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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我国南、北方种植的香椿成熟复叶的营养成分组成及其生物量进行分析，探讨香椿成熟复叶的饲用

价值及其开发潜力，为推动香椿的综合开发利用提供参考。［方法］利用化学分析法测定了香椿成熟复叶的粗蛋

白、氨基酸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组成和含量，并通过生物量评估及肉羊饲喂实验，分析评价了我国香椿的饲用开发

价值及发展潜力。［结果］香椿成熟复叶具有高蛋白（１６．２５％ １７．７８％）低脂肪（３．１０％ ５．４５％）的特点，且含１７
种氨基酸，动物必需氨基酸占比３３．１２％ ３４．６０％，同时富含钾、钙、磷、镁、铁、锌等矿质元素。香椿成熟复叶的营
养价值高于常规谷物等粮食饲料，与优质苜蓿相近，且肉羊喜食香椿成熟复叶，无腹泻、抽搐等不良现象。［结论］

香椿成熟复叶饲用价值较高，属高蛋白低脂型饲料原料，我国黄河、长江流域是饲用／菜饲两用型香椿的适宜发
展区。

关键词：香椿；成熟复叶；饲料；营养；潜力；评价

中图分类号：Ｓ７８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１４９８（２０１７）０５０８４８０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ｅｅｄ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ｖｅｓｏｆ
Ｔｏｏｎ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ＳＵＳｈａｎｇ１，ＮＩＪｉａｎｗｅｉ１，ＸＵＫｅ２，ＧＥＮＧＹｏｎｇｈａｎｇ１，ＷＡＮＧＷｅｉ１，ＸＵＸｉｎｑｉａｏ１

（１．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Ｔｒｅｅ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２．Ｃｈａｏｙａｎｇ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ｅｎｄｓｔｏｒｅｖｅａｌ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ｆｅｅｄ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ｂｉｏｍａｓｓｏｆ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Ｔｏｏｎ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Ａ．Ｊｕｓｓ．）Ｒｏｅｍ（ＴＳ）ｇｒ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ｈｅｌｐｔｏｌａｙａ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ｆｅｅ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ｏｆ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ｒｕｄ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ＴＳｇｒｏｗ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ｆｅｅｄｉｎｇｖａｌｕｅ
ｗｅｒｅ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ｂｙｍｕｔｔｏｎｓｈｅｅｐ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Ｂ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ｂｉｏｍａｓ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ｓｕｉｔａｒｅａｏｆＴＳ，ｔｈｅ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ｍ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ＴＳａｓｆｅｅｄｓｔｕｆｆｗｅ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Ｔｈｅｍ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ＴＳｗｅｒｅｅ
ｑｕｉｐｐ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ｃｒｕｄ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１６．２５％ －１７．７８％）ａｎｄｌｏｗ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ｃｒｕｄｅｆａｔ（３．１０％ －
５４５％），ａｎｄ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１７ｋｉｎｄｓｏｆ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３３．１２％－３４．６０％．
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ＴＳ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ｒｉｃｈｉｎ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ｃａｌｃｉｕｍ，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ｉｒｏｎ，ｚｉｎｃ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ｍｉ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Ｓｈｅｅｐｉｎ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ｔｏｆａｖｏｒｔｈｅｍ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ＴＳ，ａｎｄｎｏａｄｖｅｒｓ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ｎｅｉｔｈｅｒ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ｎｏｒｃｏｎｖｕｌｓｉｏｎｓ，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Ｔｈｅ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Ｔ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ｕｍｅｄｇｒａｉｎｓ，ａｎｄ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ｔｏＭｅｄｉｃａｇｏｓａｔｉｖａ．［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Ｍ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ＴＳａｒｅ



第５期 苏　上，等：香椿成熟复叶饲用价值分析评价研究

ｈｉｇｈｉｎｃｒｕｄ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ｏｗｉｎｃｒｕｄｅｆａｔ，ａｎｄｄｏｈａｖｅｔｈ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ｏｂ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ｆｅｅｄ．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ｒｅｐｏｉｎｔｅｄｔｏｂｅｔｈｅｓｕｉ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ｆｏｒｆｅｅｄｕｓｅｄ／ｂｕｄｓｆｅｅｄｕｓｅｄ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ｏｏｎ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ｍ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ｖｅｓ；ｆｅｅ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香椿（Ｔｏｏｎ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Ａ．Ｊｕｓｓ．）Ｒｏｅｍ）是楝科
（Ｍｅｌｉａｃｅａｅ）香椿属（Ｔｏｏｎａ）多年生落叶乔木，是我
国具有悠久菜用、材用、绿化用及药用历史的珍贵速

生树种［１］。香椿嫩芽因其浓郁的香味及特殊的口

感，备受人们喜爱，是我国民众传统喜食的特色名贵

“木本蔬菜”。目前，香椿的相关研究多是集中在种

苗繁育及其嫩芽和种子的加工利用上，而大量的香

椿成熟复叶尚未得到开发和利用。我国河南、山东、

陕西、安徽、浙江、四川、福建、云南及广西等多个省

市均已大力发展香椿产业，但主要经营鲜食香椿芽

及其相关加工品。据不完全统计，截止２０１０年，仅
广西一省的香椿种植面积就已超１．５万 ｈｍ２，其菜
用香椿嫩芽的单株年产量（３—９月，每月采收１次）
约为２１６ｇ［２］。作为菜用种植的香椿，经适量抹芽、
摘心后，存芽长成的成熟复叶产量仍很可观，但其尚

未得到开发利用，仍处于资源浪费阶段。资料显示，

在我国山东及印度的部分区域，当地少数居民曾将

香椿叶混入饲料，饲喂家禽／畜［１］。本研究对我国

南、北方种植的香椿成熟复叶的营养成分组成及其

生物量进行了分析，并开展了肉羊饲喂实验，探讨了

香椿成熟复叶的饲用价值及其开发潜力，为香椿产

业拓展及其产业链的延伸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香椿成熟复叶为其嫩芽萌发后，生长约 ３ ４
个月的当年生羽状复叶。其中，南方种植的香椿的

成熟复叶于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０日采自广西自治区南宁
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北方种植的香椿的成熟复叶于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５日采自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去
除采得的新鲜香椿材料中木质化程度较高的硬质茎

干，保留复叶叶轴，用湿报纸包裹后，装于保鲜袋中，

避光保存，并尽快运回实验室，用于后续实验。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香椿成熟复叶营养成分分析　粗蛋白的测
定参照国家标准ＧＢ５００９．５２０１０食品中蛋白质的测
定凯氏定氮法；粗脂肪的测定参照国家标准 ＧＢ／
Ｔ６４３３２００６饲料中粗脂肪的测定；采用国家标准
ＧＢ／Ｔ５００９．１２４２００３食品中氨基酸的测定方法分析

样品的氨基酸组成及含量。香椿成熟复叶中矿质元

素的组成及含量委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

究所完成。

１．２．２　香椿成熟复叶生物量分析　２０１６年７月下
旬，分别在南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及北京市园林科

学研究院的菜用香椿种植园中，随机选择１０株无病
虫害、长势正常的３年生菜用香椿苗，截取其主杆
１２ｍ高度以上的所有茎叶，剥取羽状复叶，称量并
记录。剔除极值后，计算平均值，分别记为其成熟复

叶的生物量。

１．２．３　肉羊饲喂实验　购进断奶后１月龄的‘白
萨’肉羊，以用发酵袋进行１个月密闭发酵的香椿成
熟复叶为饲料，对‘白萨’肉羊进行为期３个月的饲
喂实验，观察并记录饲喂过程中肉羊的生长情况。

首先进行为期１周的过渡饲喂，之后进行常规性香
椿成熟复叶饲喂，即每天早８：００、晚１６：００对肉羊进
行２次饲喂，其间连续５ｄ记录肉羊对香椿成熟复
叶的自由采食量。

１．３　数据分析
所得数据均用Ｅｘｃｅｌ及ＳＰＳＳ软件进行平均值及

标准误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香椿成熟复叶的一般营养成分

南宁、北京种植的香椿成熟复叶中粗蛋白含量

分别为（１７．７８±０．０７）％和（１６．２５±０．０２）％，远高
于我国《饲料数据库》［３］中传统粮食饲料的蛋白含

量，如小麦（Ｔｒｉｔｉｃｕｍａｅｓｔｉｖｕｍ，中国饲料号ＣＦＮ４０７
０２７０，蛋白含量１３．４％）、玉米（Ｚｅａｍａｙｓ，ＣＦＮ４０７
０２７８，９．４％）、高粱（Ｓｏｒｇｈｕｍｂｉｃｏｌｏｒ，ＣＦＮ４０７０２７２，
９．０％）等，低于饲用大豆（Ｇｌｙｃｉｎｅｍａｘ，ＣＦＮ５０９
０１２７，３５．５％），与畜牧业广泛使用的高蛋白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ｓａｔｉｖａ，ＣＦＮ１０５００７５，１７．２％）相近，具有
开发为高蛋白饲料的潜在价值。同时，南宁、北京种

植的香椿成熟复叶中粗脂肪含量分别为（５．４５±
０．０２）％和（３．１０±０．０３）％，与上述苜蓿（２．６％）及
常规粮食饲料（小麦１．７％，玉米３．１％，高粱３４％）
相近，远低于大豆（１７．３％），属于低脂型饲料原料。
２．２　香椿成熟复叶的氨基酸组成

表１所示：南宁、北京种植的香椿成熟复叶中含

９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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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丰富的氨基酸，二者中均检测出１７种氨基酸，其中
鲜味氨基酸（ＤＡＡ）中的谷氨酸（含量分别为（３．２８±
００６）％和（２．９５±０．１０）％）及天门冬氨酸（（１５５
±０．０４）％和（１．０５±０．０３）％）是其含量最高的氨
基酸，且其ＤＡＡ含量分别占总氨基酸的３３．１７％和
３４０５％。通常，鲜味氨基酸能够赋予食品鲜香的风
味，故北京种植的香椿成熟复叶较南宁种植的香椿

鲜味更胜。蛋氨酸、缬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苯丙

氨酸、酪氨酸、色氨酸、组氨酸、赖氨酸、精氨酸被认

为是苦味氨基酸（ＢＡＡ），丙氨酸、甘氨酸、丝氨酸、脯
氨酸、苏氨酸是甜味氨基酸（ＳＡＡ）［４］，能够分别贡献
于植物风味中的苦涩及甘甜。南宁、北京种植的香

椿成熟复叶的 ＳＡＡ值分别为（３．９７±０．１１）％和
（２９５±０．１０）％，ＢＡＡ值分别为（５．６３±０．１５）％和
（４．７７±０１１）％，其 ＳＡＡ／ＢＡＡ值为０．７１和０．６２，
可见南宁种植的香椿成熟复叶较北京种植的香椿的

风味更甘甜，作为饲料原料而言，其对产品的适口性

具有重要意义。

表１　香椿成熟复叶的氨基酸组成
Ｔａｂｌｅ１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ｍ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Ｔ．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氨基酸组成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
香椿成熟复叶Ｍ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Ｔ．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广西Ｇｕａｎｇｘｉ 北京Ｂｅｉｊｉｎｇ

氨基酸组成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ｃｏｎｔｅｎｔ
香椿成熟复叶Ｍ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Ｔ．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广西Ｇｕａｎｇｘｉ 北京Ｂｅｉｊｉｎｇ

赖氨酸（Ｌｙｓ） ０．９５±０．０３ ０．８４±０．０３ 谷氨酸（Ｇｌｕ） ３．２８±０．０６ ２．９５±０．１０

缬氨酸（Ｖａｌ） ０．７０±０．０１ ０．５９±０．０１ 组氨酸（Ｈｉｓ） ０．２９±０．０１ ０．２６±０．００

蛋氨酸（Ｍｅｔ） ０．１３±０．００ ０．０９±０．００ 精氨酸（Ａｒｇ） ０．７０±０．０２ ０．５８±０．０１

亮氨酸（Ｌｅｕ） １．０７±０．０３ ０．９２±０．０３ 甘氨酸（Ｇｌｙ） ０．７０±０．０２ ０．５７±０．０２

苏氨酸（Ｔｈｒ） ０．６３±０．０２ ０．５２±０．０２ 丙氨酸（Ａｌａ） ０．７８±０．０２ ０．６９±０．０２

异亮氨酸（Ｉｌｅ） ０．５９±０．０１ ０．４９±０．０１ 脯氨酸（Ｐｒｏ） １．１２±０．０３ ０．６６±０．０３

苯丙氨酸（Ｐｈｅ） ０．７６±０．０２ ０．６３±０．０１ 丝氨酸（Ｓｅｒ） ０．７５±０．０２ ０．５１±０．０２

酪氨酸（Ｔｙｒ） ０．４４±０．０２ ０．３７±０．０１ 天冬氨酸（Ａｓｐ） １．５５±０．０４ １．０５±０．０３

胱氨酸（Ｃｙｓ） ０．１４±０．００ ０．０４±０．００ 鲜味氨基酸 ４．８３±０．１０ ４．０１±０．１３

总必需氨基酸 ４．８３±０．１３ ４．０７±０．１１ 甜味氨基酸 ３．９７±０．１１ ２．９５±０．１０

总氨基酸 １４．５７±０．３６ １１．７７±０．３４ 苦味氨基酸 ５．６３±０．１５ ４．７７±０．１１

　　注：必需氨基酸；半必需氨基酸；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ｅｍｉ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

　　当评价饲料原料营养价值高低时，其必需氨基
酸（ＥＡＡ）组成及含量具有决定性作用。南宁、北
京种植的香椿成熟复叶中均检测到７种必需氨基
酸（表 １），含量达（４．８３±０．１３）％和（４．０７±
０１１）％，分别占其总氨基酸含量的 ３３．１２％和
３４．６０％，且必需氨基酸含量与非必需氨基酸
（ＮＥＡＡ）含量的比值达 ４９．５１％和 ５２．９１％，与联
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ＦＡＯ／
ＷＨＯ）建议值相近［５］，属于高营养型饲料原料。从

含量上看，蛋氨酸在香椿成熟复叶中较为匮乏，在

饲用开发时需注意适量补给。

２．３　香椿成熟复叶的矿质元素组成
矿质元素是动物养殖过程中必需注意补充的营

养成分，钾、钙、磷、镁、钠通常被认为是常量元素，而

铁、锌、锰、铜、硒、钴、铬、钼、砷、铝、镍、钒等则被认

为是对动物生长发育具有重要影响的微量元素，除

铝、镍、钒在常规饲料中较为充沛外，其余微量元素

在饲养动物日粮中均需不同程度的添加、配衡［６］。

由表２可知：南宁、北京种植的香椿成熟复叶均含有

丰富的矿质元素，且与常规饲料相比，香椿成熟复叶

具有明显的低钠、高钙、富铁硒的特点，除锌、钠外，

香椿成熟复叶的各类矿质元素含量均高于玉米

（ＣＦＮ４０７０２７８）等常用粮食饲料，与大豆（ＣＦＮ５
０９０１２７）、苜蓿（ＣＦＮ１０５００７４）等优质豆科饲料相
近［３］。同时，除钾、钠、硒外，北京种植的香椿成熟复

叶的各类矿质元素含量均高于南宁种植的香椿。矿

质元素的积累差异，可能更多的受栽培环境的影响，

如土壤、施肥及气候等。因此，后续研究需进一步探

究环境因素与营养积累间的关系，以期更好地指导

培育能够特异性富集目的养分的优良种质，并建立

相应的栽培管理模式。

２．４　香椿成熟复叶的生物量
生物量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饲用开发

成本的高低，对其实用性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分

析表明，南宁、北京种植的香椿经正常菜用采芽后，

其１．２ｍ以上部分的生物量分别为（０．５９±０．０６）ｋｇ
·株 －１和（２．５９±０．１８）ｋｇ·株 －１，推测该生物量差

异除受气候影响外，更多是受栽培模式影响。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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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香椿成熟复叶的矿质元素组成
Ｔａｂｌｅ２　Ｍｉ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ｍ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Ｔ．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ｍｇ·ｋｇ－１

矿质元素

Ｍｉ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香椿成熟复叶Ｍ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ｖｅｓｏｆＴ．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广西Ｇｕａｎｇｘｉ 北京Ｂｅｉｊｉｎｇ

常规饲料ａＣｏｍｍｏｎｆｅｅｄ
玉米 Ｚｅａｍａｙｓ
４０７０２７８ｂ

大豆Ｇｌｙｃｉｎｅｍａｘ
５０９０１２７ｂ

苜蓿 Ｍｅｄｉｃａｇｏｓａｔｉｖａ
１０５００７４ｂ

钾（Ｋ） １５６７１．２４ ８１６５．３１ ２９０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２０８００．００
钙（Ｃａ） ８４８６．６７ １５１９９．４８ ９０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
磷（Ｐ） １８８６．９１ ３１０４．２３ ２２０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０ ５１００．００
镁（Ｍｇ） １１５７．２０ ２４６７．８３ １１０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钠（Ｎａ） ５３．３３ ３０．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铁（Ｆｅ） ５５．１８ １３１．８５ ３６．００ １１１．００ ３７２．００
锌（Ｚｎ） ２５．５０ ２０．４０ ２１．１０ ４０．７０ １７．１０
锰（Ｍｎ） ２４．７８ １７．１１ ５．８０ ２１．５０ ３０．７０
铜（Ｃｕ） ６．１２ ８．３６ ３．４０ １８．１０ ９．１０
硒（Ｓｅ）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４６
钴（Ｃｏ） ０．０３ ０．０７
铬（Ｃｒ） １．１２ １．５９
钼（Ｍｏ） ０．０３ ０．２２
砷（Ａｓ） ０．０３ ０．１０
铝（Ａｌ） １４．４１ ３５．４０
镍（Ｎｉ） ０．７０ １．２５
钒（Ｖ） ０．０４ ０．１３
铅（Ｐｂ） ０．４８ ０．９９

　　注：ａ数据引自《饲料数据库》；ｂ中国饲料号（ＣＦＮ）；
ａＤａｔａｗｅｒｅｃｉｔｅｄ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ｅｅ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ｂ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ｅｅｄＮｕｍｂｅｒ（ＣＦＮ）．

充分、合理地利用光热条件，本研究中南宁样地中香

椿的栽培密度，即株行距为０．３ｍ×０．３ｍ，北京样
地中香椿的栽培密度为０．５ｍ×０．５ｍ。通常香椿
呈直立生长状态，分枝能力较弱，对于菜用香椿采芽

而言，适度密植对其枝叶生长影响较小；但从香椿成

熟复叶的饲用开发而言，高密度对复叶的生长仍有

一定抑制。从产量分析，株行距０．３ｍ×０．３ｍ模式
下，栽植密度约１１万株·ｈｍ－２，按每株香椿成熟复
叶产量０．５９ｋｇ估算，成熟复叶产量约６６ｔ·ｈｍ－２；
株行距０．５ｍ×０．５ｍ模式下，栽植密度约４万株·
ｈｍ－２，按每株香椿成熟复叶产量２．５９ｋｇ估算，成熟
复叶产量约 １０４ｔ·ｈｍ－２。因此，根据不同生产目
的，筛选适宜的栽培模式，对其成本控制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科学建立饲用香椿的栽培管理模式也是

香椿成熟复叶饲用开发进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之一。

２．５　肉羊饲喂情况
本研究用香椿成熟复叶为材料，对断奶后肉羊

进行了短期饲喂实验，结果表明（表３）：肉羊喜食香
椿成熟复叶，自由采食情况下，每只肉羊每日可采食

约１．２６ １．８３ｋｇ香椿成熟复叶；所有饲养动物在
实验周期中均未出现腹泻、抽搐等不良现象。以上

结果表明，香椿成熟复叶确实可用做家畜饲料。同

时，由于香椿成熟复叶营养价值突出，是优质高蛋白

饲料的理想原料，可补充我国蛋白饲料原料的供给

不足，开发前景广阔。

表３　肉羊对香椿成熟复叶的日采食量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ａｉｌｙｉｎｔａｋｅｏｆｍａｔｕｒｅｌｅａｖｅｓｏｆ

Ｔ．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ｏｆｓｈｅｅｐ ｋｇ·ｄ－１

编号 Ｎｏ． 上午Ｍｏｒｎｉｎｇ 下午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全天Ｗｈｏｌｅｄａｙ

１ ０．５７ ０．６９ １．２６

２ ０．６６ ０．６８ １．３４

３ ０．７１ ０．９５ １．６６

４ ０．９４ ０．８９ １．８３

５ ０．８６ ０．８９ １．７５

平均 ０．７５±０．０７ ０．８２±０．０６ １．５７±０．１１

２．６　香椿成熟复叶的饲用开发优势及潜力评价
２．６．１　适生区优势　香椿在我国４００ｍｍ等降水线
以南区域多有自然分布，其分布界限大体在 ２２°
４２°Ｎ，１００° １２５°Ｅ之间［７］，北起辽宁省的辽阳、

锦州，经北京密云县，连河北阜平，贯穿山西盂县、阳

曲县、汾阳县，向西延伸至陕西延安，甘肃庆阳、平

凉、定西，抵达兰州；西界由兰州向南，达云南、贵州；

南通广西、广东、海南；东至我国东南沿海各省和台

湾省［８］。通常，香椿生长对土壤及降雨量等生长条

件要求并不严格，温度是其生长分布的关键约束条

件。一般，香椿在年平均温度８ ２０℃的地区均可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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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其适宜生长温度为１６ ２５℃，２０ ２５℃为其
最佳生长温度；多年生香椿对 －２０℃的低温有较好
的耐受性，但其１年生幼苗在 －１０℃就会发生严重
冻害，甚至死亡［９］。结合中国气象局（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ｍａ．ｇｏｖ．ｃｎ／）公布的温度资料，我国香椿的推广栽
培可分为４种类型。其中，年均温 ＜０℃的高寒地
区，不宜露天栽培香椿，可适度发展暖棚菜用香椿；

年均温约５ １０℃的区域气温相对温和，可露天或
利用冷棚栽培香椿，但幼苗露天越冬时需采取埋土、

铺被等防寒措施，成本相对较高；年均温＞２０℃的海
南等部分南部省市，夏季相对高温，需特别注意防范

高温、高湿对香椿的生长抑制和灼伤；而黄河（年均

温约１０ １５℃）及长江流域（年均温约１５ ２０℃）
不仅温度、土壤等自然条件适宜，而且该区是我国香

椿自然分布的中心区域，也是目前已形成的香椿的

最大种植区，同时该区人口相对集中，经济较为发

达，可以发展高水平的现代化规模农业，是未来最适

宜推广栽培饲用或菜饲两用香椿的区域。

２．６．２　高产优势　香椿是我国民众传统喜食的“树
上蔬菜”，在我国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栽培历史［１０］。我

国香椿产业已有很大体量，据不完全统计，迄今我国

香椿种植面积已超 ６万 ｈｍ２，四川、山东、河北、安
徽、广西及重庆是主要栽培区，且其种植面积仍呈不

断扩大之势。目前，香椿在我国的主要利用形式是

菜用采食，主要利用部位是嫩芽，除少数精细管理团

队可通过截干、施肥、设施栽培等技术手段实现香椿

全年采芽外，多数香椿栽培户仅采售其清明前后的

头二、三茬椿芽，之后留以生长，保持树势。本研究

结果显示，采芽后生长４个月的香椿，其１．２ｍ之上
的成熟复叶产量约０．５９ ２．５９ｋｇ。实际上，长江
以南，如广西栽培的香椿，在７月中、下旬截干后仍
可再次萌生枝叶，至１１月上、中旬可完成二次成熟，
此时仍可再采收一次成熟复叶，实现每年的双季采

收；但目前，仅香椿嫩芽得以开发利用，而如此大量

的香椿成熟复叶仍然未被利用。本研究表明，香椿

成熟复叶具有突出的营养价值，且肉羊喜食，可以开

发为优质高蛋白饲料。因此，充分利用我国香椿产

业的已有体量优势，开发菜饲两用香椿栽培管理模

式，挖掘利用香椿成熟复叶的饲用价值，除能在很大

程度上弥补我国蛋白饲料缺口外，更能够催生我国

香椿特色饲料产业及其对应养殖产业，促进传统香

椿产业链的延伸与升级。同时，香椿是适应力极强

的速生型树种，对土地投入要求低，且当年种植，次

年可实现收益［１１］。因此，开展饲用或菜饲两用香椿

的开发及栽培推广，也可助力我国贫困地区农户脱

贫致富。

２．６．３　保健优势　香椿还是我国的传统中药材，其
树皮止血，根粉提神，嫩叶祛风。Ｃｈａｏ等［１２］研究表

明，香椿在其所检测的 ２７种蔬菜中抗氧化活性最
强，并具有突出的消炎［１３－１４］、镇痛［１５］、降血糖［１６］、

抗癌等功效［１７－１９］。近期研究表明，香椿叶中富集的

大量类黄酮成分是其主要功能成分，且类黄酮积累

量随其叶片的不断成熟而持续增加［２０］，这赋予了香

椿成熟复叶极佳的抗氧化活性，使其抗氧化活性高

于银杏叶及茶叶［２１］，保健功效显著。因此，香椿成

熟复叶不仅是高营养价值的蛋白饲料原料，更是潜

在的功能型饲料原料，将助力于提高家畜／禽免疫性
能，辅助降低养殖环节的抗生素用量，对践行低抗养

殖具有重要意义。

３　讨论
由本研究结果可知，香椿成熟复叶含有丰富的

营养成分，尤其粗蛋白含量较高，平均约１８％，部分
样品可达２５％ ３０％，远高于坊间常用的谷物等粮
食饲料，与国际上广泛推广使用的苜蓿不相上下，属

于高营养型饲料原料，且具有较好的风味，肉羊喜

食，具有广阔的饲用开发潜力。将南宁、北京种植的

香椿成熟复叶的营养分析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北京种植的香椿成熟复叶的多项品质值均高于南宁

种植的香椿，如氨基酸总量、必需氨基酸含量、矿质

元素含量及风味等。因此，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北

方种植的香椿成熟复叶较南方种植的香椿更具饲用

开发价值；但本研究只对南宁、北京现有种植基地的

香椿成熟复叶进行了采样分析，而栽培模式、采摘周

期及栽培环境对其营养成分组成、含量及生物量的

影响还需进一步的探索。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进一步提高，人们对肉、禽、蛋、奶等产品的消费需求

不断增加［２２］，养殖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饲料用量

急剧攀升，饲料，特别是高蛋白饲料缺口持续扩大。

《全国饲料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出，２０２０年
我国肉类、奶类预期产量分别为９０００万 ｔ、４１００万
ｔ。我国蛋白饲料原料进口依存度已超８０％，而要实
现“十三·五”预期，仍将年增加１００ １２５万ｔ蛋白
饲料原料消费；但是，在可耕地面积不断缩小，土地

日趋退化，而人口持续增加这一国情下，我国耕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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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用于保障口粮绝对安全和谷物基本自给。那

么，如何解决饲料短缺这一难题？单纯依赖进口显

然不切实际，着力开发边际土地，挖掘优质非常规饲

料资源迫在眉睫。香椿作为高蛋白、高营养的潜在

优质木本饲料，兼备适生区广、产量高、保健功效好

等开发优势，为饲料产业的扩展提供了重要的发展

空间，为香椿的综合开发和高效利用提供进一步优

化拓展的途径。

４　结论
香椿成熟复叶具有突出的营养价值，其粗蛋白

含量约１６．２５％ １７．７８％，远高于我国传统谷物等
粮食饲料的蛋白含量，与优质苜蓿相近；粗脂肪含量

约３．１０％ ５．４５％，低于饲用大豆，属高蛋白低脂
型饲料原料。同时，香椿成熟复叶富含钾、钙、磷、

镁、铁、锌、锰、铜、硒等矿质元素，其中钙、锌含量更

高于苜蓿；其氨基酸含量丰富，必需氨基酸占其总氨

基酸的３３．１２％ ３４．６０％，必需氨基酸含量与非必
需氨基酸含量的比值达４９．５１％ ５２．９１％，属于高
营养型饲料原料。以香椿成熟复叶为饲料，饲喂肉

羊，肉羊无腹泻等不良反应，且表现为喜食，可见香

椿成熟复叶具有突出的饲用开发价值。本研究认

为，因地制宜，对香椿成熟复叶进行饲用开发具有可

推广区域广、产量高、保健性好的突出优势，且我国

黄河、长江流域是饲用／菜饲两用香椿的最宜推广栽
培区，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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