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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黑麦年”提案  

 

内容提要  

黑麦拥有独特的能力，可在其他谷物无法生长的地区种植。黑麦具有较强

的气候适应性，在寒温带、半干旱和高海拔地区能够存活，在边缘土地以及

肥力较弱的沙地和贫瘠土壤亦可种植。黑麦谷粒富含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

也含有蛋白质以及多种重要的矿物质和营养物。黑麦也可用作饲草，用作给

土壤增加有机质的覆盖作物，以及用于控制杂草。黑麦面粉可通过酸面团发酵

烘焙面包和其他产品，拥有独特的香味以及特殊的营养价值和市场机遇，如黑麦

产品的麦麸含量低于小麦产品。  

“国际黑麦年”的推广工作对《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2016-2025年）》

以及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的建议 10形成补充，旨在建立可持续粮食系统，推广

包含多种粮食的健康多样膳食。国际黑麦年将会推动可持续种植和生产，惠及

数百万农村家庭农民的生计。黑麦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这种多样性需要

通过现有基因库与育种计划的高效匹配来进行特性描述、保护和实现。  

另外，黑麦是杂交合成作物小黑麦的构成成分，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

也可用作小麦改良计划的遗传资源。  

国际社会庆祝“国际黑麦年”将推动各方提高对黑麦的环境、营养和经济

效益的认识，让大家知道黑麦生产和消费有利于推动谷基粮食系统多元化和

膳食多样性发展。庆祝“国际黑麦年”的提案由爱沙尼亚政府在欧洲区域会议

第三十一届会议上提出，理事会第一五九届会议要求就此提供进一步说明。  

http://www.fa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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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理事会采取的行动  

提请理事会：  

1) 通过爱沙尼亚政府提出设立“国际黑麦年”的提案并酌情提供指导意见； 

2) 审议并酌情修正附录 A 载列的《大会决议草案》，提交大会第四十一届

会议（2019年 6月 22-29 日）审议并通过。 

 

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植物生产及保护司  

司  长  

Hans Dreyer 

电话：+39 06570 5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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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背 景 

1. 黑麦（Secale cereale）为禾谷类作物（禾本科莎草目），继小麦、大麦和

燕麦之后被人工驯化，种植历史已超过 2000 年。黑麦可能起源于当今的土耳其。  

2. 在北欧和东欧，以及在中国、斯堪的纳维亚和加拿大，黑麦都是较为重要的

作物，有时种植面积会占到整个国家种植面积的 30%。尽管如此，从全球范围来看，

黑麦仍属小作物类别，产量不及小麦或稻米的 5%。只有一个主要的非生产国  – 

日本，成为了黑麦的重要消费国。  

3. 黑麦可耐受其他谷物无法耐受的极端气候条件，包括降雨少，气温低。黑麦

还可耐受贫瘠土壤，锌转化效率极高。黑麦对肥料及农药需求较少，可给特殊地区

带来生态和经济效益。  

A. 黑麦生产  

4. 在全球范围内，黑麦种植面积不断缩减。根据粮农组织数据库，1986 年

黑麦收获面积为 1540万公顷；1996年，这一数字下降到 1110万公顷，而到 2016年，

则下降至 440万公顷（1986年到 2016年期间种植面积减少了 71%）。在同一时期

（1986-2016 年），总产量从 3000 万公吨减少到 1300 万公吨（降幅约 57%）。 

5. 得益于农艺措施的改进，特别是施用化肥和实行轮作，贫瘠土地利用的减少

以及高产品种的开发等，单产得到大幅提高，部分抵消了种植面积缩减造成的影响。 

6. 多数黑麦为秋天播种的一年生作物，通常被称为“冬黑麦”。冬黑麦耐寒

品质卓越，可在冬小麦或冬大麦无法生存的严苛气候区种植生长。在耐寒品质

最强的冬黑麦品种也无法生存的部分地区，如加拿大和中欧，也有种植一些春黑麦。

春黑麦品种的农艺性状（如单产）和最终使用品质通常弱于冬黑麦。  

B. 黑麦的农艺用途  

7. 黑麦主要作为粮食种植，可与其他作物间种，实现生产系统多元化，特别

是在种植条件不佳的地区。黑麦是一种牧草作物，可防止土壤风蚀。黑麦作为

粮食或牧草都非常适合，因其耐寒能力强，在寒冷气候地区的春季能够快速生长。  

8. 黑麦还可用作饲草。但同其他饲料谷物相比，黑麦谷物饲料价值较低。

黑麦饲料会在动物嘴里黏成一团，适口性极差；若含有麦角，还会引发中毒。

尽管适口性差，但在其他青饲草无法供应的条件下，黑麦却是可以现成食用的。

与冬小麦和冬小黑麦相比，冬黑麦作为饲草的一个主要优势是抗逆性更强，能提前

7到 10天达到最佳采收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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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黑麦在与其他作物实行间种时，如小麦以及番茄等蔬菜，可作为活性覆盖

作物来控制杂草。有证据表明，黑麦具有化感特性，因而具备生态学优势，

且用作活性覆盖作物或采收后用作绿色有机覆盖可有效控制杂草和线虫。用作

覆盖作物时，黑麦可提供有机质，另外还可减少土壤侵蚀，增强透水和保水能力。  

10. 黑麦是理想的牲畜垫料。另外，少量黑麦秸秆还用于生产硬纸板和纸张。

过去十年间，对使用黑麦生产生物乙醇 /生物柴油的关注也在不断增多。  

C. 黑麦的粮食用途  

11. 黑麦通常是少量掺入其他粮食中使用。某些情况下，尽管黑麦饲料价值不大，

但价格优势还是让其成为了一种有吸引力的饲料粮食。近年来，动物饲料生产技术

不断改进，特别是可以使用各种酵母提高适口性，因而可掺入动物饲料的黑麦比例

也有显著提高。黑麦在酿制啤酒和琴酒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在伏特加（东欧）

及威士忌（美国和加拿大）领域更是声名远扬。 

12. 黑麦粉在烘焙面包方面大名鼎鼎，不同品系具有不同的粘性。黑麦粉可与

小麦等其他粉类混合，生产不同品质的面包，满足不同的市场和口味需要。过去

几十年间，全球面包消费量持续下滑，但黑麦面包仍是很多北欧、中欧和东欧

国家膳食中的基本元素。与小麦面包相比，黑麦面包颜色更深，更为紧实，香味

也更加突出；这种独特的香味是因为黑麦面包用酸面团制成，乳酸菌的作用使得

黑麦粉产生了酸化反应。  

D. 黑麦的营养  

13. 黑麦是一种独特的谷物，不仅在麸皮中，在胚乳中纤维含量也很高。因此，

黑麦产品的血糖生成指数（GI值）通常低于小麦和其他谷物产品。  

14. 与胚乳小麦粉不同，黑麦粉通常会保留大部分营养物，因为黑麦碾磨过程

很难将胚芽和麸皮与胚乳分离。有力证据表明，谷物食品的摄入，特别是含有大量

粘性及/或成胶的可溶性纤维的谷物，可抑制碳水化合物的血糖反应，降低人体内

的血浆胆固醇，但具体作用机理尚不完全清楚。  

全谷粒黑麦的营养价值如下：  

 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淀粉）含量高，血糖生成指数低于多数其他谷物。  

 蛋白质含量较高（15%左右），赖氨酸含量高于多数其他谷物。  

 含有形成麸质的蛋白质复合体。  

 脂肪含量低（多为不饱和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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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钾含量高，钠含量低。  

 富含优质的膳食纤维。  

 黑麦中的可溶性纤维含量高于小麦，但关于黑麦膳食纤维的作用却研究

不多。 

 含有硫胺、核黄素、烟酸、维生素 B6（吡哆醇）、叶酸和泛酸等 B 族

维生素。 

 含有维生素 E。 

 含有铁、锌、镁、磷和硒（取决于土壤中硒的含量）。  

 含有少量铜、锰和钙。  

 含有木酚素、酚酸、植酸、植物固醇、皂苷等植物化学物。  

E. 保护与遗传资源  

15. 进一步开发适应不同环境和市场需求的黑麦品种需要有相应的遗传资源。

黑麦属中有多个可用于育种计划的野生黑麦品种，包括黑麦属（Secale）、赖草属

（Leymus）、仲彬草属（Kengyilia）和披碱草属（Elymus）。全球黑麦标本总量

为 16 871 份。 

16. 黑麦基因库由全球各地基因库集合而成，俄罗斯规模最大（瓦维洛夫植物

遗传资源研究所），有 3931 份标本；其次为美国（联邦农业部西部地区植物种质

资源中心），有 2802 份标本；其他基因库还包括德国（莱比锡植物遗传和作物

研究所基因库），有 2515份标本；美国（国家小谷物种质库），有 2107份标本；

波兰（植物育种与驯化研究所），有 1918 份标本；以及加拿大（加拿大植物遗传

资源中心萨斯喀彻温研发中心），有 1501 份标本。 

17. 黑麦种质资源也用于研发小黑麦，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储存标本量最大，

为 15 686 份，其次为俄罗斯（瓦维洛夫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有 3997 份标本；

乌克兰（V.Y.Yuejev 植物生产研究所），有 3286 份标本；波兰（植物育种与驯化

研究所），有 2412 份标本；美国（国家小谷物种质库），有 2020 份标本；德国

（莱比锡植物遗传和作物研究所基因库），有 1601 份标本。  

18. 种植黑麦的每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遗传资源渠道，但欧洲植物遗传资源

合作计划现正在努力推动不同渠道的协调一致。欧洲植物遗传资源合作计划是

大部分欧洲国家共同参与的一项合作计划，旨在确保欧洲植物遗传资源的长期

保护和有效利用，其遗传资源门类中包括了黑麦和小黑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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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国际黑麦年”目标 

19. 与小麦、稻米和玉米等其他谷物相比，黑麦产量持续减少；然而，从耐受

寒冷环境和贫瘠土壤以及控制杂草的能力来看，黑麦相对于其他谷物的优势又

颇为突出。黑麦用途广泛，可制成麸质含量低、风味独特的烘焙产品，拥有特殊

的市场机遇。目前亟需推动各方提高对黑麦环境、营养和经济效益的认识，让大家

知道黑麦生产和消费有利于推动谷基粮食系统多元化和膳食多样性发展。实现这一

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充分利用黑麦的遗传多样性，改进黑麦的保护、特性描述、

协调和利用。这需要基因库、育种者、种子提供系统、种植者以及价值链上各

行动方群策群力。另外，黑麦是合成作物小黑麦的构成成分，对恶劣环境的适应

能力也可用作小麦改良计划的遗传资源。还应当重点宣传围绕黑麦的国家公共

计划及公私伙伴关系，为农民更好地与价值链和市场接轨创造机会，支持研发

投资政策。爱沙尼亚提出，“国际黑麦年”会在以下方面带来独特机遇：增加

全球产量，有效加工和消费，更好地利用轮作，应对贸易挑战，鼓励改进整个

粮食系统连通性以促进黑麦作为粮食篮子的一个主要成分，通过气候抵御型农业

确保可持续粮食和营养安全。爱沙尼亚政府提请理事会批准该提案（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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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粮农组织大会决议草案  

国际黑麦年  

考虑到通过加强黑麦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提高意识的迫切需求，要让各方认识

到在其他谷物无法生长的寒温带、半干旱和高海拔地区，黑麦具有较强的气候

韧性； 

考虑到通过加强黑麦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提高意识的迫切需求，要让各方认识

到黑麦可以耐受其他谷物无法生长的边缘土地、沙地、肥力差的贫瘠土壤，亦可

用于控制杂草；  

考虑到黑麦的独特营养价值以及通过促进黑麦可持续生产技术而实现的黑麦

产品消费机会； 

忆及宣布“联合国营养问题行动十年”（2016-2025 年）的联合国大会决议，

以及建立促进健康膳食（包含多种食物）的可持续粮食系统的必要性；  

忆及第二届国际营养大会建议 10 特别提出要促进作物多样化进而实现膳食

多样化； 

注意到消费者对于具有独特黑麦香味的烘焙食品的需求，以及市场对于低麸质

含量烘焙产品的需求；  

认识到黑麦对于在恶劣气候环境中种植主粮作物做出的重大贡献；  

认识到黑麦是一种重要的轮种作物，黑麦在贫瘠土壤中与杂草相比具有竞争

优势，亦可用作先锋作物来提高荒地的土壤肥力；  

注意到可持续农业和生产方法对全球数百万农村农户和小规模家庭农民生计

的重要性； 

认识到黑麦对家庭农民粮食安全、营养、生计和收入做出的历史贡献，及其

作为牧草、干草以及覆盖作物和绿肥作物的重要作用；  

关注到市场重新认识黑麦价值及推广高效价值链的必要性；  

认识到黑麦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可适应多种生产环境；另外，黑麦作为

杂交合成作物小黑麦的构成成分，也可用作小麦改良项目的遗传资源；  

认识到需要通过教育赋予妇女权能，进而确保家庭膳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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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国际社会庆祝“国际黑麦年”有助于更加深入了解黑麦的营养和健康价

值，以及黑麦面对恶劣及变化气候条件的适应能力，同时引导政策关注提高价

值链效益； 

强调“国际黑麦年”实施活动和粮农组织参与的费用将通过有待筹措的预算外

资源负担； 

要求总干事将本决议转交联合国秘书长，提请联合国大会下届会议审议

宣布（----）年为“国际黑麦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