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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旨在研究围产期补饲精补料对戈壁地区妊娠期放牧蒙古羊母羊增重、血液生理生化指标、泌乳性
能以及羔羊生长性能的影响。 选取 20只体况相近、平均体重为（60±5.54）kg的妊娠期蒙古羊母羊，按平
均体重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10只。 对照组按照传统补饲方法补饲玉米 300 g/（只·d），试验组补饲
精补料 300 g/（只·d）。补饲试验预饲期 5 d，正饲期 60 d。测定试验母羊初始体重和补饲试验末体重，计算
总增重；补饲试验结束时，采集试验母羊血液样本，测定血液常规指标和血清生化指标；从产后第 15天
起使用差重法测定母羊泌乳量，持续到产后第 85天；测定羔羊的初生重、90日龄重，计算羔羊在 90日龄
内的日增重。利用统计学方法对对照组和试验组的上述指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补饲试验期间，试验
组母羊与对照组母羊的总增重差异不显著 （P>0.05）， 试验组母羊的体重减少幅度比对照组母羊低
1.71%；试验组母羊的各项血液常规指标和血清生化指标与对照组母羊相比差异均不显著（P>0.05）；整
个泌乳期试验组母羊的泌乳量都高于对照组母羊，其中，产羔后 75 d和 85 d，试验组母羊的泌乳量显著
（P<0.05）或极显著（P<0.01）高于对照组母羊；与对照组羔羊相比，试验组羔羊的 90日龄体重和 90日龄
内日增重有所提高（P>0.05）。 综上提示，围产期补饲精补料能够提高放牧蒙古羊母羊的产后泌乳量，并
且有助于提升羔羊日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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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upplementary Feeding in the Perinatal Period on Lactation Performance of
Grazing Mongolian Ewes and Growth Performance of Their Lambs
Wurilege1，LI Jiu-yue1，TIAN Feng1，WANG Li1，GAO Yuan2，Siqinmenghe1，XUE Shu-yuan1

（1.Inner Mongolia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Sciences，Hohhot 010031，China；2.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ohhot 010018，China）
Abstract：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concentrated feed supplementation in the perinatal period on weight
gain, blood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indices, lactation performance of grazing Mongolian ewes grazed in the Gobi areas and
growth performance of their lambs. A total of 20 gestational Mongolian ewes averagely weighted （60±5.54） kg with similar
physical condition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assign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n=10） and a control group （n=10）. The
basal die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supplemented with 300 g corn per ewe per day, and tha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upplemented with 300 g self-prepared concentrated feed per ewe per day. The supplementary feeding experiment had a pre-
feeding period of 5 days and a formal feeding period of 60 days. All the tested ewes were weighted at the initial and final stage of
the supplementary feeding experiment, and the total weight gain was calculated; at the end of the supplementary feeding
experiment, the ewes were sampled for determination of blood routine indices and serum biochemical indices; from 15th to 85th day
after lambing, the milk yield of the ewes was determined every 10 days by using weight difference method; the birth weight and
90-day-old weight of the lambs were measured, and the daily weight gain of the lambs within the 90 days of age was calculat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bove indicators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assess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uring the supplementary feeding experiment, no significant （P>0.05） difference in the total weight gain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as observed, the
weight loss of the ewes i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1.71%
lower than that of the ewes in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P>0.05） differences in blood routine indices
and serum biochemical indices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entire lactation period, the ewes
in experimental group had higher milk yield compared to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nd significant （P<0.05 or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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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畜矛盾是现阶段肉羊养殖中遇到的一个重
要问题。 由于近些年来降雨量减少和草场荒漠化
现象日益加重，内蒙古地区多地产草量大幅下降，
放牧羊饲料供给不足的现象时有发生。 尤其在冬
春季节，由于饲草养分流失、草场饲草量无法满足
家畜的需求，造成家畜严重掉膘甚至死亡。而冬春
季节又是放牧母羊集中产羔期。对幼畜来说，母乳
是其在能采食饲料之前唯一的营养物质和免疫球
蛋白来源， 是在其出生之后到断奶最重要的营养
物质来源， 也是其出生后一定时期内生长发育不
可或缺的食物来源 ［1］。 羔羊前期的生长状况与其
摄入的母乳量有直接关系。 母羊产羔后既要维持
自身需求，又要泌乳供给羔羊，营养需要量增加。
因此，在妊娠期开始时对母羊进行补饲，为满足母
羊产后营养需求打好基础， 以免母羊因营养不足
产弱羔，或产后泌乳量低影响羔羊生长。由于各地
的自然环境、饲养条件和饲草料的营养价值不同，
所以适宜各地的补饲方法和补饲饲料也不相同。
该研究旨在探索精补料对戈壁地区围产期放牧蒙
古羊母羊的补饲效果， 从而提出适合当地饲养条
件的补饲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时间和地点

该试验于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6 月在内
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满都拉镇
牧户家进行。
1.2 试验动物及分组

选择健康、妊娠天数相近、平均体重为（60±
5.54）kg 的妊娠母羊 20 只， 按体重分为对照组和
试验组，每组 10只，打耳标记录。
1.3 试验设计

母羊妊娠期补饲试验的预饲期 5 d， 正饲期
60 d。 试验组和对照组母羊统一放牧，每日归牧后
进行分圈补饲。 对照组母羊补饲玉米 300 g/（只·d），
试验组母羊补饲精补饲料 300 g/（只·d）。 于补饲
试验结束时，对试验母羊进行空腹称重并采血。待
试验母羊产羔时， 测定母羊的产后体重和羔羊初
生重。

1.4 试验日粮
试验补饲饲料参照 NRC （2007） 标准进行配

制。 补饲饲料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1。
1.5 测定指标
1.5.1 母羊体重 称量并记录补饲试验开始和结
束时的母羊体重，计算补饲试验期间的总增重。
1.5.2 母羊血液常规指标 包括白细胞数目
（WBC）、红细胞数目（RBC）、血红蛋白含量（HGB）、
红细胞比容（HCT）、平均红细胞体积（MCV）、平均
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MCH）、平均红细胞血红蛋
白浓度（MCHC）、红细胞分布宽度变异系数（RDW）、
血小板数目（PLT）、平均血小板体积（MPV）、血小
板分布宽度（PDW）、血小板比容（PCT）。
1.5.3 母羊血清生化指标 包括尿素 （UREA）含
量、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活力、天门冬氨酸氨

项目

原料

玉米

DDGS
豆粕

葵仁粕

1%添加剂
石粉

氯化铵

食盐

小苏打

葵花皮

玉米皮

稻壳粉

合计

营养水平

干物质（DM）
粗蛋白（CP）
粗脂肪（EE）
中性洗涤纤维（NDF）
酸性洗涤纤维（ADF）
钙（Ca）
磷（P）

试验组

58.60
7.80
3.10
5.10
0.60
0.90
0.50
0.60
0.60
9.90
9.20
3.10

100

88.36
16.67
2.65
37.20
6.09
0.55
0.41

对照组

1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0

91.05
7.83
4.46
27.83
7.35
0.15
0.02

表 1 试验补饲饲料组成及营养水平 单位：%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at the 75th and 85th day after delivery; compared with the lambs in control group, the 90-day-old weight
and the daily weight gain within the 90 days of age of the lambs in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increased （P>0.05）. In summary, the
supplemental feeding with concentrated feed in the perinatal period can increase the milk yield of postpartum grazing Mongolian
ewes and improve the daily weight gain of lambs.
Keywords：supplementary concentrated feed；Mongolian ewes；milk yield；lambs；daily weight 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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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转移酶（AST）活力、碱性磷酸酶（ALP）活力、总
蛋白（TP）含量、白蛋白（ALB）含量、葡萄糖（GLU）
含量、肌酸激酶（CK）活力、总胆固醇（TC）含量、乳
酸脱氢酶（LDH）活力。
1.5.4 母羊泌乳量 从产后第 15 天起使用差重
法测定母羊泌乳量，每隔 10 d 测定 1 次，早晚各 1
次，持续到产后第 85天。
1.5.5 羔羊日增重 记录羔羊初生体重和 90 日
龄体重，计算羔羊哺乳期的日增重。
1.6 数据处理

利用 Excel软件进行试验数据的初步整理，应
用 SAS 9.0 统计学软件中的方差分析进行差异显
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围产期补饲对放牧蒙古羊母羊体重的影响

由表 2 可知， 对照组与试验组妊娠母羊在分
别补饲 300 g/（只·d）玉米和 300 g/（只·d）精补料
时，二者在补饲试验期间的总增重差异不显著（P>
0.05）。 从表 2 中的试验数据可以看出，对照组和
试验组妊娠母羊在补饲试验期间有不同程度的减
重，对照组减重 3.95%、试验组减重 2.24%，补饲精
补料的试验组母羊比补饲玉米的对照组母羊减重

少 1.71%。
2.2 围产期补饲对放牧蒙古羊母羊血液常规指
标的影响

由表 3 可知， 试验组和对照组母羊的白细胞
数目（WBC）、红细胞数目 （RBC）、血红蛋白含量
（HGB）、 红细胞比容 （HCT）、 平均红细胞体积
（MCV）、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MCH）、平均红
细胞血红蛋白浓度（MCHC）、红细胞分布宽度变异
系数（RDW）、血小板数目（PLT）、平均血小板体积
（MPV）、 血小板分布宽度 （PDW）、 血小板比容
（PCT）差异均不显著（P>0.05）。
2.3 围产期补饲对放牧蒙古羊母羊血清生化指
标的影响

由表 4 可知， 试验组和对照组母羊血清中的
尿素（UREA）含量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活
力、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活力、碱性磷酸
酶（ALP）活力、总蛋白（TP）含量、白蛋白（ALB）含
量、葡萄糖（GLU）含量、肌酸激酶（CK）活力、总胆
固醇（TC）含量、乳酸脱氢酶（LDH）活力均无显著
（P>0.05）差异。
2.4 围产期补饲对放牧蒙古羊母羊泌乳量的影响

由表 5可知，产羔后 15~65 d试验组和对照组

项目

试验初始体重

试验末体重

补饲试验期间总增重

表 2 不同补饲饲料对妊娠期放牧蒙古羊母羊体重及增重的影响 单位：kg
对照组

60.02±5.54
57.65±4.04
-2.37±2.49

试验组

59.75±4.12
58.41±5.16
-1.34±1.60

SEM
1.063
1.013
0.471

P 值
0.901
0.720
0.286

注：P<0.01，表示具有极显著性差异；P<0.05，表示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表示无显著性差异。 对照组和试验组数据肩标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具有极显著性差异，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具有显著性差异，无肩标字母表示无显著性差异。 下表同。

项目

WBC/（×109/L）
RBC/（×1012/L）
HGB/（g/L）
HCT/%
MCV/fL
MCH/pg
MCHC/（g/L）
RDW/%
PLT/（×109/L）
MPV/fL
PDW/%
PCT/%

表 3 不同补饲饲料对妊娠期放牧蒙古羊母羊血液常规指标的影响

对照组

11.30±2.85
11.18±1.56
139.50±14.51
39.70±4.21
35.76±2.27
12.49±0.74
351.00±6.29
15.63±0.62
297.50±131.72
4.09±0.38
16.42±0.65
0.12±0.06

试验组

8.56±2.75
10.22±1.60
129.20±15.68
36.76±4.64
36.21±2.43
12.67±0.69
351.10±7.01
15.79±0.72
305.10±68.82
4.25±0.29
16.43±0.57
0.13±0.03

SEM
0.930
0.362
3.494
1.023
0.515
0.158
1.450
0.148
22.889
0.076
0.134
0.011

P 值
0.191
0.189
0.145
0.156
0.674
0.583
0.974
0.603
0.873
0.304
0.971
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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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羊的泌乳量差异不显著（P>0.05）；产羔后 75 d
和 85 d，试验组母羊的泌乳量显著（P<0.05）或极
显著（P<0.01）高于对照组母羊。 由泌乳曲线（见图
1）可知，在整个泌乳期，试验组母羊的泌乳量都高
于对照组母羊。
2.5 放牧母羊围产期补饲对羔羊日增重的影响

由表 6 可知， 对照组羔羊的初生重高于试验
组羔羊，但差异不显著（P>0.05）。试验组羔羊的 90
日龄体重高于对照组羔羊， 但差异不显著 （P>
0.05）。 试验组羔羊在 90 日龄内的日增重高于对
照组羔羊，但差异不显著（P>0.05）。
3 讨论
3.1 补饲精补料对妊娠期放牧蒙古羊母羊体重
的影响

该试验结果表明， 试验组和对照组母羊在补

饲试验期间都出现了体重减少的情况。 这可能是
由于母羊妊娠后期正是胎儿快速生长发育的时
期， 所以母羊在从外界无法得到充足营养的情况

项目

UREA/（mmol/L）
ALT/（U/L）
AST/（U/L）
ALP/（U/L）
TP/（g/L）
ALB/（g/L）
GLU/（mmol/L）
TC/（mmol/L）
CK/（U/L）
LDH/（U/L）

表 4 不同补饲饲料对妊娠期放牧蒙古羊母羊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对照组

2.11±0.35
20.50±7.70
87.92±27.82
109.93±62.33
48.61±17.17
27.70±4.86
3.54±0.38
1.26±0.33

110.37±79.75
900.78±104.60

试验组

2.38±0.45
21.16±4.05
93.81±23.41
112.44±48.73
56.38±13.99
29.49±4.55
3.57±0.19
1.47±0.29

152.45±118.36
872.50±45.31

SEM
0.101
1.474
6.116
13.247
3.829
1.131
0.073
0.079
23.983
19.675

P 值
0.182
0.831
0.646
0.928
0.327
0.448
0.831
0.186
0.399
0.491

产羔后时间

15 d
25 d
35 d
45 d
55 d
65 d
75 d
85 d

表 5 围产期补饲不同饲料对放牧蒙古羊母羊产羔后泌乳量的影响 单位：kg

对照组

0.59±0.11
0.65±0.15
0.57±0.11
0.51±0.18
0.50±0.13
0.49±0.09
0.49±0.09a

0.25±0.04A

试验组

0.68±0.18
0.73±0.13
0.67±0.13
0.65±0.12
0.64±0.13
0.65±0.19
0.71±0.17b

0.49±0.17B

SEM
0.041
0.038
0.034
0.045
0.039
0.044
0.047
0.046

P 值
0.347
0.302
0.165
0.129
0.062
0.086
0.011
0.005

项目

初生重

90 日龄体重
90 日龄内日增重

表 6 试验组和对照组羔羊的体重变化情况 单位：kg

对照组

5.48±0.94
18.11±2.47
0.158±0.020

试验组

4.94±0.98
18.75±2.07
0.173±0.020

SEM
0.301
0.689
0.007

P 值
0.401
0.672
0.302

0.80

0.70

0.60

0.50

0.40

0.30

0.20

泌
乳
量
/k
g

90858070656055504540353025201510 75

哺乳天数/d

试验组
对照组

图 1 试验组和对照组母羊泌乳曲线

畜牧与饲料科学30 第 41卷

04_ZW



下， 为了满足胎儿的生长发育动用了自身的营养
物质，从而导致了减重。 当营养不足时，母羊获取
的养分将优先用于满足胚胎的生长发育， 会减少
母羊的体增重［2］。 母体在胚胎发育期间的营养不
足可能导致羔羊初生重降低， 并且可能长期影响
后代的健康。 合理的营养供给可以避免因自身需
求和胚胎发育而动用母体的体蛋白和体脂 ［3］，因
此， 妊娠后期母羊的营养状况对胚胎发育有重要
作用，也直接影响母羊和羔羊的生产性能［4］。 在妊
娠后期，胚胎快速发育，当母羊的饲粮营养水平不
能满足胚胎的正常发育需求时， 母羊会动员营养
储备［5］，尽量满足胚胎的生长发育。 当母体的营养
摄入不足时，会利用自身储备的碳水化合物、蛋白
质、脂肪等进行适应性调节，通过降低自身的增重
甚至降低体重， 最大限度地为胎儿发育提供营养
物质［6］，从而保证胎儿的正常发育。 因此，实际生
产中还需要增加精补料的补饲量， 方可满足妊娠
期母羊营养需要和胎儿生长发育需要的营养。
3.2 补饲精补料对妊娠期放牧蒙古羊母羊血液
常规指标的影响

动物血液常规指标不仅可以反映其生理和健
康状况，也可以作为反映机体代谢状况的指标，在
研究动物生产性能及其适应性时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7］。 通过观察血液中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
数量的变化和形态分布等可以判断动物个体的生
理机能是否正常， 在研究妊娠期母羊的抗病性时
也可作为衡量指标［8］。 该试验结果表明，试验组和
对照组母羊的血液常规指标差异均不显著 （P>
0.05），说明补饲精补料对妊娠期放牧母羊的血液
常规指标无显著（P>0.05）影响。
3.3 补饲精补料对妊娠期放牧蒙古羊母羊血清
生化指标的影响

血清中各项指标的变动受动物性别、年龄、营
养水平、养殖环境、生理状态及测定方法等很多因
素的影响， 但正常的血清生化指标具有相对稳定
性， 这些指标的变动可提示动物机体新陈代谢和
生理病理变化。 血清总蛋白（TP）含量是反映动物
机体合成代谢蛋白质的一项重要指标， 也能反映
机体对蛋白质的消化吸收水平［9］。 血清 TP含量可
影响动物体内 pH值和胶体渗透压的平衡，反映肝
脏合成蛋白质的功能和肾脏功能是否正常。 测定
血清 TP含量可以间接反映机体的营养状况，对于
一些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10］。 程忠刚等［11］研

究表明，血清 TP 含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日粮中
蛋白质的营养水平及动物对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程
度，当体内蛋白质的合成作用和氮的沉积增强时，
血液中 TP水平较高。 该试验结果表明，试验组母
羊的血清 TP含量高于对照组，表明饲喂精补料比
单纯补饲玉米效果好。
3.4 围产期补饲对放牧蒙古羊母羊泌乳量的影响

泌乳是哺乳动物的重要特征， 泌乳量是选育
优良品种母畜的主要性状之一，受到遗传、环境、
营养水平、生理状况等因素的影响［12］。 同时，动物
的种类、品种、胎次、泌乳期营养水平及饲养管理
等因素也对泌奶量有极大影响。 该试验采用差重
法测定母羊泌乳量，具有一定的缺陷，只有当羔羊
对母乳需求大于或等于母羊泌乳量时， 羔羊哺乳
量才等于母畜的产奶量。另外，由于羔羊哺乳次数
受到了限制，不能充分体现母羊的泌乳潜力［13］，可
能造成试验结果不能准确反映母羊的泌乳量，但
差重法是目前测定泌乳量普遍采用的方法。 研究
表明， 围产期高营养水平日粮对提高母牛泌乳潜
力和改善乳腺发育是有益的［14］。由此可见，妊娠后
期精补料的营养成分对产后母羊的泌乳量有影
响。 因此，应补饲营养全面的精补料，以满足妊娠
母羊的营养需求。 该试验结果表明，试验所用精
补料提高了母羊产后泌乳量。 由图 1 可知，从产
后第 55 天开始试验组母羊的泌乳量升高，这可
能由于正值牧草返青时节， 试验组母羊体况比
对照组母羊好， 在采食青草后自身体况恢复所
需养分少，将更多养分转化为乳，从而使泌乳量
明显上升。
3.5 蒙古羊母羊围产期补饲对羔羊日增重的影响

内蒙古冬春季节处于草木枯黄期， 而且正值
母羊繁殖季， 传统的放牧方式导致蒙古羊母羊的
营养供给不平衡， 不仅影响蒙古羊母羊产后体况
和生殖机能的恢复，也影响其泌乳量和乳质量。而
羔羊哺乳期所需的营养成分大部分来自母乳，母
羊营养缺乏会造成羔羊生长发育缓慢或受阻、胃
肠道发育迟缓、断奶过渡期长、断奶体重小，甚至
成为“僵羊”，严重影响羔羊生产潜力及断奶后的
生长发育 ［15］。 研究发现，饲喂精补料提高了藏母
羊的采食量，改善了泌乳性能，从而促进羔羊的
生长发育［16］。 随着母羊妊娠期日粮能量水平的升
高，羔羊的初生重会呈现上升趋势 ［17］。 该试验结
果表明， 对照组羔羊初生重高于试验组羔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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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由于补饲玉米的日粮能量高于补饲精补
料。 Van Emon 等［18］研究发现，妊娠后期母羊日粮
蛋白质水平对羔羊的初生重无显著 （P>0.05）影
响，羔羊断奶体重和日增重随日粮蛋白质水平的
升高有增加的趋势。 该研究结果表明，试验组羔
羊和对照组羔羊的 90 日龄内日增重差异不显著
（P>0.05），但试验组羔羊的生长速度比对照组羔
羊快， 且试验组羔羊的 90 日龄体重高于对照组
羔羊。 在饲养管理方式相同的条件下，由于试验
组母羊的泌乳量高于对照组母羊，试验组羔羊能
更多地从乳汁中获取营养，从而表现出更快的生
长速度。
4 结论

与补饲玉米相比， 围产期补饲精补料可减
少放牧蒙古羊母羊妊娠期的体重降低幅度 ；补
饲玉米和精补料对妊娠期母羊的血液常规指标
和血清生化指标无显著 （P>0.05）影响 ，但补饲
精补料可提高母羊血清总蛋白质含量； 补饲精补
料能提高母羊产后泌乳量， 并且有助于提升羔
羊日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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