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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长白猪泌乳特性及营养利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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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定时不限量喂饲条件下, 丹麦长白母猪哺乳期日采食消化能 2212 兆卡, 可消化粗蛋

白质 891134 克。哺乳 60 天泌乳 618188 千克。1～ 20 天泌乳量占全期总泌乳量的 34137% , 20～

40 天占 44153% , 40～ 60 天占 21116%。日均放乳 19 次, 平均每次放乳持续 11165 秒。日泌乳

10131 千克, 泌乳高峰在产后 25～ 30 天。放乳次数和放乳持续时间有逐渐缩短的趋势。一昼夜

各次泌乳量呈规律性的变化, 上午 9 时左右的泌乳量明显高于凌晨 3 点左右的泌乳量 (P <

0105) , 其他时间差异不显著。哺乳期采食量随泌乳量的增加而呈相应的变化。日均采食配含料

6155 千克, 青料 5116 千克, 采食高峰在 35～ 40 天。丹麦长白猪泌乳的消化能转化效率为

76157%。体重 160～ 180 千克, 带仔 10～ 11 头, 哺乳期减重 15～ 20 千克的经产母猪每天供给消

化能 20657～ 19729 千卡, 可消化粗蛋白 826～ 789 克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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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Lactation Features and Nutr itive Util iza tion in Sows of Dan ish Landrace: Xu Y ingyu1,

W ang Songjun1, L ou X iaoyun1, J i Sunru i2 & Zhou J iangqin2 (1H ang z hou P ig B reed ing E xp eri2
m ent F arm , H ang z hou 311113; 2Z hej iang A g ricu ltu ra l U niversity , H ang z hou 310029)

Abstract: T he tested sow s p roduced 618. 88kg m ilk each w ith in 60 days1 L actat ion period under

condit ions of fixed feeding tim e but no t ra t ion ted w ith consump tion of D E 22122 M cal and DCP

891134g a day. M ilk yield from 1d to 20d, 20d to 40d and 40d to 60d accoun ted fo r 34137% ,

44157% and 21116% respectively of the to ta l yield in 60 days. T he daily average m ilk ing tim es

w ere 19, w ith each m ilk ing duration of 11165 seconds and m ilk p roduction 10131kg. T he peak

period of lacta t ion occured at 25- 30d1 T he m ilk ing tim es per day and m ilk quan tity each tim e

tended to decrease gradually. T he m ilk quan tity changed regu larly in 24 hours at abou t 9100a. m

being m uch mo re than at 3100a. m (P< 0105). A lso , m ilk increases co rrespondim gly w ith the

feed in take appeared in 35- 40days w hen the sow s w as fed w ith 6155kg concen tra te and 5116kg

green feed. T he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digest ib le energy w as 75157% fo r the sow s. It w as con2
cluded that 1917- 2017M cal of D E and 789- 826g DCP each day is su itab le fo r a sow of D anish

L andrace w h ich has a bodyw eigh t of 160- 180kg and 10- 11 p iglets and the sow w ould lo se its

w eigh t of 15- 20kg in the w ho le lacta t ion period.

Key words: D an ish L andreace; M ilk ing quan tity; D igest ib l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DCP

　　丹麦长白猪于 1980 年引入我场以来, 以

其高瘦肉率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欢迎, 种猪供

收稿日期: 1994- 11- 10

不应求。

为研究品种特性, 我们于 1987 年 3～ 6

月在本场对其泌乳量、泌乳行为、母猪泌乳

期体重变化、采食量及营养需要等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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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测定和探讨, 以期为哺乳母猪的营养需要

及饲养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试验方法

(一) 供测猪的选择

在 3～ 5 胎的经产母猪中, 选择供测猪 5

窝, 其产仔时间不超过一周, 繁殖、哺育性

能接近群体平均数。

(二) 泌乳量测定

以哺乳前后仔猪全窝重之差来间接测定

该次泌乳量。测定日期为产后 3、5、10、15、

20、25、30、35、40、45、50、55、60 天。各

测定日称重 4 次, 测定时间为: 9∶00, 15∶

00, 22∶00, 3∶00。取测定日 4 次乳量的平

均值乘以一昼夜放乳次数, 即为母猪该天的

泌乳量, 累计求得全期泌乳量。

(三) 泌乳行为测定

母猪产后在测定日观察一昼夜, 记录每

次放乳时间、泌乳准备时间 (拱奶时间+ 安

静时间)、放乳持续时间和放乳次数。母猪分

别在产后 3、10、20、30、40、50、60 天空

腹称重。测其哺乳期体重变化。

(四) 饲养管理

供测母猪在相同条件下测定。饲粮配方

(% ) : 麦皮 25, 四号粉 25, 玉米粉 15, 大麦

粉 18, 豆饼粉 12, 秘鲁鱼粉 215, 骨粉 1, 矿

补剂 1, 食盐 015。每千克饲料含消化能 314

兆卡, 粗蛋白质 1616% , 粗纤维 511% , 钙

910 克, 磷 618 克, 赖氨酸 7191 克。日粮料

青比 1∶015～ 110。采用生湿料, 定时不限

量, 日喂 4 次, 自由饮水。产后第 1～ 10 天

控制喂量。

结果与分析

(一) 泌乳行为与泌乳量

1. 泌乳行为　母猪平均昼夜放乳 19

次, 每次间隔时间、放乳准备时间、放乳持

续时间见表 1。泌乳量变化曲线近似弧形, 高

峰期在产后 25～ 30 天; 放乳次数随产后天数

表 1　母猪泌乳行为测定结果

Table 1T est of m ilk ing tim e and in terval in sow s

产后

天数

放乳

次数

泌乳准备

时间 (秒)

放乳间隔

时间 (秒)

放乳持续

时间 (秒)

3 27 90±16 54±6 15137±3147

5 25 70±13 55±7 14116±3115

10 23 70±24 60±4 12127±1131

15 23 78±28 61±8 12129±1107

20 24 79±26 60±5 11126±1153

25 23 83±32 63±8 11118±0172

30 21 86±28 64±4 10195±0179

35 19 80±28 75±10 10131±0167

40 18 78±29 81±6 10168±0139

45 14 72±15 102±28 10197±1130

50 11 63±10 140±14 10128±1185

55 10 73±12 136±36 10146±1110

60 8 69±11 155±37 10178±1107

的增加而逐渐减少, 产后 3～ 5 天次数最多,

25 天以前变化不明显; 放乳持续时间在产后

20 天内渐减, 但在泌乳高峰期基本保持稳

定, 哺乳后期又有延长的趋势; 泌乳准备时

间除泌乳高峰期略有延长趋势外, 全期变化

不大。

21 泌乳量　母猪全期泌乳 618188±

66163 千克, 泌乳高峰出现在产后 25～ 30

天, 40 天后下降比较快。1～ 20 天的泌乳量

占全期泌乳量的 34137% , 20～ 40 天占全期

的 44153% , 40～ 60 天占全期的 21116%。可

见, 以中期的泌乳量所占比例较高。据 60 天

1140 次资料的通经分析, 放乳次数和每次放

乳量对日泌乳量的决定系数分别为 014004

和 013478, 基本相等。放乳持续期长短和每

次泌乳量的相关系数为 0191; 放乳间隔时间

和每次泌乳量的相关系数为 0126。

3. 不同位次乳头的泌乳量　据 55 头仔

猪资料统计, 20 日龄增重以第 2、3 对乳头的

仔猪较大 (表 2) , 也就是第 2、3 时乳头的泌

乳量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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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位次乳头仔猪增重

Table 2T he w eigh t increasing of p igs w ith differen t

teat o rders

乳头

位次

仔猪数

(头)

初生重

(kg)

仔猪 20 日龄

体重 (kg) 增重 (kg)

1 10 1106 5150 3199

2 10 1120 5160 4140

3 10 1124 5150 4126

4 10 1126 5135 4109

5 9 1136 4194 3158

6 6 1138 4192 3154

平均 1125 5123 3198

(二) 母猪采食量、体重变化及营养利用

母猪在哺乳期各阶段的采食量、体重变

化情况见表 3。从表 3 看出, 随着泌乳量上

升, 母猪采食精料量也相应增加, 采食量的

高峰期在泌乳高峰后 (即产后 35～ 40 天) ; 采

食量最大时, 体重恢复到产后第 3 天时的重

表 3　母猪的采食量、泌乳量及体重变化

Table 3Changes of feed in take m ilk ing quan tity and

w eigh t in sow s

产后

天数

精料量

(kg1 头- 1. 日- 1)

泌乳量

(kg. 头- 1. 日- 1)

体重

(kg)

失重

(kg)

3 2192 7118 171120

5 3190 8105

10 4171 9160 166120 5100

15 6120 12108

20 6184 13133 168100 3120

25 7110 14187

30 7159 14155 169140 1180

35 8102 13136

40 8102 12134 171120 0

45 7166 9126

50 7120 6155 168160 2160

55 6112 5182

60 5188 4156 168100 3120

全期 393100 618188 3120

日平均6155 10131 01056

量 (前 10 天由于限饲, 失重较多) ; 40 天后

随着泌乳量下降, 采食量下降, 体重也在下

降。

能量利用母猪哺乳期平均每头每天采食

精料 6155 千克, 青料 5116 千克, 共食消化

能 22221 千卡, 可消化粗蛋白质 89113 千克,

每天失重 56 克, 按每千克失重放出能量

11184 千卡 (W h it temo re 所提参数) 计算, 每

天从失重中可获消化能 628 千卡, 减去维持

需要 4240 千卡 (90W 0175) , 则用于泌乳为

18610 千卡, 除以日平均泌乳量 10131 千克,

则每产 1 千克乳耗消化能为 1805 千卡。按实

测粗蛋白质、粗脂肪和乳糖值计算, 每千克

乳 含消化能为 1382 千卡 (乳热能值 =

5178DCP+ 9142D EE+ 4107DN FE) , 料乳消

化能转化率为 76157%。用该料乳转化率代

入几乎未减重猪 (3 头) 验证每减重 1 千克所

放的消化能则为 11146 千卡。据基本没有失

重的母猪资料统计, 整个泌乳期每天采食精

料为 6164 千克, 青料 5113 千克, 日获消化

能 22496 千卡, 料乳转化率为 77165% , 与上

述结果基本一致。

讨论与小结

11 丹麦长白猪在饲料能朊比 25∶1, 定

时充分喂饲, 育仔 1018 头条件下, 日采食精

料 6155 千克、青料 5116 千克, 60 天失重 312

千克, 泌乳 618188±66163 千克, 稍低于老

长白 (642118 千克) , 高于大约克夏 (55616

千克) 和地方良种二花脸 (31115 千克)、民

猪 (34410 千克)、枫泾猪 (39818 千克)、嘉

兴黑猪 (45814 千克)、金华猪 (32312 千

克) 及培育品种哈白猪 (360199 千克) 等。

21 丹麦长白猪泌乳高峰期在产后第 25

～ 30 天, 与大约克夏 (30 天左右)、中约克

夏、金华猪 (25～ 30 天) 基本一致; 每天放

乳 19 次, 低于大约克夏 (22103)、金华猪

(2711 次)、枫泾猪 (2212 次)、民猪 (2517

次) , 嘉兴黑猪 ( 2615 次) , 与中约克夏

(18127)、二花脸猪 (20 次)、梅山猪 (2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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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基本接近。

31 母猪的泌乳量是由放乳次数和每次

放乳量决定的, 它们各自作用的大小, 通径

分析结果表明, 其决定系数基本相等。

41 据 60 昼夜泌乳资料统计, 夜间与白

天泌乳次数相等, 凌晨 3 点乳量最低 (P <

0105) , 这与凌晨母猪处于饥饿状态可能有

关, 故应注意夜间喂饲或增加晚餐投饲量。

51 哺乳母猪产后 25～ 30 天为泌乳高峰

期。35 天进入采食高峰期, 并且有的母猪还

在产后 50 天发情, 为提高母猪生产力, 降低

饲养成本, 在解决好早春保暧、夏季防暑和

仔猪饲粮营养水平的前提下, 仔猪可在 30～

35 天断奶, 采取全年分期分批产仔。

61 泌乳量较多的 4 对乳头依次为第 2、

3、4、1 对 (长太杂种为 2、1、3、4 对; 长

大太杂种为 2、3、4、1 对; 金华猪为 3、2、

4、5 对) , 可见泌乳力最高的一般为 2、3 对。

哺乳期母猪失重较少, 分析原因, 一是

定时充分喂饲情况下, 哺乳期所获营养物质

基本满足了泌乳需要; 二是妊娠后期母猪体

况为七成膘, 符合妊娠期增重少, 哺乳期失

重也少的一般规律。

产后头 10 天由于采食量较少, 体重失重

相对较多, 故对产前体况较差的母猪应重视

产后头 10 天的营养供给, 以保证产后初期的

泌乳量。

71 体重在 160～ 180 千克的丹麦长白母

猪在该测定营养水平下, 每泌乳 1 千克需消

化能 1805 千卡, 很接近M enke 所提参数

(1856 千卡) , 低于W h it temo re 所提参数

(2110 千卡)。按每千克乳含可消化能 1382

千卡计算 (枫泾猪为 936 千卡, 参用参数值

为 1260 千卡和 1830 千卡) , 料乳消化能转化

率为 76157% (大约克夏为 7514% , 枫泾猪

为 7213% )。

81 据观察, 试验猪断奶后全部在 7 天内

发情, 说明断奶时维持产前的七成膘对繁殖

并无影响。从降低饲料成本出发, 体重 160～

180 千克, 带仔 10～ 11 头的经产母猪, 哺乳

期减重 15～ 20 千克, 则应给消化能 20657～

19729 千卡, 可消化粗蛋白 826～ 789 克为

宜。与我场现行饲养标准基本相符, 与日本

猪的饲养标准 (19350 千卡, 730 克) 相近。

而我国现行饲料标准 (15080 千卡, 728 克)

对丹麦长白母猪来说, 则显得低一些。

　　 (上接第 23 页)

　　简而言之, 对D Î 号系的乳头数多少能

反映不同品种繁殖性能和特征; 对D Î 号系

的选择, 应要求乳头数 7 对以上, 并按遗传

规律淘汰瞎乳头性状; 建议从第二胎中选留

种猪, 并开展必要的早期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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