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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果渣饲料的加工与利用 

赵慧芳，吴文龙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江苏南京 210014) 

摘要 为了充分利用黑莓果渣，通过对黑莓果渣营养成分进行检测，研配了黑莓果渣配合饲料和浓缩饲料的生产配方、工艺流程与操作 

要点，并对配制的两种新型饲料的营养成分进行分析，确定了黑莓果渣在饲料加工中的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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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莓(Rubus Spp．)原产北美⋯，是新兴第三代小果类果 

树。黑莓果实柔嫩多汁、酸甜爽口、风味独特、色泽艳丽，营 

养丰富 j，其鲜食和加工产品受到欧美消费者的青睐。近年 

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果汁需求量不 

断增加，同时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各类果渣，不同种类的果 

渣其营养成分不同，各类果渣均是开发功能饲料的优良原 

料，黑莓果渣即是其中的一种。 

近年来我国畜牧业发展迅速，但是作为一个畜牧业大 

国，我国的饲料资源却较缺乏，国外利用果渣做饲料已取得 

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已将苹果渣、葡萄 

渣和柑橘渣作为猪、鸡、牛的标准饲料成分列入国家颁发的 

饲料成分表中 。但我国果渣尚未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 ， 

绝大部分被当作废物抛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们对 

果渣营养价值的认识，果渣渐渐成为一种绿色环保的饲料添 

加剂新宠，因此开发黑莓果渣作为新型饲料对蓄牧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1 黑莓果渣的营养成分 

黑莓是一种加工型果品，果实夏季成熟，不耐贮藏，运输 

较困难，因95％以上都用于加工，如直接榨汁生产黑莓果汁． 

出汁率在70％左右，剩余的黑莓鲜果渣营养成分丰富，具有 

浓郁的黑莓的果香味，但是含水量高(60％左右)，不宜贮藏， 

经过低温烘干或晒干的方式得到黑莓干果渣。 

将黑莓鲜果渣干燥后粉碎，过 20～60目筛，得到的黑莓 

干果渣粉，由表 1可看出，其营养成分丰富，主要成分为纤维 

素、蛋白质和脂肪，此外还含有少量的酸和糖，其特有的成分 

是具有抗氧化活性的多酚类物质，因具有水果特有的香气， 

适12I性好，可以替代部分玉米、麦麸和大豆粕等用来加工猪、 

牛、羊或家禽饲料，以增进畜禽的食欲。 

2 黑莓果渣饲料的制备 

一 是通过二次混合处理后将黑莓干果渣作为一种原料 

加入饲料配方中，制成可直接供畜禽饲用的黑莓果渣配合饲 

料。二是将黑莓干果渣加工后作为一种添加剂加入到饲料 

中制成可供畜禽饲用的黑莓果渣浓缩饲料。 

2．1 饲料配方 饲料的配方应根据饲料成分的营养价值 

和畜禽的营养需求 进行研配，如生长肥育猪饲料的粗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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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应不低于 1．5％，粗蛋白不低于 13．0％，粗纤维不高于 

8％，粗灰分不高于9％，据此要求按配方进行饲料生产。 

表1 黑莓干果渣的营养成分 

项目 含量∥％ 项目 含量∥％ 

粗蛋 白 14．oo 总多酚 4．54 

粗脂肪 10．78 总花色苷 0．14 

粗纤维 30．74 灰分 1．88 
总酸 1．43 水分 11．05 

总糖 3．02 

2．1．1 黑莓果渣配合饲料。果渣粉 13％ ～15％，玉米粉 

60％ ～70％，麦麸粉7％ 一9％，大豆粕粉 8％ 一10％，鱼粉 1． 

3％ ～1．5％，磷酸氢钙1％～1．5％，氯化钠0．3％ ～0．8％，植 

物油 1．0％一1．5％。 

2．1．2 黑莓果渣浓缩饲料。果清粉30％ 一60％，大豆粕粉 

30％～60％，鱼粉4．0％ ～6．0％，磷酸氢钙4． 6．0％，氯 

化钠2．0％ ～4．0％，植物油1．0％ ～1．5％。 

2．2 工艺流程 

2．2．1 黑莓果渣配合饲料。含水量 60％以上的黑莓鲜果 

渣，经过烘干或晾干后，得到干果渣，粉碎后得到果渣粉。根 

据黑莓果渣配合饲料生产流程图 1所示，将黑莓果渣粉、玉 

米粉、大豆粕粉和鱼粉按一定比例混合，得到甲预混组；麦 

麸、氯化钠、磷酸氢钙按一定比例混合，得到乙预混组。甲预 

混组、乙预混组和植物油按一定的比例混合，经包装后制成 

黑莓果渣配合饲料。 

氯化钠、磷酸氢钙混舍 (乙预混组) 

黑莓鲜果渣干燥一干罘矗}粉碎一果渣粉和大豆粕粉．鱼糟混合(甲预混组) 
一

甲、乙预混组和植物油混合一包装一黑莓果渣配合饲料 

圈1 黑莓果渣配合饲料生产流程 

2．2．2 黑莓果渣浓缩饲料。黑莓果渣处理同①，黑莓果渣 

粉、大豆粕粉和鱼粉按一定比例混合得到甲预混组，氯化钠、 

磷酸氢钙按一定比例混合得到乙预混组；甲预混组、乙预混 

组和植物油按一定的比例混合，经包装后制成黑莓果渣浓缩 

饲料，浓缩饲料体积小，运输方便，使用简单，是配合其它饲 

料使用的优质营养补充剂。 

氯化钠、磷酸氢钙混合 (乙预混组) 

黑 }果 汗蜾一千 盎粉碎一罘宴 彩 大盈糨粉 鱼采 晗 (甲预混组) 
一 甲、乙预混组和植物油混合一包装一黑莓果渣浓缩饲料 

图2 黑莓果渣浓缩饲料生产流程 

2．3 操作要点 

(1)黑莓果渣干燥：将含水量 60％以上的黑莓鲜果渣， 

用鼓风烘箱在 60℃条件下烘干，得到含水量为 10～14％的 

干果渣。同晒干法相比，烘干法较迅速，同时得到的黑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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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色泽和香气较好，花色苷和多酚含量高，营养价值好，适口 

性也较好。 

(2)干果渣粉碎：黑莓干果渣中种子占9o％以上，种子 

外壳较坚硬，需用粉碎机将果渣中的整粒种子破碎成细粒 

状，过20～60目筛。 

(3)两次混合：按照配方，将甲乙预混组分别混合均匀后再 

加入—定比例的植物油进行二次混合，以保证物料的充分混合。 

(4)包装：将混合好的饲料称量包装于密封袋中，入库贮 

存，保持仓库干燥、通风。 

3 黑莓果渣饲料的营养成分 

由表2可知，配制黑莓果渣配合饲料(猪用饲料)的粗蛋 

白含量接近 15％，粗脂肪含量 3．61％，粗灰分含量为4．oo％， 

食盐(氯化钠)的添加量为0．5％，这 4个指标能满足生长肥 

育猪前期(20—40 kg)的需求，但是粗纤维含量为9．11％，略 

高于生长肥育猪低于7．0～8．0％的要求，可以适当降低黑莓 

果渣或麦麸的添加量。黑莓果渣浓缩饲料粗蛋白含量达到 

29％以上，粗脂肪的含量接近7％，粗纤维和灰分的含量分别 

为10．82％和 12．36％，添加 25～40％的玉米或者 30％的麸 

皮后即可饲喂生长肥育猪。 ． 

表2 黑莓果渣饲料的配方和主要营养成分 

4 技术要求 

4．1 感观指标 色泽一致，混合均匀，无发酵霉变、结块及 

异味、异臭。 

4．2 水分 

水分不高于 12．5％。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可允许增加 

0．5％的含水量。①平均气温在 10~C以下的季节；②从出厂 

到饲喂期不超过l0 d者；③配合饲料中添加有规定量的防霉 

剂者(标签中注明)。 

4．3 成品粒度 99％通过2．80 mln编织筛，不得有整粒谷 

物。L4 mIn编织筛上物不得大于 15％。 

4．4 卫生指标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饲料卫生标准的 

规定执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饲料添加剂的规定。 

5 小结 

黑莓果渣含有大量的蛋白质、糖、有机酸、粗脂肪、粗纤 

维等，适口性好，可以给动物提供丰富的营养和能量，提高生 

长速度和采食量；黑莓果渣配合饲料营养全面均衡，能满足 

生猪不同阶段的营养需求，果渣中的有机酸对动物有很好的 

抗菌作用，能够抑制肠道有害细菌、促进有益菌的生长，提高 

抗应激能力，增强抗病力，减少抗菌素的使用，是生产动物饲 

料的优选原料，此外，黑莓果渣还含有花色苷和多酚类物质， 

花色苷和多酚类物质是良好的抗氧化剂，可以防止饲料中蛋 

白质、脂肪、维生素等的氧化变质，提高饲料的稳定性，延长 

贮存期。 

综上所述，黑莓果渣是一种新型优质的饲料原料，成本低 

廉，生产工艺简单，设备通用，投资小，操作控制容易，产品质量 

稳定，且能降低饲料的生产成本，易于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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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征特性决定，对分蘖力弱、株型紧凑、千粒重高、早熟的 

品种可适量加大播种量，反之可减少播种量。油菜茬直播 

试验表明，常规稻播种量37．5 kg／hm~最为适宜，综合性状 

最佳；低于 22．5 kg／hm ，分蘖过旺，成穗不齐；高于 52．5 

kg／hm2
，植株易倒伏。 

手工撒播种子要求芽长有半粒谷长、根长有 1粒谷长 

为宜：机械播种只要求种子催芽至“露 白”即可，一定要匀 

播。为保证播种均匀度，可以采用定畦定量的办法，先稀后 

补，即先播70％的种子，再用30％的种子补缺补稀。杂交 

稻还要提前 7 8 d按种子总量的 10％育预备苗，以防严重 

缺苗。播后轻塌谷，有条件的可盖上 1层油菜籽壳，以保温 

和防止鸟害及雨水冲刷，播种后 2O～25 d及时进行田间查 

苗补苗工作，移密补稀，使稻株分布均匀，个体生长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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