是浇水更透袁缺点是工作量
太大遥
1.3 田间管理
1.3.1

浇水遥定根水灌溉时水流宜缓尧深尧透袁保证完

全浇透袁由于幼苗根系弱袁切忌大水漫灌遥保证水最少
渗透在营养杯下 5 cm袁水渗透之后应检查苗木有无歪

斜尧下沉袁土壤有无裂缝或缺土等状况袁并根据检查情
况进行人工扶正尧培土袁确保苗木最佳状态曰第 2 次浇

水一般在 5 d 后再浇 1 次透水曰 第 3 次浇水根据墒情

粗蛋白尧单糖尧脂肪袁分别占比 5.17%尧1.38%尧0.39%曰干

物质中粗蛋白尧单糖尧脂肪分别占比为 26.7%尧7.1%尧

2.03%曰干物质中粗蛋白尧单糖尧脂肪分别是新鲜茎叶

成分的 5.16尧5.14尧5.21 倍遥 构树新鲜茎叶成分中干物
质占比为 19.37%袁与新鲜茎叶成分相比袁干物质内中

性尧酸性洗涤纤维尧木质素含量分别增长了 5.16尧5.17尧

5.17 倍渊表 1冤遥中性尧酸性洗涤纤维的含量高低直接影
响粗饲料质量袁饲料中酸性洗涤纤维很难被食草动物
消化袁 其含量是影响食草动物消化率的主要因素曰中

需要袁一般在第 2 次浇水过后 10 d遥以后每收割 1 茬

性洗涤纤维含量直接影响动物的采食量袁其含量高则

据大田墒情适当减少或增加灌溉量遥在土地结冻前浇

涤纤维含量越高袁木质化程度高袁越难被消化利用袁则

完毕袁施肥后即灌溉 1 次遥如遇降雨或干旱天气袁可根
1 遍冻水袁 一般在 11 月下旬浇 1 次透水越冬曰3 月中

旬再浇 1 次解冻水袁此后在无降雨的情况下袁每 20 d

浇水 1 次遥

1.3.2 施肥遥 用施肥机在距离构树根 15 cm 左右的两

侧进行开沟施肥袁施复合肥 600 kg/hm2袁可选用复合肥

渊2.0颐1.0颐0.5冤进行施肥袁或者施 3 000 kg/hm2 有机肥曰每
收割 1 茬后袁按照 0.05 kg/株的标准进行追肥遥注意一

般选择雨前施肥袁如果长期处于干旱天气袁则施肥结
束之后浇水遥
1.3.3 除草遥化学方法院在杂草三至五叶期施药袁使用

10.8%高效氟吡甲禾灵乳油 300~450 mL/hm2袁兑水 300~
375 kg 均匀喷雾杂草茎叶遥物理除草院用手扶旋耕机
进行旋耕除草袁除草应除早尧除小尧除净遥

1.3.4 病虫害防治遥 杂交构树有较强的抗病虫害能
力袁无须特别防治袁根据年度病虫害预报袁做好病虫害
统防统治即可遥
1.3.5 采收遥饲用构树生长周期短尧速度快袁当年种植

可以收割 3 茬袁 一般收割后根部又能迅速长出新枝

叶遥根据保护区种植的宽窄行密植错位栽植法袁可以栽
种 12 000 棵/hm2袁单茬新鲜构树枝叶可收割 12 t/hm2袁
因而当年测算产量 36 t/hm2遥次年以后袁在水肥充足的

情况下 1 年可以采收 4 茬以上袁单茬可以采收新鲜枝

叶 18 t/hm2 以上袁总产可以达 75 t/hm2 以上袁能够制作

麋鹿干粉饲料 18.75 t/hm 以上袁且构树栽植 1 次袁可以
2

适口性差[2]遥在构树新鲜枝叶成分中袁粗饲料中酸性洗
质量越差[3]遥

表 1 构树茎叶成分分析

成分
水分/%
干物质/%
粗蛋白/%
酸性洗涤不溶蛋白/%
可溶性蛋白占总蛋白的比例/%
瘤胃可消化蛋白占总蛋白的比例/%
中性洗涤不溶蛋白/%
酸性洗涤纤维/%
中性洗涤纤维/%
木质素/%
非纤维碳水化合物/%
淀粉/%
水溶性碳水化合物/%
单糖/%
脂肪/%
灰分/%
总可消化养分/%
泌乳净能/kJ窑kg-1
维持净能/kJ窑kg-1
增重净能/kJ窑kg-1
相对饲料价值/%
钙/%
磷/%
镁/%
钾/%
硫/%
氯离子/%
30 h 体外干物质消化率/%
30 h 中性洗涤纤维的消化率/%
30 h 内纤维消化速度/%
相对粗饲料品质/%
每吨干物质可产生的牛奶重量/kg窑t-1
马的消化能/kJ窑kg-1

鲜样
80.63
19.37
5.17
0.37
0.62
3.48
4.29
0.49
7.51
1.60
1.54
1.38
0.39
2.63
13.00
1 297.04
1 255.20
753.12
0.46
0.09
0.09
0.84
0.06
0.04

干物质

6
6
3

2
2 217.52 11

26.70
1.93
23.00
73.00
3.21
17.96
22.16
2.53
38.75
8.28
7.93
7.10
2.03
13.57
67.00
778.08
443.36
932.96
314.00
2.35
0.46
0.45
4.32
0.33
0.19
97.00
84.00
6.50
394.00
055.00
380.48

连续收获 20 年以上 [1]遥因此袁构树作为麋鹿饲料前景

2.2 麋鹿喂养试验

2 在麋鹿喂养方面的应用

12 日尧2020 年 6 月 12 日进行袁人工采收构树茎叶袁分批

广阔 遥
[8]

2.1 构树叶子成分分析

6 月中旬袁采收大丰麋鹿保护区内种植的构树茎

叶进行成分检测遥干物质是指样品在 105 益下袁将样品
加热干燥袁其失去的重量即为水分的重量袁剩余的重
量即为干物质的量遥构树新鲜茎叶成分中含有丰富的

本试验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尧2019 年 10 月

喂养麋鹿袁分别选取未驯化成年鹿及 2017 年尧2018 年尧

2019 年出生的小麋鹿进行饲喂袁小麋鹿适口性较佳

渊表 2冤袁未出现拒食行为遥综合比较袁麋鹿更喜食采收

后刚长出的新鲜茎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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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化尧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袁物联网技术
又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袁物联网技术可以进
一步提高水产养殖业的生产效率尧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遥 但该技术还不成熟袁需要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发袁加
强养殖户培训力度袁从而促进整个水产养殖行业的蓬

ring and automation data acquisition for recirculating aqua culture system using fog computing [J].Journal of Computer
Hardware Engineering袁2018渊1冤院1-6.

[4] 熊宗成袁魏雯袁赵展袁等.一种水产养殖环境监控系统的设
计[J].内江科技袁2019袁40渊12冤院46-47.

[5] ULLAH ISRAR袁KIM.An optimization scheme for water pump
control in smart fish farm with efficient energy consumption[J].

勃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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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麋鹿喂养试验

仔鹿
未驯化成年鹿
2017 年生 2018 年生 2019 年生
渊跃5 岁冤
渊3 岁冤
渊2 岁冤
渊1 岁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院野++冶代表麋鹿喜食曰野+冶代表麋鹿食用遥

3 结语
构树属于乡土树种袁在大丰沿海滩涂长势很好袁
具有营养丰富尧蛋白质生物学价值高尧饲喂效果好等

特点[9-10]袁且麋鹿对构树茎叶喜食程度比较高遥因此袁可
以在大丰麋鹿保护区成片栽植构树袁作为现有麋鹿饲

料的补充袁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麋鹿种群健康可持
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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