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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挤压水产饲料的应用

1.1 挤压水产饲料优点

水生动物具有与畜禽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尧采食
习惯及消化特性袁这些不同使挤压方式在水产饲料加
工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遥挤压饲料被视为一种极有前
途的水产饲料遥 近三年来袁挤压水产饲料加工流水线
在国内水产饲料厂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快速增长遥具体
而言袁挤压水产饲料与以往常用的硬颗粒水产饲料相
比袁具有以下特点遥
1.1.1 良好的耐水性

挤压过程及物料出模瞬间的野闪蒸冶使物料结构
重组袁形成较为稳定的网络结构遥新结构的形成袁大幅
度降低了颗粒饲料内部不同组分连接处的内应力袁所
以袁 产品能抵御水的浸泡而在水中长时间保持原形袁
不烂尧不散遥不管是沉性料还是浮性料袁加工合格的挤
压水产饲料在水中浸泡 12h都可保持原形遥与其它形
式的水产饲料相比袁挤压水产饲料在保持良好养殖水
质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遥这一优势不仅对环境保护贡
献巨大袁亦为所养殖水产动物的健康生长提供了良好
的条件遥
1.1.2 更高的可消化性

挤压饲料加工过程中袁高温尧高压尧强烈的剪切作
用袁能引起淀粉尧蛋白质的变性等物理变化袁可以提高
此类营养素的可消化性遥 有学者测定袁虹鳟鱼对生淀
粉的消化率仅 40%袁而对糊化淀粉的消化率可达 60%
以上遥 普通硬颗粒水产饲料的淀粉糊化度为 40%左
右曰 而挤压水产饲料的淀粉糊化度一般为 85%以上遥
由此不难看出袁仅淀粉一种营养素袁挤压水产饲料与
硬颗粒水产饲料的消化率就有很大差异遥

强烈的挤压作用亦使部分结构紧密的纤维素尧角
质蛋白等降解袁使其由不可消化转变为可消化或部分
可消化遥酵母尧血浆等原料中的纤维尧角蛋白等一旦降
解袁其包裹的营养物质就得以释放袁消化率因此大幅
度提高遥

1.1.3 适口性得以改良

挤压水产饲料成品具有的多孔及质构均一两大

特性袁使其入水变软无硬芯遥 对龟尧鳖尧金枪鱼等水产
动物而言袁 这一物理性状是对应水产饲料必备的条
件曰对蟹尧虾而言袁这一物理性状提高了采食速度袁增
加了采食量遥

挤压过程中袁适宜的高温作用促使物料间发生化
学反应袁产生部分香味物质袁增加了饲料的诱食力袁刺
激了水产动物的食欲遥
1.1.4 拓宽原料利用范围

食品业尧酿造业尧药业尧农业等诸多行业的下脚料
富含水产动物生长所需的营养素袁但这些下脚料中过
量的水分尧油脂或纤维素常限制它们在其它形式的水
产饲料中应用遥挤压设备的高适应能力让这类物料做
到物尽其用袁既丰富了饲料资源袁又减少了这类物料
对环境的压力遥

一些原料在含有营养素的同时也含有动物生长

抑制因子遥挤压过程的强烈作用常能改变诸多生长抑
制因子的分子构型或结构袁从而消除抑制因子的不良
影响遥
1.1.5 方便养殖管理

挤压浮性饲料使养殖者能够准确了解水产动物

的采食状况袁为及时调整投饲量袁掌握养殖对象健康
状况提供直观的依据遥

挤压饲料的使用减小了养殖水质富营养化的危

险袁在降低换水频率尧减少换水量的同时也减小增氧
的需求遥
1.1.6 饲料安全性提高

饲料原料在加工尧运输尧储藏等过程中袁难免受到
致病菌感染袁如昆虫或鼠类使沙门氏菌尧霍乱尧支原体
等病菌感染库存中的各种动尧植物原料曰部分原料本
身又可能含有抗胰蛋白酶尧硫氨酶等不利于水产动物
健康生长的物质遥水产饲料的挤压加工过程具有高强
度的水热作用过程袁该过程能有效去除大部分有害因
子遥 挤压水产饲料比其它形式的水产饲料更为安全遥
这一安全结果通过物理方法获得袁 无不良副作用产
生遥
1.2 挤压水产饲料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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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普通鱼饲料

国内养殖量最大的四大家鱼尧鲫鱼尧团头鲂等都
有饲用挤压饲料成功的事例遥这类饲料中大多含有较
高比例的谷物加工副产品及菜籽粕尧棉籽粕等粗纤维
含量高的原料遥经挤压后袁部分淀粉尧蛋白质脱离纤维
的束缚而提高了可消化性曰部分纤维素被降解袁由营
养素抑制物转化为营养素遥综合计算饲料成本和养殖
效益袁 挤压形式的普通鱼饲料正被更多的养殖者接
受遥
1.2.2 特殊鱼饲料

香鱼尧白鱼尧鲈鱼尧鳝鱼等特殊鱼种虽养殖量远低
于普通鱼袁但售价高袁养殖收益大遥这类鱼习惯于水面
采食袁目前普遍采用挤压浮性饲料遥 可用多种方式生
产浮性饲料袁但没有哪一种生产浮性料的方法可同时
在产量和生产成本上与挤压法相提并论遥
1.2.3 海水鱼饲料

目前袁国内外海水鱼养殖采用网箱的占多数遥 诸
多养殖的海水鱼不习惯在水面采食袁也无法到海底采
食遥饲料由水面下沉到网底前袁才是鱼采食的区间遥为
延长可供采食的时间袁饲料密度需略高于海水遥 至今
为止袁在工业化饲料生产设备中袁只有挤压机能较大
幅度调节产品的密度遥
1.2.4 蛙饲料

蛙类的视力特点使其仅能采食活动的食物遥饲料
沉入水底后位置相对固定袁不能被蛙发现遥 浮于水面
的饲料则因随水波动而被蛙发现和捕食遥目前采用硬
颗粒饲料喂养牛蛙的成功例子也有袁 但因引食困难袁
不便推广袁绝大多数规模化养蛙场均采用浮性挤压饲
料遥
1.2.5 虾尧蟹尧贝饲料

虾尧蟹尧贝均为底栖性动物袁习惯在水底采食遥 硬
颗粒饲料比重大袁 沉入水底速度快这一特性使其在
虾尧蟹尧贝养殖中得到应用遥 至今为止袁国内外对虾饲
料以硬颗粒饲料为主遥

虾尧蟹尧贝的另一个采食习性是野啃食冶或野舔食冶遥
这就要求饲料有良好的耐水性并柔软易食遥与硬颗粒
饲料相比袁挤压饲料在这一方面优势明显遥 挤压饲料
的某些不良影响被逐步研究解决后袁 有望全面进入
虾尧蟹尧贝养殖领域遥
1.3 挤压水产饲料的不足

1.3.1 制粒成本高

一条 10t/h的普通鱼挤压饲料生产线袁 成型工段
的设备费用约 200万元曰而同产量的硬颗粒成型工段

设备为 70万左右遥
普通鱼硬颗粒的成型电耗约 25kW窑h/t袁用气量约

60kg/t; 普通鱼挤压饲料的成型电耗则在 40kW窑h/t以
上袁部分厂家超过 100kW窑h/t,用气量通常超过 100kg/t遥
加上挤压机吨产量易损件费用又高于硬颗粒机袁在很
多工厂袁挤压饲料的加工成本是硬颗粒的 2~3倍遥
1.3.2 热敏性营养素破坏严重

通常挤压水产饲料的加工温度为 120益以上袁压
力 4MPa 以上袁物料含水率 30%左右袁并受到强烈的
剪切作用遥 除耐高温淀粉酶外袁极少有饲用酶能在此
条件下存活遥许多种维生素的活性在此条件下大幅度
下降遥配方设计师期望的配方平衡性在最终饲料产品
中得不到体现遥
1.3.3 操作技术要求高

挤压成品形态多袁原料差异大袁设备控制参数复
杂袁加工质量的诸多影响因子相互关联遥 挤压机操作
人员需要依据配方尧产品特征尧设备性能等来选择适
宜的配件尧原料水分尧转速尧各分段温度尧进料量等加
工参数遥其中任一参数的改变都需要其它参数的相应
配合遥 有学者将挤压机操作称为野艺术冶袁而非单纯的
野技术冶,由此表达挤压机操作的不确定性遥
1.3.4 部分挤压水产饲料养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分

析

使用挤压水产饲料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袁但采用
挤压水产饲料养殖效果不理想的个案也不少见遥有关
挤压水产饲料的以下几点与养殖效果紧密相关遥
1.3.4.1 最终饲料营养素失衡

热敏性营养素的损失量估计不足袁未足量补充相
应营养素是失衡的原因之一遥过高估计挤压对部分原
料消化性能的提高值袁过量使用低值原料是失衡的另
一原因遥
1.3.4.2 采食量下降

挤压水产饲料吸水性强袁水产动物采食饲料的同
时吞入大量水分袁 在饲料食入不足时就产生饱腹感遥
如不调整投饲频率袁则影响营养素在动物体内的积存
速率遥
1.3.4.3 饲喂动物不适应

要让饲喂动物适应挤压水产饲料袁通常需经训喂
过程遥 某些水产动物训喂很方便袁很快就能适应挤压
饲料曰而有些水产动物的训喂时间很长袁训喂期间动
物生长受到严重影响遥 虽最终能接受挤压饲料袁但因
训喂时期的营养不良袁 影响整个养殖过程的生长速
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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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挤压水产饲料原料要求

2.1 原料种类

鱼粉和大豆饼粕都是鱼尧虾饲料的常用蛋白质原
料遥采用单螺杆挤压机考察鱼粉与浓缩大豆粉的膨化
性能袁结果见表1遥

表 1 浓缩大豆粉与鱼粉膨化性能比较

膨化度
漂浮时间(h)

鱼粉浓缩大豆粉
6040

1.21
0

4060
1.28

1
2080

1.50
>24

项目

注院总粗蛋白含量为45%袁膨化前未调质处理遥

由表 1可知袁虽三配方的蛋白含量相似袁但当饲料
中含过多的鱼粉时袁膨化就较困难遥浓缩大豆粉含量高
的饲料易于膨化袁得益于大豆蛋白易于组织化袁也得益
于除蛋白外浓缩大豆粉中的其它成分易于膨化遥
2.2 原料预处理

采用挤压法进行水产饲料原料预处理通常能起

到灭除抗营养因子尧提高可消化性尧改良储藏运输性
能等作用遥 如大豆挤压尧棉籽挤压尧鱼品下脚料挤压袁
可分别灭除抗胰蛋白酶尧棉酚尧硫氨酶等曰小麦挤压尧
羽毛粉挤压尧血粉挤压可分别促使淀粉糊化尧二硫键
断裂尧血球细胞壁破碎曰禽下脚料挤压使酯解酶尧蛋白
酶及某些致病菌失活袁 并去除多余的水分和脂肪袁使
鲜湿料能够长时间保存和运输遥
2.3 粉碎粒度

2.3.1 保证饲料养分均匀性

由数理统计理论可得袁 某组分在各份饲料中的粒
子数逸20颗时袁营养偏差才不至于很大遥 也就是说袁饲
料产品的均匀与否袁不仅仅由混合设备而定袁如某一组
分的粒子数不足袁该组分是难以分布均匀的遥当某一组
分在饲料中占有的配比确定后袁这一组分在每份饲料
中的平均粒子数取决于两个因素院每份料的重量和该
组分的粒度遥

考虑动物对营养组分的利用和调节能力袁在饲料
均匀度评定中袁通常以动物个体每日的采食量为每份
饲料的重量遥 因种类和生长期的不同袁水产动物的日
采食量有很大的变动范围遥成年青鱼和草鱼的日采食
量可达 30g以上曰而幼虾的日采食量仅几毫克遥 某一
组分袁如以同样的粒度和配比分别出现在成年青鱼饲
料和幼虾饲料中袁则每份成年青鱼料中该组分的粒子
数就是幼虾料中的数千倍遥该组分在成年青鱼料中分
布均匀毫不困难袁而在幼虾料中就有可能无法分布均
匀遥 对于粒度均一的组分袁可由组分重量按下式算出

粒子数院
=

v 3

式中院 要要要粉料粒子数渊个冤曰
W要要要总重量渊g冤曰
要要要密度渊g/cm3冤曰

v要要要体积形状系数袁球形 v=仔/6曰
要要要粒径渊cm冤遥
如上式所示袁颗粒个数与粒径的三次幂成反比遥将

粒径缩小成原粒径的一半袁颗粒个数相应增加 7倍遥
将粉粒粒子形状近似看作球体袁并假设其密度为

1.1g/cm3遥 当这一份料刚能全部通过某一检查筛时袁其
单位重量中含有的粒子数如表 2遥

表 2 原料粒度与颗粒数

试验筛孔尺寸渊滋m冤
1 400
1 000
710
500
355
250
180
125
90
63
45

颗粒数比值
1
3
8

22
61

176
471

1 405
3 765
10 976
30 119

原料平均粒度渊滋m冤
467
333
237
167
118
83
60
42
30
21
15

总颗粒数渊个/mg冤
6

16
44

125
350

1 001
2 682
8 010

21 460
62 564
171 676

幼小鱼虾体形小袁 日采食量仅数毫克或几十毫
克遥 而在每一份日粮中又包含着几十种饲料组分遥 只
有当这些组分的粒度足够小时袁它们才可能被幼小鱼
虾均匀地采食遥
2.3.2 改良成形质量

挤压成形质量与成形前的调质质量密切相关遥调
质是水和热对原料的作用过程遥图 1显示了水和热在
物料中的传递速率遥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0.5 1 1.5 2

水分

温度

粒径渊mm冤
资料来源院叶水产饲料生产学曳袁过世东主编遥

图 1 水分、温度传递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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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水传递的滞后性袁 仅当原料粒度足够小时袁
才能保证短时间的调质起到应有的作用遥原料粒度不
同袁出模瞬间的膨化度亦不同遥 由此造成产品表面不
光滑袁增加碎粒或畸形粒遥 当原料中含有粒径大于模
孔直径 1/3的粉粒时袁挤压过程因模孔堵塞而被迫中
断生产的几率将大幅度增加遥
2.4 调质强度

2.4.1 调质对挤压过程的影响

世界上最大的挤压机生产厂家曾介绍, 没有调质
器的发展袁今日仍难以造出大于 20t/h的饲料挤压机遥
调质通过蒸汽提高物料温度袁软化物料袁降低物料摩
擦阻力袁由此降低挤压能耗袁提高产量袁也延长挤压机
各部件的使用寿命遥
2.4.2 调质要点

水产饲料调质质量取决于调质时间尧 蒸汽质量尧
料和汽的分布三点遥 水分和热量在料中的扩散尧渗透
需要时间袁物料的软化尧变性需要时间遥在单轴调质器
中袁物料的轴前进速度为 0.1~0.2m/s遥要获得足够的调
质时间就需增长调质器的长度遥 在双轴调质器中袁物
料以野8冶字形行走袁总调质时间在 2min左右遥 目前挤
压机采用双轴调质器的更多遥

饱和度与压力是蒸汽的两项重要质量指标遥 同等
压力下袁饱和度越高袁蒸汽的热焓越高遥 水分在物料中
易于分布均匀遥在安装好蒸汽管道的走向及位置袁蒸汽

进入调质器之前袁进行汽尧水分离及减压等措施袁均可
提高蒸汽的饱和度遥在保证蒸汽流量的前提下袁采用较
低蒸汽压力有利于水分和热量在物料中的均匀分布遥

调质器桨叶偏转角度决定了物料的轴向行走速

度及在调质器腔内的分布状态袁进而影响蒸汽在物料
中的分布均匀性遥 通过调节桨叶角度袁让物料前进速
度有野快-慢-快冶的变化袁使物料在调质腔中部积聚袁
增加物料与物料间的穿插袁阻挡蒸汽外窜袁同时亦增
强桨叶对物料的搅拌作用遥
3 水产饲料挤压参数的选择

3.1 机型选择

挤压机可粗略地分成单螺杆挤压机和双螺杆挤

压机两种遥在单螺杆挤压机中又分长螺杆和短螺杆等
数种遥曾有用 3种较典型的挤压机进行浮性水产饲料
生产实验袁其参数如表 3遥

表 3 试验用挤压机主要技术参数

双螺杆
长单螺杆
短单螺杆

螺杆直径
渊mm冤

25
44
130

Creusot-Loine BC21
改良 SJ45
PHG135

螺杆长度
渊mm冤

559
930
480

螺齿高度
渊mm冤

6.5
1-6.5

15
221
181
31

项目 型号 长径比

以鱼粉尧浓缩大豆粉尧小麦粉尧土豆淀粉为主要原
料袁 用以上 3种挤压机生产高蛋白质含量的水产饲
料袁得到的结果见表 4遥

48
45
40

短单螺杆
1.14
1.20
1.40

双螺杆
1.25
2.00
2.60

长单螺杆
1.15
1.28
1.50

双螺杆
0.5
>24
>24

长单螺杆
0
1

>24

短单螺杆
0
0

>24

表 4 膨化产品质量比较

膨化度 漂浮时间(h)
粗蛋白含量渊%冤

一般而言袁短单螺杆挤压机常用于品种单一的原
料预处理及对加工质量要求不高的某些普通饲料加

工遥其对物料变化尧产品要求变化等的适应能力较差遥
较大规模水产饲料生产所用的挤压机袁其螺杆的长径
比通常大于 101遥 长径比大袁挤压机适应能力的可
调范围就宽遥

与单螺杆挤压机相比袁双螺杆挤压机的使用范围
更宽遥 由于两个螺杆的协助作用袁挤压过程中物料的
走向得到较理想的控制袁避免了单螺杆挤压机中出现
的逆向隙流袁使物料受力均衡袁机内停留时间一致袁产
品均一遥即使原料水分大于 40%袁油脂含量大于 17%袁
仍能制出成形率高的产品遥双螺杆挤压机无需设置机

膛内壁阻力槽袁加上两个螺杆工作时相互清理粘附于
螺杆的物料袁机内物料残留很少袁为改换品种和停机
前的清理带来很大便利遥

然而袁双螺杆挤压机结构复杂袁价格约为同产量
单螺杆挤压机的 1.5~2倍曰单位产量易损件费用亦为
单螺杆的 1.5~2倍遥 结合生产成本袁除经常使用高水
分或高油脂原料袁或对产品有特殊质量要求的水产饲
料厂外袁在现阶段袁一般首先考虑选用单螺杆挤压机遥
3.2 原料入机水分确定

原料入机水分是指进入挤压腔时的物料水分遥该
参数对产量尧电耗尧产品质量尧设备使用寿命及挤压机
的工作平稳性等都有影响遥较典型的单螺杆挤压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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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水分的影响结果见图 2遥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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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0 15 20 25 30 35

100

90

80

70

60

水分渊%冤
1. 系统操作费 2.挤压机磨损费 3.电力费 4.适宜运行范围

5.饲料品质特性 6.干燥热能费 7.蒸汽费
资料来源院Wenger 技术资料汇编遥
图 2 入机水分影响结果

物料水分提高袁 蒸汽成本和干燥成本相应增加遥
而水分的提高袁可促使物料软化袁降低物料对设备的
摩擦阻力袁从而降低对螺杆的驱动力要求袁并减小易
损件的磨损遥 另一方面袁通过蒸汽来提高物料温度所
需的费用远远低于由机械能通过摩擦产生热量所需

的费用遥因此袁当物料水分含量低于 20%时袁增加水分
使系统操作费用呈直线下降的趋势曰当物料水分达到
25%后袁增加水分对驱动能耗及磨损不再有明显的影
响袁系统操作费趋于稳定遥

将饲料产品的粉化率尧耐水性尧营养成分保留率尧
加工中对原料组成变化的适应性及设备生产能力等

归结成量化指标野产品特性冶袁产品特性亦与物料水分
密切相关遥

由系统操作费和产品特性的变化规律可得出袁物
料水分 22%耀31%是挤压机的适宜操作参数遥 制取挤
压水产颗粒饲料时袁这一参数同时适用于大多数单螺
杆挤压机和双螺杆挤压机遥 入机水分的高低袁同时影
响产品的密度袁即产品的沉浮性遥
3.3 产品密度控制

3.3.1 密度控制机理

挤压水产饲料的密度小于养殖水的密度袁饲料浮

于水面遥 饲料密度比水密度大的幅度越高袁饲料下沉
的速度越快遥

挤压水产饲料密度受内因和外因两方面控制遥内
因即物料本身性质袁原料中难以形成网络结构的成分
含量越高袁产品密度越大曰外因即挤压过程袁特别是挤
压机近出口处提供的条件袁物料进入模板前袁温度越
低袁压力越小袁产品密度越高遥 挤压水产饲料密度控
制袁就是通过多种途径来调节内尧外两个因素遥
3.3.2 配方要求

淀粉既为动物提供能量又是饲料产品必要的成形

和保形材料遥 不管是生产沉性饲料还是浮性饲料都少
不了淀粉原料遥而淀粉经糊化后极易形成网络结构袁使
产品密度下降遥 因而通过改变淀粉含量能较大幅度调
节产品密度遥对目前性能较好的单螺杆挤压机而言袁生
产浮性饲料时袁原料中的淀粉含量不宜低于 18%曰而生
产沉性饲料袁原料中的淀粉含量不易高于 20%遥

蛋白质因来源不同袁成为网络结构的难易程度变
化很大遥未变性的蛋白质一般较变性后的蛋白质易于
成为网络结构曰植物蛋白较动物蛋白易于成为网络结
构遥因而袁生产浮性饲料可多采用低温豆粕曰生产沉性
饲料则需多采用鱼粉遥一定范围内袁原料中油脂尧矿物
质及纤维素的增加均使产品密度有增加的趋势遥
3.3.3 加工要求

挤压过程中的外因调节主要为院水分尧温度尧模孔
面积和螺杆转速 4方面遥 由于物料出模孔瞬间水分汽
化袁体积膨胀而使颗粒内产生孔穴遥孔穴的大小和多少
与原料水分相关袁 生产浮性饲料需要原料的合适含水
量遥但另一方面袁原料中的水分降低物料对螺杆和机膛
内壁的摩擦力袁从而降低近模板处物料的压力和温度袁
减少出模瞬间水分的汽化程度袁使产品密度增高遥调节
原料水分成为调节产品密度的重要措施之一遥

如近模板处机膛温度可调袁 则加温促使水分汽
化袁产品密度下降曰用冷却水降温袁减少汽化强度袁产
品密度增高遥

所有物料通过模孔成为产品袁模孔是物料的最后
通道遥通道面积大袁物料在较低压力下就可通过袁模板
内外压差小袁物料汽化程度低遥 生产沉性饲料选用模
孔较多的模板曰 生产浮性饲料则选用模孔少的模板遥
模孔面积的量化推荐值如表 5遥

表 5 单位时产量挤出机模孔面积推荐值

项目
模孔面积[mm2/(t/h)]

浮性料
250

沉性料
550

慢沉性料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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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机螺杆转速增加袁对物料施加的机械能就增
加袁从而影响产品的密度遥采用同一台挤压机袁并固定
时产量袁发现螺杆转速与产品容重的关系如图 3所示
的直线变化遥随着螺杆转速的增加袁产品容重减小遥即
生产沉性饲料时选用较低的螺杆转速有利于增加颗

粒密度遥然而袁高转速的螺杆对物料有更强的作用力遥
降低螺杆转速袁在增加产品密度的同时袁有削弱糊化
度的趋势遥图 4显示了螺杆转速对饲料中淀粉糊化度
的影响遥 针对实际配方和养殖对象袁选择能兼顾产品
容重和糊化度的适宜螺杆转速遥

500

450

400

350200 300 400 500 600
螺杆转速渊r/min冤

图 3 螺杆转速对颗粒容重的影响

100

95

90

85
300 400 500

螺杆转速（r/min）
资料来源院叶水产饲料生产学曳袁过世东主编遥
图 4 螺杆转速与产品中淀粉糊化度

3.3.4 密度控制装置

现有两种控制挤压产品密度的机械装置遥一种为
泄压装置袁安装在套筒的中后部遥 物料运行至该部段
时得到减压袁物料中的部分水汽化挥发袁并带走热量
使料温降低遥 物料再经随后的螺杆挤压推进袁通过模
孔成形遥 由于物料中易于汽化的游离水已被汽化袁加
之物料的压力尧温度都在减压段降低袁使过模孔后物
料的体积不再大幅度膨大遥为使产品密度有更宽的调
节范围袁将泄压装置与真空泵连接遥 物料经由该负压
段后袁更多的汽化水从泄压口排出袁压力和温度也可
在更大范围内下降遥另一种挤压产品密度控制装置将
挤压机切刀安装在压力可调范围为 0~350kPa的外部
密度控制腔渊EDC冤内(见图 5)遥刚出模孔的颗粒首先在

此经由一次压力缓冲袁释放部分热能后再进入常压空
间遥这种逐步减压系统抑制了颗粒料进入常压空间时
的瞬时汽化遥 通过调节 EDC中压力的大小袁可人为地
调整产品的密度遥 泄压装置和 EDC的联合使用袁可使
颗粒产品容重从 400g/l增加到 700g/l遥

图 5 外部密度控制器结构

4 水产饲料挤压后处理

4.1 干燥

由以上分析可知, 大多数挤压水产饲料的入机水
分在 25%以上遥离开挤压机后的颗粒饲料必须干燥去
除部分水分遥挤压饲料的干燥通常分热风干燥和冷风
干燥两步进行遥

与小型挤压机配套使用的热风干燥设备可选用

野振动流化床冶遥振动流化床能耗少尧干燥均匀尧设备价
格低袁但产量小遥大尧中型挤压机采用箱式环流干燥机
进行热风干燥遥挤出后的颗粒料在箱式环流干燥机内
停留时间长袁干燥强度可调范围宽袁干燥过程中颗粒
的破碎少遥

适宜的热风温度为 120~130益袁 该温度范围内干
燥效率高袁且物料不易焦化遥 热风干燥使物料水分降
至 14%~18%遥 颗粒小选大值袁颗粒大选小值曰密度大
选小值袁密度小选大值遥

干燥后产品的水分一方面取决于干燥前水分尧形
状尧大小尧密度等物料特性曰另一方面取决于风温尧风
速尧热风湿度尧干燥床前进速度及料层厚度等参数遥研
究者使用箱式环流干燥机进行浮性水产饲料干燥试

验袁在加热空气为 120益的操作条件下袁得到如图 6所
示的干燥曲线遥

由图 6可看出,出挤压机后的颗粒由输送机送入
干燥机袁 在输送过程中物料被冷却袁 温度下降到约
70益遥 进干燥机后的第一分钟内袁物料中水分挥发所
带走的热量大于热风传导给物料的热量袁料温继续下
降至约 60益遥 随着颗粒水分挥发量的减少袁颗粒获得
的热量接近于水分挥发带走的热量袁料温变化速度缓
慢遥 当物料水分低于 18%后袁颗粒获得的热量大于水
分挥发带走的热量袁料温快速上升遥料温快速上升时袁
物料的水分含量被称为干燥过程中的野临界水分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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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颗粒料温曲线 II.颗粒水分含量曲线
资料来源院叶水产饲料生产学曳袁过世东主编遥
图 6 浮性水产颗粒饲料干燥特性曲线

图 6所示的干燥曲线可作该干燥机的操作依据遥
如对产品的水分要求是 15%袁则由曲线可得袁干燥时
间应为 10min遥 调节干燥筛床的走速袁 使物料经过合
适的干燥时间袁达到所需的水分含量遥 热风干燥后的
料温约 80益袁随之采用冷风干燥和冷却袁使产品温度
高出车间温度 4~5益袁水分在 10%~11%间遥
4.2 外涂

4.2.1 外涂内容

以往将饲料的外涂称为油脂外涂遥外涂内容局限于
油脂遥 挤压过程中过量的油脂会影响产品加工质量遥 随
着饲料研究的发展与养殖水平的提高袁外涂内容已不仅
仅包括油脂遥 例如袁对挤压产品而言袁种类繁多的热敏性
物质还需通过外涂方式进入饲料遥 有学者做过试验袁采

用较温和的挤压条件袁则各种维生素的损失率如表 6遥
表 6 挤压过程中水溶性维生素损失率（%）

项目
损失率

VB6
44

VB1
62

VB2
40

VB12
40

VC
87

烟酸
40

酶制剂在水产饲料中的作用被逐步揭示袁应用前
景被看好遥 除少量淀粉酶能耐高温外袁绝大多数饲用
酶在挤压过程中的损失率大于 90%遥 被用于水产饲
料的热敏性物质种类在扩大袁 数量在增加遥 维生素尧
酶制剂等热敏性物料在挤压过程中如此高的损失

率袁 使外涂逐步成为水产饲料挤压加工的必要配套
工段遥
4.2.2 外涂设备

外涂设备分常压外涂和负压外涂两种遥常压外涂
设备结构简单袁产量大袁目前有转盘式尧滚筒式及箱板
式几种曰负压外涂有利于外涂液渗透到颗粒的各个部
位袁现有的负压外涂机均为间歇操作袁操作周期较长袁
产量受到限制遥
4.2.3 外涂要求

与畜禽饲料相似袁水产饲料的外涂袁要求外涂液
与颗粒的配比准确尧分布均匀尧耐储藏曰同时还要求外
涂物在水中不流失袁不影响适口性遥这些要求的满足袁
不仅需要外涂设备和外涂工艺的改良袁进一步研究和
改良外涂液的物理尧化学性能也将是充分发挥其外涂
作用的必要过程遥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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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中国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以及肉制品加工增长水平，预计 2010年中国熟肉产量可增长到 1 000万吨，年增长
10%左右。

淤我国肉类工业包括：畜禽的屠宰，肉的冷却、冷冻与冷藏，肉的分割，肉制品加工与副产品。中国肉类产量已占世界总
产量的 1/4。从 1990年开始，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肉类消费大国。2005年肉类人均占有量 52kg，已超过世界人均水平，生
鲜肉类消费占 80%以上。中国肉类消费市场仍然是热鲜肉为主，部分冷冻肉，少量冷却肉。中国熟肉制品产量只占肉类总量
的 4.5%。

于2005年中国有肉类加工企业 3 000多个，拥有资产 100亿美元。经过近两年改制和兼并，非国有肉类加工企业数量
已占行业规模企业 70%左右，有足够的生产能力。目前，中国有冷库 3 000余座，库容量 850万吨，班宰猪 1 000头以上的肉
类加工厂 300多家。

盂预计 2005年我国生产加工肉类制品 700万吨左右（其中：肉类罐头等 70耀90万吨左右），占肉类总产量的 4.5%。2005
年中国肉制品品种已有 500余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超市，常见肉制品种类已达 200余种。

榆据 2004年统计，中国居民人均 GDP超过 1 000美元，根据台湾、韩国等经验，随着城市和农村收入提高，当人均 GDP
超过 1 500耀2 000美元时，将引起肉制品消费、饮食结构的变化。各种精深加工的分部位冷却肉、小包装肉、半成品肉、冷冻
肉、熟肉制品以及以肉类为原料的方便食品、功能性食品、休闲食品和旅游食品的消费将明显上升。

窑信息采撷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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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在水产颗粒饲料生产中袁颗粒饲料在水
中的稳定性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遥水产饲料稳
定性是一个主观的评价指标袁因为它常是以对物理性
状完整性进行的粗略评定作为基础的遥而其它的测试
指标袁则包括颗粒浸在水中后的重量损失遥 目前大部
分水产养殖者和饲料生产者仅强调了对饲料颗粒的

物理完整性进行主观观察遥 然而试验表明袁在颗粒饲
料浸入水中的最初几分钟内袁水溶性营养物质明显溶
失遥 比如袁饲料颗粒中大的粉状颗粒会引起断裂和产
生自然裂缝袁这就产生了孔道袁使得水通过孔道极速
进入饲料颗粒的基质中遥这些因素不但使粒料的耐久
性和稳定性下降袁而且还会使一些营养物质得不到适
当的保护而破坏尧损失曰同时也使饲料溶失率上升及
造成水体污染遥 所以对于水产饲料的水中稳定性袁需
要考虑许多特殊的加工工艺[1]遥

包膜技术已在化工尧农业尧医药及食品行业有广
泛的应用[2]遥 包膜饲料的生产是对物料原料预粉碎和
混合加工袁进行颗粒包膜处理而成遥 由于这种包膜的
处理大大提高了饲料在水中的稳定性袁相对于未包膜
颗粒饲料袁对水体污染小[3]遥目前市场上对颗粒饲料成
品处理主要采用喷雾干燥法袁但此法很难实现对大颗
粒饲料的包膜遥 本文以虾饲料为研究对象袁采用喷动
流化床进行实验研究遥 结果表明袁使用喷动流化床处
理包膜饲料具有显著的优势遥
1 喷动流化床包膜机理[4]

颗粒物料在流化气的作用下产生流态化袁喷动气
将包膜液雾化后由底部中心孔喷入袁颗粒料表面逐渐
被包膜袁在流化气体作用下迅速干燥遥 在喷动床内流
化气和喷动气的共同作用下完成混合尧包膜及干燥遥

喷动流化床是在流化床的基础上改型得到的袁结
合了流化床及喷动床的优点袁克服流化床容易结块的
缺点袁增强了气固接触和混合袁具有较高的传热尧传质
速率袁适用于大颗粒包膜的生产遥整个系统集雾化尧包
膜尧干燥等工序于一体袁系统密闭袁操作简便尧无粉尘

污染遥 喷动流化床物料的运动情况如图 1所示遥

气体出口

喷射区

环隙区

流化气体

喷动气体

气体分布板

喷泉区

图 1 喷动流化床物料运动

采用喷动流化床包膜颗粒物料袁根据不同物料特
性及成品颗粒要求袁可采用底部雾化或侧部雾化遥
2 实验流程[4]

底部雾化颗粒包膜实验流程如图 2所示遥喷嘴雾
化气由空气压缩机提供袁经气流雾化喷嘴将包膜液雾
化后进入喷动流化床主体底部曰 空气经风机吹动通
过加热器袁使流化床中颗粒料产生流态化曰在流化气
和喷动气的共同作用下袁颗粒料逐渐被包膜液所包膜
形成光滑的颗粒袁最后通过出料口卸料遥

排气

颗粒料

包膜液

喷动气 流化气

颗粒

5

6

4

3

2

1

1.空压机 2.储料罐 3.喷嘴 4.喷动流化床主体 5.加热器 6.风机
图 2 底部雾化包膜实验流程

林 波 叶京生 张翠宣

林波，天津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300222，天津市河西
区大沽南路 1038号。
叶京生、张翠宣，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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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膜饲料水中稳定性的测试[4]

实验以虾饵料为研究对象袁用溶失率表示虾饵料
的水中稳定性[5袁6]遥 虾饵料在养殖使用时袁其损失是多
方面的袁但归纳起来主要是两部分院一是野散失冶袁由于
水的作用使饵料溃散而损失曰二是野溶失冶袁饵料中营
养成分溶于水而损失遥 溶失率渊 溶冤即散失和溶失饵
料之和与所取样品之比的百分数表示遥 溶失率越小袁
其饵料的水中稳定性越好遥

溶=[1- -渊1- 冤 ]伊100%
式中院 要要要虾饵料初始样品质量渊g冤曰

要要要实验后称取筛网和虾饵料的质量渊g冤曰
要要要筛网的质量渊g冤曰
要要要虾饵料初始样品的水分渊豫冤遥
表 1 未包膜饵料与包膜饵料的溶失率

浸泡时间渊h冤
未包膜饵料
浸泡前质量渊g冤
浸泡后质量渊g冤
浊 溶渊豫冤
包膜饵料
浸泡前质量渊g冤
浸泡后质量渊g冤
浊 溶渊豫冤

2
7.742
6.376

17.644
6.883
6.687
2.843

12
5.888
4.551
22.709
7.971
7.510
5.782

24
5.603
4.160

25.753
7.532
6.959
7.602

48

10.991
9.308

15.318

60

9.668
7.811
19.207

项目 36
9.820
6.851
30.226
9.603
8.530
11.172

溶失率的计算采用上式袁 其大小表示饵料水中
稳定性遥 未包膜与包膜饵料的溶失率比较如表 1所

示遥 结果表明袁包膜饵料要比未包膜饵料的溶失率小
得多遥
4 小结

从实验结果观察到包膜饲料外形光滑袁包膜液在流
化气作用下迅速干燥袁有利于连续化生产和规模加工遥

与喷雾干燥法相比袁 本试验所用方法设备费用
低袁动力消耗及占地面积小袁并且喷动流化床操作简
单尧方便遥

由于包膜液的缘故袁导致包膜后的饲料依然存在
一定的溶失袁更理想的包膜液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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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蛋白质和氨基酸营养研究的深入，人们已逐渐认识到肽营养的重要性。肽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消化产物，在氨基酸消化、吸收和代

谢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人们对小肽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有专家预言，21世纪将是“小肽的世纪”，肽产品将成为继维生素、氨基

酸后饲料中一种更好的添加剂！由于肽所具备的独特吸收优势，使其在挖掘动物生长、生产潜能，防病、抗病，改善产品品质，提高经济效益

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将引发一场新的蛋白质营养研究革命。

为进一步促进肽营养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推动肽营养领域向更高层次发展，上海邦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饲料工业》杂志

社共同发起“肽营养”有奖征文活动。本栏目将重点介绍国内外肽营养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肽类产品在不同动物中的实际应用试验及生

产工艺等相关知识。并结合饲养试验报告，探讨最佳氨基酸利用时小肽和游离氨基酸的最适比例，合理的饲料配方设计，以充分利用蛋白

质资源来提高生产效益。进一步探讨小肽吸收代谢及其作用形式，研究小肽对动物生长和免疫调节的作用机理，为发展蛋白质营养理论开

辟一条新途径。

“肽营养”有奖征文活动，将在 2006年 1～12月进行，共刊发 12期，热诚欢迎业内仁人志士踊跃赐稿！为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回报作者

的辛勤付出，主办双方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刊发稿件中评选出优秀稿件给予奖励：

“ 肽 营 养 ”有 奖 征 文

一等奖（1名），奖金 5000元；

二等奖（5名），奖金各 1000元；

纪念奖（若干名），纪念品一份。

评选结果将在叶饲料工业曳第 24期公布袁并颁发荣誉证书
来稿请发至 tg@feedindustry.com.cn渊请注明有奖征文冤 联系电话院渊024冤8639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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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响混合质量的因素

混合过程实际上是由对流尧扩散尧剪切等混合作
用与分离作用同时并存的一个过程遥凡影响这些作用
的因素都将影响混合质量袁主要因素如下遥
1.1 机型的影响

机型不同袁主要混合方式就不同曰混合强度也有
很大差异遥 例如袁以对流作用为主的卧式螺带混合机
比以扩散为主的立式螺旋混合机在混合时间尧混合质
量以及残留等方面都具有优越性遥 因此袁选择合适的
混合机是极其重要的遥
1.2 混合组分的物理特性的影响

物理特性主要是指物料的密度尧粒度尧颗粒表面
粗糙度尧水分尧散落性尧结团情况等遥 这些物理特性差
异越小袁 混合效果越好袁 混合后越不易再度分离曰此
外袁某组分在混合物中所占比例越小袁即稀释的比例
越大袁越不易混合遥为减少混合后的再分离袁可在其它
组分接近完成混合时添加粘性的液体成分袁 如糖蜜
等袁以降低其散落性袁从而减少分离作用遥
1.3 操作的影响

混合时间尧 各组分进料顺序等都将影响混合质
量袁 因此要保证混合时间和按照合理加料顺序来加
料遥
1.4 静电的影响

维生素 B2尧叶酸尧矿物质等物料会由于静电效应
而吸附于机壁上遥要将机体妥善接地和加入抗静电剂
以防静电的影响遥
2 混合均匀度的评定方法

一般混合均匀度的评定方法是袁在混合机内若干
指定的位置或在混合机出口以一定的时间间隔截取

若干个一定数量的样品袁分别测得每个样品所含某种
检测组分的含量袁然后按下式算出其变异系数遥

CV= / 伊100%
式中院 要要要混合物各样本中被检测组分含量的标准差曰

要要要混合物各样本中被检测组分含量的平均值遥
变异系数表示的是样本的标准差相对于平均值

的偏离程度袁是一个相对值遥变异系数越小袁则混合均
匀度越好袁理想混合状态下变异系数为零遥 因此从某
种意义上讲袁变异系数表示的是不均匀程度遥 我国饲
料标准规定院 全价配合饲料的变异系数应不超过
10%曰添加剂预混料则不应超过 7%遥
3 添加剂预混料生产中的质量控制

为了获得质量满意的预混合饲料袁除了必须配备
一台结构及技术参数符合工艺要求的混合机外曰前后
工序的合理安排及混合机本身的合理使用均是重要

条件遥 此外袁载体稀释剂的选择尧混合机良好的装料尧
合理的操作顺序以及混合时间的妥善掌握等也是必

要条件遥
3.1 载体稀释剂的选择

外购需要稀释的各种添加剂一般都是很细的袁因
此要选择粒度和密度都与之接近的稀释剂遥合适的稀
释剂或载体包括常用的饲料组分袁如大豆粉尧麦粉尧脱
脂米糠等遥一般是选择粒度细尧无粉尘袁并对添加剂中
的活性成分有亲合性的物料作稀释剂或载体遥

如果稀释剂或载体选择得当袁 成品不需要运送遥
添加剂中的活性成分不大集中袁则不必用粘合剂遥 若
预混合的成品需要长距离的输送袁 则应当使用油脂遥
使用油脂的最大缺点是袁一部分添加剂的活性成分滞
留在混合机的叶片上袁影响清理遥
3.2 混合机的供料

添加各种成分的顺序取决于混合机的形式袁一般
顺序如下院 淤先将 80%的稀释剂或载体送进混合机曰
于再将称重好的活性成分铺到稀释剂或载体上袁有些
装置人工铺放不方便袁可将活性成分用一般的机械方
法送进曰盂然后再送进其余 20%的稀释剂或载体遥
3.3 消除或减少混合好后预混料的储运过程

在物料运输过程中袁由于重力尧风力尧离心力尧磨
擦力等作用袁使混合均匀的物料发生很大变化遥 运输
距离越长袁落差越大袁则分级越严重遥 因此袁混合好的
物料最好直接装袋包装袁避免或尽量减少混合好的物
料的输送尧落差袁尽可能不用螺旋输送机或斗提机提

添加剂预混料生产过程的混合质量控制
刘桂莲

刘桂莲，巴斯夫维生素有限公司，110141，沈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云海路 88号。
收稿日期：200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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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袁料仓的高度不能太高袁以减少或消除混合物的分
离或分级遥

对于每批混合物必须能识别分明袁包装袋有明显
的标志袁最好用有色的符号或用标签加以区别遥
3.4 混合机的合理使用

3.4.1 适宜的装料

不论对于哪种类型的混合机袁适宜的装料是混合
机正常工作并且得到预期效果的前提条件遥若装料过
多袁一方面会使混合机超负荷工作袁更重要的是过多
的装料会影响机内物料的混合过程袁进而造成混合质
量下降曰装料过少袁则不能充分发挥混合机的效率袁也
会影响混合质量遥 所以不论在哪种混合机中袁物料的
装料程度都应得到有效的控制袁这样才能保证混合机
的正常工作袁并使混合后的饲料满足质量要求遥

分批卧式螺带式混合机袁其充满系数一般以 0.6耀
0.9为宜袁料位最高不能超过转子顶部平面曰双轴桨叶
混合机的充满系数一般控制在 0.6耀0.85遥
3.4.2 正确的混合时间

对于分批混合机袁混合时间的确定对于混合质量
是非常重要的遥 混合时间过短袁物料在混合机中得不
到充分混合便被卸出袁混合质量得不到保证曰混合时
间过长袁 物料在混合机中被过度混合而造成分离袁同
样影响质量袁且能耗增加遥

混合时间的确定取决于混合机的混合速度袁这主
要是由混合机的机型决定的遥 如卧式螺带混合机袁通
常每批 3耀5min袁其长短取决于原料的类型和性质袁如
水分含量尧粒度大小尧脂肪含量等曰双轴桨叶混合机的
混合时间每批小于 2min曰对于转筒式混合机袁因其混
合作用较慢袁则要求更长的混合周期遥
3.4.3 合理的操作顺序

在加料的顺序上袁 一般是配比量大的组分先加
入或大部分加入机内后袁 再将少量及微量组分置于
物料上面遥 在各种物料中袁粒度大的一般先加入混合
机曰而粒度小的则后加遥 物料的密度亦有差异袁当有
较大差异时袁一般是将密度小的物料先加袁后加密度
大的物料遥
3.4.4 尽量避免分离

任何流动性好的粉末都有分离的趋势遥分离的原
因有 3个院淤当物料落到一个堆上时袁较大粒子由于
较大的惯性而落到堆下袁惯性较小的小粒子有可能嵌
进堆上裂缝曰于当物料被振动时袁较小的粒子有移至
底部的趋势袁而较大的粒子有移至顶部的趋向曰盂当
混合物被吹动或流化时袁 随着粒度和密度的不同袁也

相应地发生分离遥
为避免分离袁多采取以下几种方法院淤力求混合

物各种组分的粒度接近曰或用添加液体的方法来避免
分离遥于掌握混合时间袁不要过度混合遥一般认为应在
接近混合均匀之前将物料卸出袁在运输或中转过程中
完成混合遥 盂把混合后的装卸工作减少到最小程度遥
物料下落尧滚动或滑动越少越好遥 混合后的贮仓应尽
可能地小些袁 混合后运输设备最好是皮带运输机袁尽
量不用螺旋输送机尧斗式提升机和气力输送装置遥 榆
混合机接地和饲料中加入抗静电剂袁以减少因静电的
吸附作用而发生的混合物分离遥
3.5 经常检测和维修混合机

就卧式螺带混合机而言袁 经过一段使用之后袁螺
带的磨损尧损坏和变形袁螺带与混合机壳体之间的间
隙增加袁都将大大影响混合均匀度遥此外袁排料门漏料
也是影响混合机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遥为确保饲料产
品质量袁要定期检测混合机的运行性能袁及时维修袁每
半年进行一次遥

综上所述袁 添加剂预混料生产中的混合过程其
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袁 实际生产中一定要引起
足够的重视袁 其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涉及到许多方
面袁从原料选择尧机器设备的选型尧使用操作尧混合过
程的最佳工艺参数尧 混合过程的顺序以及人员的操
作等遥 构成了影响预混料产品最终质量的多种因素袁
只有综合考虑影响产品质量的各个方面袁 才能保证
生产出符合产品质量标准的尧 满足动物生长所需要
的预混料产品遥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工 艺 设 备刘桂莲：添加剂预混料生产过程的混合质量控制

2005年，我国年产万吨以上的大型饲料加工企业已发展到
2 400多家，全年饲料加工业产值将超过 2 600亿元；工业饲料
产量突破 1亿吨大关，占世界总量的 15豫以上，连续多年居世界
第二位，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饲料生产大国。

“十五”期间，我国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功能比较完备的

产业体系。2005年，我国配合饲料、浓缩饲料和添加剂预混合
饲料产量分别达 7 371万吨、2 446万吨和 478万吨，比 2000
年增长 24.7豫、95.8豫和 88.9豫。

据悉，全国配合饲料质量合格率一直保持在 95豫以上。同
时，农业部在全国深入开展瘦肉精等违禁药品专项整治行动，

有效遏制了违禁药品蔓延的势头，饲料生产经营环节瘦肉精检

出率从 2000年专项整治前的 19.8豫降至 2005年的 0.1豫以下；
生猪养殖环节瘦肉精等违禁药品由 2001年的 10.1豫降至 2005
年的 1.54豫。

窑信息采撷窑

全国饲料产量突破 1亿吨大关

12

mailto:cuicengde@tom.com


世界上第一个被发现的抗菌肽是瑞典科学家

Boman等人经注射阴沟肠杆菌及大肠肝菌诱导惜古
比天蚕蛹产生的遥 此后袁世界上许多实验室又分别从
家蚕尧柞蚕蛹尧麻蝇以及猪等哺乳动物中分离出了抗
菌肽遥 抗菌肽的高效广谱抗菌性已被药物学家尧生物
学家所重视袁在研究了它的一级结构的基础上袁采用
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技术方法可以生产抗菌的转

基因动植物或大批量表达抗菌肽遥
1 抗菌肽的结构性质

由于最早的抗菌肽来自于惜古比天蚕 渊cecropi鄄
a冤袁故将具有抗菌活性而与之有高度同源性的化合物
统称为 cecropia遥 这类肽一般由 30多个氨基酸组成曰
分子量为 4 000Da左右曰等电点(PI)为 8.9耀9.5曰有较高
的稳定性袁100益加热 10min仍能保持一定活力曰不易
被消化酶水解遥 在天然抗菌肽中袁 目前已知的 ce鄄
cropin B 是活力最强的一种袁Jaynes 以 cecropin 为样
本袁在不改变二级结构的前提下袁设计合成了 shira-1袁
其抗菌活力高于 cecropin B袁并且可以杀伤症原虫遥它
们的一级结构具有高度的保持性袁均有 35耀37个氨基
酸残基构成单肽链遥 此外袁蛙皮肤抗菌肽由 21耀25个
氨基酸残基组成袁具有广谱抗菌及双亲特性遥 对抗菌
肽结构的测定袁有助于设计和改造新抗菌肽遥
2 抗菌肽的抗菌机理

抗菌肽具有广谱杀菌作用袁抗菌作用主要是由于
在两亲性的 琢螺旋结构作用下袁使原核细胞质膜上形

成离子信道渊这种信道的直径经推算大约为 4nm冤袁离
子信道的形成改变了细胞内外的渗透压袁使细胞内物
质大量外渗袁起到杀菌作用遥 姜明等通过电镜观察了
柞蚕抗菌肽对大肠杆菌的作用袁发现经一定时间的作
用后袁在细菌外壁形成了喇叭状缺口遥 这说明抗菌肽
分子是以一端插入细菌细胞膜袁通过野打孔冶形成一个
信道袁使细菌细胞膜破裂袁原生质野泄漏冶而死亡遥从这
点看袁抗菌肽的正电荷与细菌胞膜的磷脂头负电荷间
的作用至关重要袁 在肽分子中 N端 琢螺旋的双亲性
是裂解细菌的主要部分袁C末端的酰胺化与广谱抗菌
有关遥 从而可看出袁抗菌肽的抗菌机理与通过阻断大
分子的生物合成来发挥作用的抗菌素的抗菌机理完

全不同遥同时袁病原菌不易对其产生耐药性袁因此该物
质将很有可能成为新抗菌药的来源遥 研究表明袁抗菌
肽不作用于高等动物细胞袁这可能是由于高等动物细
胞膜中的胆固醇阻碍抗菌肽的疏水面插入磷脂双分

子层曰也可能是由于微生物与高等动物细胞膜的膜外
结构的区别要要要高等动物细胞膜外表面的唾液酸与

膜的距离有 80魡袁它可能与抗菌肽的带正电区结合而
阻止其接近细胞膜袁抑制杀伤作用遥
3 抗菌肽的类型

3.1 天蚕素

目前报道的天蚕素约有 30种遥 这类抗菌肽的结
构已比较明确袁由 31耀39个氨基酸残基组成袁含较少
的半胱氨酸袁不能形成分子内的二硫键袁有强碱性的
N端和强疏水性的 C端袁C末端酰胺化遥 其分子结构
含有两个 琢-螺旋袁两个 琢-螺旋间由氨基酸组成的铰
链区连接遥抗菌肽的螺旋-卷曲-螺旋结构特点对保持
高抗菌活性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袁而酰胺化的 C端则对
其广谱作用极为重要遥

李建鑫，滨州职业学院生物工程系，副教授，256624，山东
滨州。

韩克海，山东金铸基药业有限公司。

收稿日期：2005-09-19

摘 要 抗菌肽广泛存在于多种动植物的体内，具有高效、广谱抗菌性，与抗生素具有不同的抗

菌机理，对真核细胞几乎没有作用，仅作用于原核细胞；同时不易使病原菌产生抗药性。抗菌肽可通过

生物工程技术进行生产，是一种新型的抗菌药物。

关键词 抗菌肽；畜禽；疾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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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防御素

防御素是美国 Leherer实验室首次从兔肺巨噬细
胞中分离得到的两个阳离子性极强的小分子抗菌肽遥
现已在不同种属动物的吞噬细胞中发现了 20多种遥
大多数防御素由 38耀43个氨基酸残基组成袁带有一个
净正电荷袁含有 6个位置保守的半胱氨酸并构成 3个
分子内二硫键袁二硫键与抗菌活性密切相关遥 由 3个
结构域组成:1个柔韧的 N端环尧 中部的双亲 琢-螺旋
中心和带有拟 茁-转角的反向平行的 茁-片层的 C末
端遥 琢-螺旋和 N端环通过二硫键分别与 茁-片层的两
条链稳定相连袁 一种 Cys-Xaa-Xaa-Xaa-Cys或 Cys-
Xaa-Cys 结构在不同种类防御素的分子结构中普遍
存在袁使 琢-螺旋得以稳定遥
3.3 蛙皮素

这类肽带正电荷袁 根据其残基数目又可分为两
类院一类是小分子肽类袁由 15耀43个氨基酸残基组成袁
都含有 Arg-Pro或 Lys-Pro氨基酸对袁 有些则是典型
的 Ag-Pro-Arg结构曰另一类是分子量较大的肽袁由 83
个氨基酸残基组成遥 其分子可分为两个明显的结构
域袁N端富含脯氨酸的 P结构域和由其余富含甘氨酸
的肽构成的 G结构域遥
3.4 蜂毒素

这类抗菌肽的共同特点是富含甘氨酸袁有些是全
序中富含甘氨酸曰 有些则是某一结构域富含甘氨酸遥
不含或含很少的半胱氨酸袁 不能形成分子内二硫键袁
氨基酸残基上不具修饰基团遥分子量为 8耀27kD遥通常
这类抗菌肽均在 N端有一个富含脯氨酸的 P结构域袁
C端有一个富含甘氨酸的 G结构域遥 P和 G两种结构
域的存在可能与其广谱抗菌作用有关遥由于蜂毒素具
有较强的溶血作用袁限制了其作为抗菌物质的使用遥
4 抗菌肽作饲料添加剂的研究

抗生素作为抗菌助长剂添加到饲料中由来已久遥
随着抗生素的大量尧广泛地用于饲料中和人们对食品
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袁人们对其使用的副作用认识日
益加深袁 抗生素在饲料业已面临着淘汰或禁用的局
面袁它必将被那些更有利于人畜健康尧环境保护和提
高养殖效益的高新技术产品所代替遥 应用无毒尧无公
害的新型抗菌剂代替抗生素作饲料添加剂袁已成为当
前国内外饲料科学的一项重要的内容袁面对全球研发
环保型高效饲料添加剂的大潮袁我国已逐渐减少和控
制抗生素用作饲料添加剂遥 目前袁我国饲料工业尚在
使用多达 20种人畜共用或畜禽专用的抗生素作饲料
添加剂遥 随着我国进入WTO袁抗生素作饲料添加剂必

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遥应用
生物技术研究与开发新型抗菌剂是我国饲料科学界

一项紧迫的任务袁抗菌肽是各种生物防御系统的一个
组成部分遥抗菌肽的研究成果已为其在兽医学和饲料
科学中的应用指明了方向遥
5 抗菌肽的基因工程

抗菌肽具有广谱杀菌作用袁同时具有相对分子量
较小尧热稳定尧水溶性好等优点曰而更为重要的是抗菌
肽对真核细胞几乎没有作用袁仅仅作用于原核细胞和
发生病变的真核细胞遥在目前不少病原菌对原有抗生
素逐步产生耐药性袁尤其是肉用动物长期使用抗生素
受到严格检查和批评时袁对畜禽体内自然产生的抗菌
肽功能的了解袁以及设计一种方法来调节动物体内自
然抗菌肽的功能便显得极为重要袁其中通过抗菌肽基
因的克隆与表达而大量生产抗菌肽是一种较为直接

而有效的方法遥 目前袁昆虫和植物抗菌肽基因工程在
国内外已有不少成功的报道袁但就畜禽抗菌肽基因工
程国内外报道很少遥 因此袁运用基因工程技术对畜禽
抗菌肽的研究袁对提高畜禽的抗病能力尧减少甚至替
代抗生素的使用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遥 目前袁在猪体
内发现一种分子量为 4 719Da的肽袁 从猪肠中分离袁
属于富含 Pro-Arg的肽家族袁 不裂解野生型大肠杆
菌袁但对突变型 K12有作用袁其作用机制是通过阻断
蛋白质和 DNA的合成袁 从而导致这些成分的降解遥
PR-39在一个单层囊泡中可以诱导钙的降低和电流
的线性增加袁此诱导与肽浓度和膜上甘油磷酸脂(带
负电荷)有关遥 另外袁在猪小肠中还发现另一种抗菌肽
cecropin P1袁它是以裂解细菌来完成杀菌作用的遥 An鄄
dersson (1995)运用基因工程技术从猪骨髓 RNA中克
隆到一种新型的 cDNA袁其编码一个 78残基的抗菌肽
NK-lysin袁有 3 个分子内二硫键袁这种肽对 NK-敏感
型的肿瘤细胞株 YAC-1有裂解活性袁 但不裂解红血
球细胞遥
6 小结

综上所述袁抗菌肽有着独特的不同于抗生素的抗
菌机理袁它广泛存在于多种生物体内,是生物体对外
界病原物侵染而产生的一系列免疫反应的产物袁其分
子量小尧性能稳定袁具有较强的广谱抗菌能力遥现在已
完全有可能用生物工程的技术方法生产抗病菌的转

基因动植物产品袁同时可以通过基因工程的技术方法
大量地表达抗菌肽袁使之成为新一代肽类抗菌药的来
源袁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景遥

（编辑：高 雁，snowyan78@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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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应用于动物生产中袁对畜
牧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遥它通过抑制或杀灭病原
微生物袁减少动物的发病率曰抑制肠道中有害微生物袁
维持动物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曰 使动物小肠重量变轻尧
肠壁变薄尧肠绒毛变长袁通过提高动物对养分的吸收
率等方式促进动物的生长袁 提高了饲料的利用率袁取
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遥 但是袁其在动物体内和动物产
品中的残留袁以及病原菌产生的抗药性问题袁对人类
的健康和环境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遥 寻找新型尧安全的
抗菌剂代替抗生素袁已成为当前国内外饲料学科的一
项重要内容遥

抗菌肽渊antibacterial peptides冤是生物体产生的一
种具有强抗菌作用的阳离子多肽袁 是生物先天免疫
的重要组成成分遥1972年袁瑞典科学家 Boman等首先
在果蝇中发现抗菌肽及其免疫功能遥 1981 年 Boman
等首次从美国天蚕(Hyalophora cecropin)中成功地分
离到两种抗菌肽要要要蚕素(cecropin)A和 B遥 此后袁人
们在植物尧昆虫尧两栖类尧水产类以及哺乳类动物甚
至一些细菌中都发现了抗菌肽类物质遥 迄今为止袁大
约有 2 000多种抗菌肽被分离出来袁各种脊椎动物中
已发现 100多种遥 在常见家畜中袁猪体内已经发现了
12种以上的抗菌肽曰绵羊体内至少已发现 10种抗菌
肽基因曰牛体内至少已发现 30种抗菌肽袁牛奶中也分
离出 3种抗菌肽(赵红霞等袁2003曰Takumi等袁2003曰洪
奇华等袁2001)遥 经过近 20年的研究袁人们对抗菌肽的
结构尧功能及作用机制有了较深的认识遥 Cecropin A尧
Magainin尧Nisi等已先后在医药尧食品和农业上得到了
应用遥

1 抗菌肽的特点

1.1 有广谱的抗细菌活性袁高效的抗真菌尧病毒和原
虫的活性

植物没有哺乳动物那样的特异的免疫系统袁在生
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各种细菌尧真菌尧病毒等
的侵袭袁但大部分时间里却不会发病遥研究发现袁植物
体内存在大量的抗菌物质(如抗菌蛋白尧抗菌肽等)遥硫
堇能抑制许多病原细菌(革兰氏阳性和阴性菌)和真菌
的生长遥植物防卫素能导致真菌显著而持续的钙离子
流入和钾离子渗出袁 从而抑制多种真菌的生长
渊willem袁1997冤遥 在长期进化的过程中袁昆虫形成了类
似高等动物免疫系统的抗菌尧杀菌分子(主要是抗菌
肽 )的快速合成机制袁分泌到血液中袁对抗入侵的细
菌尧真菌尧病毒等遥受到创伤的蛙在不干净的水中仍能
安然存活袁其原因是它们体内能产生抗菌肽袁抵御病
菌的侵害渊吴诗光等袁2004冤遥研究发现袁极低浓度的爪
蟾种类的特异性抗菌肽要要要蛙皮肽渊magainin冤就能杀
死革兰氏阳性菌和阴性菌尧真菌以及原生动物渊徐进
署等袁2001冤遥Oren等渊1996冤从豹鳎体上分离到一种抗
菌肽渊Pardaxin冤袁研究发现袁它具有比蜂毒素更强的抗
菌活性和更低的人红血球溶血活性遥 在哺乳动物中袁
多种白细胞都可以生成总称为 cathelicidins的一类抗
菌肽袁不但具有杀灭多种革兰氏阳性和阴性细菌的功
能袁某些种类还参与机体的多种其它的生理功能渊李
朝等袁2004冤遥 Hiemstra等(2004)认为抗菌肽是哺乳动
物先天免疫的主要中介物质遥
1.2 分子量小尧热稳定性好

目前发现的抗菌肽分子量都比较小袁如植物防卫
素分子量为 5kDa左右袁一般有 45耀54个氨基酸残基袁
含 8个半胱氨酸遥 凤仙花种子中发现的抗菌肽 1b-
AMPs,仅有 20个氨基酸残基袁是迄今为止在植物中发
现的最短的抗菌肽渊吴诗光等袁2004冤遥昆虫抗菌肽的 4
大类中袁cecropin含 31耀39个残基曰昆虫防御素含 38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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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个残基曰富含脯氨酸的阳离子肽如 apidaccin尧abac鄄
cin和 drosocin等的分子量为 2耀4kDa曰富含甘氨酸的抗
菌肽袁 如diptericin尧attacin尧sarcotoxin尧coleoptericin等的分
子量为 8耀30kDa渊徐进署等袁2001冤遥蛙皮素含有 21耀27
个氨基酸的残基遥目前袁从猪体内发现的 12种以上不
同的抗菌肽的分子量均小于 10kDa 渊Destoumieux袁
2000冤遥 这就为利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对抗菌肽进行大
规模的生产袁以及对其进行局部的结构改造提供较好
的条件遥 目前有不少抗菌素肽的序列已经分析出来,
如 :Brevinin1尧Tigerinin1尧Cecropin A尧CPF1 等 渊Sitaram
等袁2000冤遥 Destoumieux等(2004)利用基因工程合成的
抗菌肽 Penaeidins与天然的 Penaeidins在结构上虽有
差异,但活性相似遥Sung等(2002)将源于猪的 Tritrpticin
的脯氨酸换为丙氨酸袁导致溶血作用提高而抗菌活性
无明显变化遥 抗菌肽在沸水中煮 30min仍不变性失
活袁能耐受饲料制粒时的高温作用袁规模化发酵生产
抗菌肽时经高温浓缩工序袁可充分杀灭酵母菌体而不
导致抗菌肽失活袁使产品在推广应用后不会出现因工
程菌的扩散而导致的环境生态问题 渊温刘发等袁
2005a冤遥
1.3 抗菌机理独特袁不易产生抗药性

抗菌肽的抗菌机理与传统的抗生素有较大的不

同遥 传统的抗生素主要是细菌的发酵产物袁由酶促反
应合成袁 通过抑制细菌细胞壁或 DNA的合成而发挥
作用袁发挥作用时需与细菌细胞膜或胞内特异的受体
结合袁细菌容易通过变异而产生抗药性遥 而抗菌肽则
是由宿主基因编码袁在核糖体上合成的袁它的抗菌机
理目前主要认为与离子通道的形成有关遥大多数抗菌
肽分子是带正电荷的袁可以与细菌胞浆磷脂分子上的
负电荷通过静电吸附而结合在脂质膜上袁使脂双层外
侧发生扭曲袁细胞膜产生相变袁产生短暂的离子通道遥
这是通过物理作用造成的细胞膜穿孔袁不需要特殊的
受体袁 因而它可以杀灭微生物而不产生抗药性(Andre
等袁2003)遥
1.4 高等动物抗菌肽具有野种冶的特异性

高等动物肠道微生物菌群发达袁不同动物的肠道
内源性抗菌肽能抑制其相应的外源性病原菌袁而对动
物肠道中共生生态系统中的微生物和动物细胞无杀

伤作用,即高等动物肠道抗菌肽具有野种冶特异性遥 尽
管高等动物肠道抗菌肽具有此优点袁但它们在动物体
内表达分泌量有限袁加上现代畜禽饲养业日益呈集约
化袁病原传播和入侵及各种应激作用日益强化袁使得

畜禽肠道表达量有限的抗菌肽更难以对动物自身的

保健起很大作用遥应用各种动物的专一性内源性抗菌
肽作饲料添加剂袁可使饲养动物在受到外源病原菌入
侵或应激时能特异性地维持其健康和生长 渊温刘发
等袁2005a冤遥
2 作为饲料添加剂的应用效果

2.1 抑菌效果

抗菌肽由于其作为饲料添加剂的众多优点袁正引
起人们的关注袁有望成为替代抗生素的产品之一遥 目
前袁不少研究者做了一些相关的试验袁得到了较好的
结果遥 马卫明等(2005)检测了猪小肠抗菌肽对鸡大肠
杆菌(O1)C83845株尧鸡白痢沙门氏菌 C79-13株尧大肠
杆菌(O2)尧大肠杆菌(O78)尧猪致病性大肠杆菌自然分
离株尧鸡致病性大肠杆菌自然分离株尧白色葡萄球菌尧
金黄色葡萄球菌 ATCC25923株尧 猪致病性沙门氏菌
自然分离株尧绿脓杆菌 ATCC27853株尧鱼致病性嗜水
气单胞菌等 11株细菌的作用遥结果发现袁猪小肠抗菌
肽对以上各株细菌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袁杀菌率
59.5%耀98.5%不等遥汪以真等(2004)将抗菌肽与抗生素
在体外抗大肠杆菌(E.coli)K88尧大肠杆菌 ATCC25922尧
猪霍乱沙门氏菌 ATCC50020尧鼠伤寒沙门氏菌和金黄
色葡萄球菌 ATCC25923的效果进行了研究遥 结果表
明袁 抗生素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效果要好于抗菌肽袁
但对大肠杆菌的效果要差得多遥
2.2 提高动物生产性能的效果

目前袁国内作为添加剂生产应用的主要是蚕抗菌
肽 AD-酵母制剂袁大多数的畜禽试验也是围绕这种抗
菌肽进行的遥 温刘发等渊2001b冤通过在断奶仔猪的饲
料中用抗菌肽代替抗生素袁对仔猪的腹泻尧生产性能
等作了比较遥 结果表明袁抗菌肽在仔猪断奶应激期间
抗腹泻效果不比抗生素差袁适量的抗菌肽比抗生素促
生长的效果要好袁但高剂量的抗菌肽则降低了仔猪的
生长遥黄永彤等(2004)发现袁抗菌肽对肉鸡有促进生长
和提高免疫力作用袁与中草药抗生素相比袁在出栏率尧
平均体重尧饲料效率等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袁且在出
栏前 3d停喂袁抽检无残留遥温刘发等(2001a)通过饮水
方式给粤黄鸡添加抗菌肽的饲养试验结果表明袁抗菌
肽可促进小鸡生长和减少排泄物氮含量遥 陈晓生等
(2005a) 于肉鸭日粮中添加液体的蚕抗菌肽 AD-酵母
制剂发现袁 血清代谢激素的活动显著增强袁IGF-1浓
度升高袁营养物质合成加强曰甲状腺素 T3升高袁脂肪尧
T4降低曰尿素氮浓度显著降低袁体内氮排出减少遥陈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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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等(2005b)发现抗菌肽能使肉鸭的产肉率提高袁腹脂
率尧内脏器官比重降低袁在适当剂量时袁使用效果与金
霉素基本一致遥 陈晓生等(2005c)发现袁添加抗菌肽制
剂 2ml/kg能有效提高肉鸭生产性能袁尤其是小鸭阶段
渊1耀2周龄冤 效果显著曰2尧3ml/kg添加量均可显著提高
产肉率遥 从尿素氮和总蛋白浓度结果看袁添加抗菌肽
会使机体在蛋白质合成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减少机

体蛋白质的分解代谢袁从而促进生长遥王广军等(2005)
研究了抗菌蛋白在南美白对虾养殖中的应用效果遥结
果表明袁在饲料中添加抗菌蛋白袁无论是在日生长速
度尧相对增重率尧饲料系数尧成活率袁还是抗病力方面
均有显著提高遥此外袁国外有报道称袁抗菌肽对饲料防
霉也有一定的效果遥
3 作为饲料添加剂仍需解决的问题

抗菌肽代替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的研究最近

几年才发展起来的袁还处于探索阶段袁距形成成熟的
技术袁大规模的应用到动物生产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
解决院淤抗菌肽的种类很多袁哪些种类作为饲料添加
剂效果较好而且又比较经济曰不同种类的抗菌肽之间
是否有相互作用袁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遥 于抗菌肽在动
物体内含量少袁天然资源缺乏袁而且由于其具有广谱
的抗菌作用袁很难利用微生物进行生产曰化学合成的
生产成本昂贵袁目前还无法投入大规模的生产渊邱晓
燕等袁2002冤曰 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大规模的生产抗菌
肽袁或者通过日粮因素调控抗菌肽基因的表达值得进
一步研究遥 盂抗菌肽在体内容易被蛋白酶水解袁需要
用脂质包被或对其进行化学修饰来保护袁因此还需对
它的释放机制尧受体结合尧降解活性及其类似物的结
构与活性的关系等进行研究渊连永权等袁2005冤遥 榆目
前袁人们关于抗菌肽作为饲料添加剂的可行性只是理
论上的推测袁 真正用在实际生产方面的试验还比较
少袁其效果以及是否有副作用还需要更多的动物试验
来证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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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酰胺渊Glutamine袁Gln冤是哺乳动物体内含量
最丰富的氨基酸袁 正常人血浆浓度为 0.6耀0.9mmol/l袁
占血浆总游离氨基酸的 20%袁占机体内总游离氨基酸
的 60%遥1935年,Kerbs首次发现哺乳动物肾脏合成和
分解 Gln的能力,强调野多数氨基酸都有多种功能,但
Gln的功能是最丰富的遥冶Eagle渊1955冤尧Windueller(1982)尧
Robert渊1990冤尧Alverdy(1990)尧Souba(1993)指出培养的
哺乳动物细胞需要 Gln袁 并强调 Gln是一种重要的营
养素曰 是肾脏氨合成和肝脏尿素合成中氮的载体,被
认为是目前最重要的氨基酸之一,被称为野条件性必
需氨基酸冶曰不仅是肠道能量的主要供体袁而且还是许
多其它代谢途径的前体物质袁 特别是合成鸟氨酸尧瓜
氨酸尧脯氨酸和精氨酸的前体物袁对动物肠道结构和
免疫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遥
1 Gln的化学结构和理化性质

Gln是一种中性氨基酸,分子式为 C5H10O3N2渊结构
式见图 1冤袁 它具有一个 琢-氨基和一个易水解的末端
酰氨基,在组织间氮的转移和氨气的转运过程中起着
重要的载体作用遥 同时,酰氨基还是体内嘧啶和嘌呤
核苷酸尧核酸以及氨基糖生物合成的必须原料之一遥

O COOH
椰 襔

H2N原C原CH2CH2CH原NH2
图 1 Gln的结构式

Gln对酸性环境敏感, 在高热消毒和贮存过程中
不稳定,水中溶解度低 (3g/100ml,20益),加热时可产生
有毒的焦谷氨酸和氨遥
2 Gln的代谢

动物体内 Gln的主要合成部位是骨骼肌, 肺也是
释放 Gln的器官, 能在血循环中摄取谷氨酸和氨合成
Gln 渊Windmueller等袁1980冤遥 肝在维持 Gln体内平衡

方面起很大作用, 它既能合成 Gln, 也消耗 Gln, 合成
Gln的作用可消除在肠道中来的氨遥长久以来袁人们都
认为肝脏是 Gln 新陈代谢的主要的调节器官遥 但
Souba等渊1985冤研究表明袁肠道中利用 Gln最主要是
小肠绒毛的上皮袁其中以空肠肠细胞的 Gln酶的活性
最强遥 Souba等渊1990冤研究证实袁肠道是 Gln利用的主
要器官袁小肠绒毛上皮摄取了绝大多数的 Gln遥 Smith
渊1990冤研究表明袁在许多的动物中袁肠道是体内利用
Gln最多的器官袁 并且肠道对 Gln的利用显然比对其
它氨基酸的利用多遥

Gln的代谢主要受到两种酶的调节院Gln酶和 Gln
合成酶遥 前者催化 Gln水解为谷氨酸和氨气袁主要存
在于一些快速增殖尧分化的细胞中袁如粘膜细胞尧淋巴
细胞和内皮细胞等曰后者催化谷氨酸和氨气合成 Gln袁
主要存在于骨骼肌尧脑和肺等(Ardawi,1988)遥肝脏中两
种酶的含量均较高遥 两种酶在细胞内的分布也不同,
Gln合成酶主要存在于胞浆曰 而 Gln酶主要分布在线
粒体,催化 Gln的分解并为细胞生物合成提供能量遥
2.1 Gln的合成

由于小肠粘膜细胞对 Gln的利用率极高, 几乎将
肠道吸收的 Gln全部用尽遥因此,其它组织对 Gln的需
求只能从体内代谢中产生遥 Newsholme(1994)和Vanhall
渊1998冤研究报道袁骨骼肌是合成 Gln的主要器官,这部
分 Gln来自于骨骼肌蛋白质的净降解遥 骨骼肌中 Gln
的合成过程首先是支链氨基酸脱氨基,并将氨基转移
给 琢-酮戊二酸袁生成谷氨酸和支链酮酸,谷氨酸进一
步与氨结合, 在骨骼肌中 Gln 合成酶的作用下生成
Gln渊见图 1冤遥合成 Gln的碳骨架不仅来自于肌糖原或
血糖曰 也可来源于氨基酸分解产生的三羧酸循环的中间
产物渊Wagenmakers袁1992冤遥

脱氨基+
琢-酮戊二酸

支链氨基酸
谷氨酰胺合成酶

谷氨酸
谷氨

酰胺NH3支链酮酸

图 1 Gln的合成途径
邹健，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所，625014，四川雅安。
王康宁，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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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骨骼肌中合成的 Gln的去路
Wagenmakers渊1992冤认为骨骼肌中产生的 Gln主

要有以下几条去路院淤存留在骨骼肌内遥 于进入血管
内皮细胞遥由于内皮细胞内 Gln酶活性很高,骨骼肌释
放的 Gln在进入血液循环以前, 有小部分会先进入血
管内皮细胞代谢,脱去氨基生成谷氨酸和氨遥 盂运送
至血液,维持血液里 Gln的正常水平遥 Wagenmakers等
渊1990冤 认为由于蛋白质消化吸收时生成的 Gln几乎
全部被肠粘膜细胞所利用,因此袁血液里 Gln的维持只
能依靠合成 Gln的组织, 主要是骨骼肌遥 榆运送至肝
脏遥 Parry-Billings渊1992冤认为 Gln由血液运送至肝脏,
这是以无毒方式转运有毒氨的主要途径,肝细胞内的
Gln酶可将 Gln分解为谷氨酸和氨, 氨可由肝脏合成
尿素经肾脏排出体外遥
2.3 Gln在肠道中的代谢

Ziegler等渊1993冤研究报道袁Gln在肠道中被利用

后袁主要有两个去向院一是通过氧化作用供给肠道所
需的能量曰二是通过对碳和氮的处理转化成为其它的
氨基酸及活性物质或成为肝脏合成尿素和糖原异生

作用的前体遥 Gln通过肠腔刷状缘细胞后袁 在线粒体
Gln酶的作用下水解生成谷氨酸和氨, 生成的氨大部
分进入血液循环后被肝摄取转化成尿素遥但对断奶仔
猪而言袁Newahole 等渊1990冤与 Moskovitz 等渊1998冤的
研究中发现其肠道能直接利用少量的氨合成尿素遥生
成的谷氨酸则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代谢渊见图 2冤院一是
在胞液中经谷-丙转氨酶和谷氨酸脱氢酶作用后生成
琢-酮戊二酸袁 后者重新进入线粒体参与三羧酸循环袁
氧化供能或转化成其它氨基酸曰 二是经吟1-吡咯酸-
5-羧酸酯(P-5-C)途径生成脯氨酸尧鸟氨酸和瓜氨酸遥
其中瓜氨酸可用于精氨酸的合成袁而鸟氨酸可经一系
列酶促反应生成对肠道十分重要的一类生物活性物

质要要要多胺遥

Windmneller 和 Spaeth(1980)用离体大鼠小肠的
灌注标本及自动灌注大鼠空肠的活体模型袁以示踪法
研究了 Gln碳和氮的代谢终产物袁发现大约 64%中的
碳氧化为 CO2袁 占小肠所产生 CO2总量的大部分曰而
Gln 中的氮 38%出现在氨中尧28%出现在瓜氨酸尧24%
出现在丙氨酸尧7% 出现在脯氨酸中遥 Ardawi(1991)用
离体大鼠小肠的灌注标本及自动灌注大鼠空肠的活

体模型袁 以示踪法研究了 Gln碳和氮的代谢终产物袁
发现将近 2/3 的 Gln 碳被氧化为二氧化碳袁Gln氮则
以氨尧丙氨酸尧瓜氨酸和脯氨酸出现遥由肠腔注入 Gln
后也有相同的代谢产物释放入门静脉血液中袁说明无
论是从血液还是从肠腔进入肠细胞的 Gln袁 其代谢途
径是相同的遥
2.4 Gln在代谢中的作用

Gln是骨骼肌和血浆中含量最高的自由氨基酸,
约占骨骼肌自由氨基酸总量的 50%耀60%,在血浆氨基
酸池中约占 20%遥谷氨酰胺在骨骼肌中的合成率也比
其它氨基酸都高 渊Wagenmakers袁1992冤遥 Vanhall 等
渊1998冤 报道谷氨酰胺有如此高的合成率是缘于它在
代谢中的重要作用遥

淤在器官组织间转运氮,即以无毒方式转运有毒
的氨遥带有 2个氮原子的谷氨酰胺对肌肉内氮的释放
起着主导性作用遥 Wagenmakers渊1992冤认为,谷氨酰胺
通过血液把氨基氮和碳运送到氧化地点,是比丙氨酸
还重要的运载工具遥 骨骼肌所释放的氮,其中 82%是
由谷氨酰胺负责转运的遥于是肾脏氨基生成的前体物
质遥生理状态肾脏只利用少量谷氨酰胺作为肾小管上
皮细胞的能源物质, 但 Gln可作为氨的载体直接参与

图 2 猪肠内谷氨酰胺代谢的主要途径

Gln 谷氨酸

瓜氨酸 鸟氨酸

P原5原C脯氨酸

谷氨酰胺酶

NH4+

丙酮酸 丙氨酸

三羧酸循环琢-酮戊二酸
谷氨酸脱氢酶

谷原丙转氨酶

邹健等：谷氨酰胺对动物肠道结构和免疫功能的影响营 养 研 究

19



尿素的生成和 HCO3-回收,对维持酸碱平衡非常重要遥
盂为 DNA和 RNA的合成提供氮源袁也是谷胱甘肽合
成的前体遥 榆为粘膜上皮细胞和免疫细胞(包括所有
快速分裂的细胞,主要是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提供燃
料遥 虞调节蛋白质的合成与分解渊Elin袁1989冤袁如促进
细胞内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合成袁减少骨骼肌中蛋白
质的降解遥

肠道 Gln代谢有以下功能院 为肠道提供转运能
源曰为核酸的生物合成提供胺氮曰为加强肝和肾的代
谢袁处理来自其它组织的氮和碳遥
3 Gln对肠道结构和免疫的调节作用

肠道是 Gln利用的主要器官袁但其既不能合成也
不能储存 Gln袁必须依靠其它器官合成或外源供给遥目
前认为袁Gln是胃肠道上皮细胞尧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
重要的代谢燃料袁创伤尧感染等应激状态下机体血浆
及肌肉中 Gln浓度明显下降曰而病理状态下 Gln是维
持肠道粘膜代谢尧结构及功能的必需营养成分遥 肠粘
膜上 Gln合成酶水平极低袁粘膜氨基酸代谢池中 Gln
的量少袁而粘膜蛋白质和细胞周转极快袁为维持肠道
粘膜结构和功能的正常袁 必须有足够的 Gln遥 此外袁
Douglas等渊1998冤研究表明袁Gln作为核酸生物合成的
前体和主要能源袁可促使淋巴细胞尧巨噬细胞分裂和
分化增殖袁增加细胞因子 TNF-B尧IL-4等的产生和磷
脂 mRNA合成袁具有重要的免疫调节作用遥
3援1 保护小肠粘膜

3援1援1 在全胃肠外营养(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袁TPN)
中的应用效果

TPN是指完全从静脉供应所需的全部营养要素袁
包括足够的能量尧必需氨基酸尧非必需氨基酸尧维生
素尧电解质及微量元素等袁使病人或病畜在不进食的
情况下仍可维持良好的营养状况遥

Liboshi 等渊1994冤报道显示,在大鼠 TPN 3凿 后即
出现肠道上皮萎缩和功能下降; TPN能减少肠道表面
的粘液,增加肠道对荧光素异硫氰酸盐标记的葡聚糖
(FITC 葡聚糖)的通透性,导致肠腔细菌移位,引起肠源
性败血症或多器官功能衰竭遥Alverdy(1985)研究发现袁
长期 TPN支持时可导致肠腔细菌和毒素易位袁 从而
诱发或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袁而添加 Gln能有效地改
善其负面影响遥 动物实验表明袁 在 TPN溶液中加入
Gln则肠粘膜重量和粘膜 DNA含量显著增加曰绒毛高
度和数量显著增加曰腺泡中有丝分裂细胞数量显著增
加袁可减轻肠粘膜萎缩遥

Parandare等渊1989冤报道袁TPN造成肠道损伤和粘
膜萎缩的因素除了肠腔缺乏底物尧食物胺类尧可发酵
纤维以及缺乏神经激素的变化外, 与 TPN 液中缺乏
Gln密切相关遥ODwyer等渊1989冤用含 Gln的 TPN喂养
的大鼠的空肠的重量尧DNA尧蛋白质含量尧粘膜厚度尧
绒毛高度均比含甘氨酸的 TPN 组增加遥 Daniele 等
渊2001冤通过对照试验证明袁给予含 Gln的 TPN或正常
的 EN 都能明显提高肠道缺血再灌注损伤后的生存
率袁而单纯 TPN会增加病死率遥

Ardawi渊1992冤对 Gln稳定性的研究结果显示,Gln
溶液在 4益条件下保存 5凿,其分解量甚微;在室温下,每
天降解 0.15豫遥Hulsteltal等渊1993冤在住院患者 TPN中
加入 Gly-Gln后观察 2周, 发现其肠粘膜通透性与传
统 TPN组相比明显下降, 绒毛高度的降低也明显减
轻, 并认为在为期 2周的 TPN中加入 Gln二肽 0.23g/
渊kg窑d冤具有防止肠粘膜萎缩的作用遥Manzurul Haqu-e
等渊1996冤在大鼠 TPN 中加入 Ala-Gln 二肽 7凿 后 ,大
鼠肠粘膜湿重尧绒毛高度尧隐窝深度尧蛋白和 DNA 含
量尧Gln酶活性与传统 TPN组相比均明显增加,而肠道
通透性则明显下降遥由于 Gln在水溶液中易分解,又不
能耐受高压消毒,故传统的 栽孕晕营养液中并不含 Gln遥
近年来已人工合成 Gln二肽, 如 Ala-Gln和 Gly-Gln,
因其在水溶液中稳定,能耐受高压消毒,进入机体后很
快分解释放 Gln,使 Gln在临床 TNP中应用成为可能遥
3.1.2 Gln对肠道粘膜上皮细胞基因表达的调控

Rhoads等 (1997) 在体外培养细胞的研究中观察
到 袁L -Gln 可增强小肠粘膜细胞 C -Fos尧C -Jun 的
mRNA的转录生成遥 谢建新等(2001) 发现在短肠大鼠
的全肠外营养液中添加 Gln袁 小肠粘膜上皮细胞 C-
Fos和 C-Jun的 mRNA表达量显著升高遥 C-Fos和 C-
Jun基因都是原癌基因袁其表达产物分别为 Fos和 Jun
蛋白袁是碱性亮氨酸拉链(basicleucine zipper)转录因
子 AP-1 的组成成分袁AP-1 转录因子是 Jun 蛋白和
Fos蛋白嵌合而成的二聚体复合物袁 其启动细胞相应
的增殖周期蛋白基因的表达袁 从而使细胞由 G1期进
入 S期袁从而促进细胞的增殖遥 因此袁Rhoads等(1997)
认为 Gln可增强小肠粘膜上皮细胞 C-Fos尧C-Jun基
因的表达袁从而促进肠粘膜细胞的分裂增殖袁有效防
止小肠粘膜萎缩的发生遥
3援1援3 降低应激时高代谢反应及维持氮平衡的作用

Kapadia 等渊1985冤报道袁在严重创伤尧烧伤尧大手
术等应激状态下袁 机体持续高分解代谢率袁 血液 G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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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升高, 体内 Gln减少, Gln 在细胞内的浓度下
降 50%,血浆的浓度也可下降 30%;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营养供给不足袁 很容易发生肠粘膜饥饿(intestinal
mucosal starvation)袁导致肠粘膜萎缩袁而后者又加重应
激代谢反应遥Salleh等(1991)在腹腔感染大鼠中观察到
含 Gln的 栽孕晕可改善氮平衡,减少肌肉细胞内 Gln的
下降,增加蛋白质的合成,提高生存率遥 Jones等渊1999冤
报道袁创伤后输人 Gln可维持血浆 Gln浓度和骨骼肌
Gln储备袁并且促进蛋白质合成遥 曲军等(1999)观察了
30 例腹部手术的病人, 实验组术后连续 6d 给予含
Ala-Gln二肽的 栽孕晕, 对照组给予不含 Gln的 栽孕晕,结
果实验组术后第 7d测定血浆 Gln的浓度为(619依143)
滋mol/l袁 高于术前测定值 (515依99) 滋mol/l和对照组
(527依112) 滋mol/l,并且实验组术后第 4天即转为正氮
平衡,对照组则始终处于负氮平衡遥 因此袁在创伤应激
时袁经肠内或肠外 Gln营养支持可维持肠粘膜结构和
功能袁减少骨骼肌蛋白质分解袁改善氮平衡袁降低应激
代谢反应(Parry-Ballings等袁1990)遥
3援2 减少肠道细菌易位

在一定条件下,肠道驻菌穿过粘膜上皮进入肠系
膜淋巴结渊MLN冤以及其它远处器官(肝尧脾尧肺尧肾等)
和血液,导致肠源性感染,称为肠细菌移位(bacterial鄄
translocation,BT)遥肠细菌移位的促发因素有院淤肠粘膜
受损,如粘膜损伤尧缺血尧萎缩等曰于肠道菌群紊乱,如
口服广谱抗生素尧肠梗阻等袁其中 G-杆菌入侵能力最
强,G+菌次之,而厌氧菌最差曰盂抗体免疫功能受损,包
括全身和肠粘膜免疫屏障破坏,如全身免疫疾病,长期
服用激素药物,肠肿瘤等遥 肠细菌移位的途径有 3条院
淤直接途径袁即肠道细菌通过破坏的肠粘膜直接进入
腹腔曰于血行途径袁即细菌通过血循门脉系统到达肝
脏和其它脏器曰盂淋巴途径袁即通过淋巴系统到 MLN
和以此到全身循环遥 其中主要为第 3条途径遥

Bruke 等渊1989冤研究了接受 TPN 的动物肠道免
疫功能的变化袁 发现没有加 Gln的动物胆汁中 S-IgA
的分泌下降了 50豫袁细菌大量粘附于粘膜表面袁肠系
膜淋巴结中有明显的细菌易位曰而在 TPN中加入 Gln
的动物胆汁中 S-IgA的水平明显增高袁细菌易位的发
生率从 58豫下降至 8豫遥 Bruke等还推测袁Gln除了作
用于 S-lgA的分泌外袁可能还直接影响肠系膜淋巴结
内巨噬细胞介导的杀菌活性遥 Fukatsu等渊1999冤发现袁
补充 Gln的小鼠在腹腔内注射内毒素后袁 其 IL-4和
IL-10的 mRNA表达不受影响曰 进一步研究发现袁未

添加 Gln组内胆汁中分泌性免疫球蛋白 A (S-IgA)分
泌下降 50豫袁细菌大量粘附于肠粘膜表面袁肠系膜淋
巴结中明显有细菌移位袁肠壁固有层中 IgA浆细胞尧T
淋巴细胞和 B淋巴细胞数也明显减少曰而添加 Gln后
胆汁中 S-IgA含量和肠道 T尧B淋巴细胞数量与正常
动物相比无显著差异袁肠道 S-IgA合成显著增加遥

Gianotti等在肠源性脓毒血症动物模型中给动物
口服 Gln袁结果明显降低了动物的细菌易位袁提高了存
活率遥 在人类袁Helton渊1994冤给骨髓移植患者 TPN中
补充 Gln可明显改善氮平衡并预防肠道细菌易位遥研
究其可能的原因袁主要是 Gln在保护肠道粘膜屏障的
同时也改善了肠道免疫功能袁促进了 S-IgA的分泌与
合成遥
3援3 维持免疫细胞的正常功能

机体的免疫细胞包括红细胞尧白细胞渊吞噬细胞
及淋巴细胞冤遥 1953年, 美国学者 Nelso发现哺乳红细
胞具有清除循环免疫复合物的作用遥 1979年 Fearon
等证实了红细胞的免疫粘附功能遥 Siegel渊1981冤尧李宏
全等渊2002冤提出了野红细胞免疫系统冶(RCIS)的新概
念袁明确提出了红细胞与白细胞一样具有重要的免疫
功能, 从而打破了红细胞只具有运输 O2和 CO2功能
的传统认识, 为免疫学界开辟了一个新领域遥 红细胞
具有识别和储存抗原尧清除循环免疫复合物尧加强吞
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和递呈抗原的作用袁增强 T 细胞依
赖反应遥 Susan等(1997)对猪供给 Gln 以后发现袁Gln
添加组白细胞数量和红细胞数量及血红蛋白浓度和

血细胞体积都显著高于未添加组曰红细胞对淋巴细胞
有调控作用并能增强其免疫活性遥 Gln 作为有效抗氧
化和清除自由基的物质袁通过影响红细胞数量尧形态
以及功能袁进而影响机体免疫力遥

吞噬细胞是巨噬细胞和粒细胞袁这些细胞在启动
和调节免疫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渊Clem等袁1985冤遥 关于
Gln 对吞噬细胞作用的影响袁Parry等渊1990冤用 125I 标
记的酵母细胞袁 在体外观察小鼠腹腔巨噬细胞摄取
125I 标记的酵母细胞能力袁 当培养液中 Gln的浓度大
于 0.03mmol/l时袁吞噬能力明显增强袁Gln的浓度超过
1mmol/l (相当小鼠血浆浓度) 时吞噬能力趋于饱和遥
Ikeda等渊2003冤鼠供给 2% Gln 袁可提高多形核嗜中性
粒细胞渊PMN冤的吞噬活力袁改善细胞渗出和 PMN 的
吞噬活力遥 对大鼠巨噬细胞的研究表明袁吞噬细胞能
够大量利用 Gln袁是由于其具有高活性的 GA袁其 GA
的活性是淋巴细胞的 4倍袁说明 Gln对吞噬细胞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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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遥巨噬细胞中 Gln 的代谢主要是以不完全氧化方
式进行的, Gln 分解成谷氨酸后, 通过天冬氨酸转氨
酶的转氨基作用袁而不是经过谷氨酸脱氢酶的氧化脱
氨基作用的袁产生 琢-酮戊二酸进入三羧酸循环曰丙氨
酸经天冬氨酸转氨酶的转氨基作用产生 琢-酮戊二酸
进入三羧酸循环(Mosk-ovitz等 1998)遥Gln为吞噬细胞
提供 ATP袁 为细胞合成 DNA 和 mRNA提供嘌呤尧嘧
啶尧 核苷酸生物合成的前体物质和氨基葡萄糖尧GTP
和 NAD+合成的氮前体物质遥

淋巴细胞主要参与机体特异性免疫反应袁其中 T
淋巴细胞是免疫系统的主要调节细胞袁它包括 T辅助
淋巴细胞渊CD4冤和抑制性淋巴细胞渊CD8冤遥Gln对维持
淋巴细胞的正常功能具有重要作用遥 研究发现袁淋巴
细胞中富含高活性的 Gln酶袁 且受到免疫刺激时袁酶
的活性增加遥Gln是淋巴细胞增殖所必需的袁培养基中
缺乏 Gln将抑制淋巴细胞对丝裂原刺激的应答能力遥
Alverdy 等渊1992冤报道袁给予不含 Gln的标准 TPN 的
实验动物袁 除胆汁中的 S-IgA减少外袁 肠固有层的
IgA+浆细胞尧CD4+淋巴细胞数也有明显减少曰 而在
TPN液中加入 Gln的动物袁其胆汁中的 S-IgA含量和
T尧B淋巴细胞的数量均与正常动物无差别遥 杨俊涛等
渊1999冤的研究发现袁给创伤大鼠补充外源性 Gln袁能明
显减轻免疫受抑程度 (包括增加创伤后 IL-2的产生尧
改善细胞膜 IL-2的 mRNA表达的受抑尧 减轻创伤对
T淋巴细胞增殖反应的抑制) 和缩短免疫受抑的持续
时间袁即伤后的大鼠给予外源性 Gln能明显改善细胞
免疫功能遥 Burke等渊1989冤研究发现袁Gln可能在 B细
胞转换为 IgA+B细胞袁再分化成 IgA+浆细胞的过程中
提供能源或蛋白质合成原料袁使其得以完成袁也可能
支持 T细胞产生细胞因子曰此外袁Gln也是肝细胞或肠
上皮细胞的底物袁促进 S-IgA转运遥

此外袁Newahole等渊1999冤研究报道袁Gln缺乏能明
显降低肠腔中 S-IgA含量袁与肠粘膜上分泌 S-IgA的
浆细胞数量减少有关曰同时还能严重影响肠粘膜固有
层和肠系膜淋巴结细胞的增殖和功能袁进一步降低肠
道的免疫功能遥 Gln补充能有效阻止 S-IgA分泌的降
低袁也充分证明 Gln在肠道免疫中的重要作用遥
4 Gln调节肠道结构和功能的作用机制

小肠是高度依赖和利用外源性 Gln 的组织遥
Klimberg等渊1990冤的研究发现袁在静脉或肠道内营养
中补充 Gln 具有防止或减轻肠粘膜萎缩与增强肠粘
膜免疫功能的作用遥 Gln可能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机制

来维持肠道完整性和功能遥
4.1 Gln 是肠道粘膜细胞的重要能源物质袁为诸如营
养物质转移和高效率的细胞内蛋白质周转等肠道

ATP 依赖性的代谢过程提供能源 (Burrin 和 Reeds袁
1997)曰同时袁高浓度的 Gln能为肠上皮细胞等增生细
胞在细胞分裂的增殖期提供合成嘧啶及嘌呤的充足

前体遥 Gln缺乏或利用率下降会降低肠上皮细胞的增
生而影响肠道功能曰缺乏 Gln的 EN袁可引起肠道相关
的淋巴组织萎缩袁集合淋巴小结内 T和 B淋巴细胞明
显减少曰在固有层内袁IL-4和 IL-10的 mRNA的减少
伴随着全肠道组织内 IL-4和 IL-10的减少遥已知 IL-
4和 IL-10是重要的 II型辅助性 T淋巴细胞 (Th2)一
类的刺激 IgA合成增加的细胞因子曰 其中 IL-4可刺
激 B细胞向 IgA+B细胞转化袁 而 IL-10可刺激 IgA+B
细胞进一步转化为成熟的 IgA分泌细胞袁二者的减少
和肠道 IgA水平降低密切相关渊Wu等袁1999冤遥由此推
断袁IL-4和 IL-10的减少袁 可通过使固有层细胞群萎
缩袁进而引起 IgA产生减少遥
4.2 小肠粘膜中存在广泛的氨基酸代谢袁 来源于食
物和血液的 Gln可经 P-5-C途径生成脯氨酸尧鸟氨酸
和瓜氨酸袁其中瓜氨酸可用于精氨酸的合成遥 鸟氨酸
(精氨酸尧谷氨酰胺和脯氨酸的产物)是多胺合成的中
间前体袁多胺则为肠上皮细胞繁殖尧分化和修补所必
需的曰而精氨酸为一氧化氮的生理前体袁一氧化氮在
调节肠道的血流尧完整性尧分泌和上皮细胞迁移中起
重要作用(Alican袁1996)遥研究证实袁内源精氨酸在绝大
多数哺乳动物包括人尧 猪和鼠中的小肠起主要作用遥
精氨酸对内分泌腺亦有较强的促分泌作用袁如促进垂
体分泌生长激素与催乳激素(邵继智等袁1999)曰生长激
素可促进粘膜增生袁 增加结肠质量与生物学力度袁生
长激素可调节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的形成遥而
IGF-1是一种广谱促分裂素袁能促进鸟氨酸脱羧酶与
多胺生物合成的限速酶的活性及细胞内 DNA尧RNA
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袁最终导致肠粘膜的增殖与分化
(Burrin等袁1996)遥

顾岩等渊2000冤研究了添加生长激素渊GH冤及 Gln
的肠外营养对短肠大鼠残存小肠代偿的作用遥分析表
明袁GH 与 Gln间存在协同作用, 小肠局部 IGF-1 的
mRNA表达在 GH组及 Gln组均增高袁 在 GH与 Gln
联用组增高最为明显遥联用 GH与 Gln袁显著促进 TPN
大鼠残余小肠代偿袁二者协同肠使粘膜上皮细胞增生
增加及凋亡抑制袁 与小肠代偿密切相关袁 小肠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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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F-1在 GH与 Gln协同作用的发挥中起重要介导作
用遥
4.3 Gln参与抗氧化剂还原型谷胱甘肽(Glutathione,
GSH)的合成袁补充外源性 Gln可提高 GSH水平遥 GSH
能抵抗氧自由基对生物膜的氧化损害袁改善细胞生存
状况渊Shenoy等袁1996冤遥 Kenneth渊2002冤研究发现袁当
肠粘膜处于低灌注和低血氧状态下袁内毒素性休克使
肠粘膜耗氧量增加袁这些均造成粘膜细胞缺氧和组织
酸中毒遥 在缺氧状态下袁肠道粘膜的黄嘌呤脱氢酶转
化为黄嘌呤氧化酶曰在有氧状态下再灌注后袁次黄嘌
呤在黄嘌呤氧化酶尧NADPH尧细胞色素尧P-450 还原酶
等催化下生成黄嘌呤袁O2转变为 O2-袁并衍生出一系列
的氧自由基遥 这些自由基,特别是高度活泼的 OH- ,可
导致脂质过氧化袁引起细胞或组织损伤袁从而破坏粘
膜结构遥 GSH 在细胞抗氧化损伤中起着极重要的作
用遥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lutathione peroxi2dase ,
GSH-px) 催化 GSH 和 H2O2 反应生成 H2O , 使得 O2
通过中间体 H2O2生成具有高度活性的膜过氧化剂袁
OH-这个链被打断,从而保护细胞免受 OFR渊氧自由
基冤 的毒性损伤遥
4.4 Gln可通过限制细胞因子的生成和炎症反应袁达
到保护肠粘膜结构和屏障功能遥 IL-4和 IL-10能影响
粘附分子的表达袁在正常水平下袁可抑制细胞间粘附
分子-1(ICAM-1)的表达遥而 ICAM-1通过中性粒细胞
(PMN) 和内皮细胞的相互作用对 PMN的活化起关键
的作用遥 肠外营养渊PN冤可增加肠道 ICAM-1的表达袁
并可以导致 PMN在肠道内积聚曰 缺乏 Gln的肠内营
养渊EN冤袁除增加肠道通透性外袁还可以增加肠道粘膜
或免疫细胞释放前炎症因子袁如 TNF-琢尧IL-1和 IL-6遥
这些细胞因子会加重全身炎症反应袁使这种恶性循环
进一步抑制肠道免疫监视作用袁并促进细菌移位遥 因
此袁Gln的改善作用还可能是通过减少这些前炎症因
子的释放袁以减少 PMN的活性和聚集遥
4.5 Gln可提高 Gln酶活力袁从而提高肠上皮细胞对
Gln的代谢利用而促进肠上皮细胞的增殖遥 Gln提高
Gln酶活性的机制之一在于其促进了肠粘膜细胞 Gln
酶基因的表达遥刘跃武等渊2001冤用大鼠化疗和肠外营
养模型研究 Gln 对肠粘膜细胞增殖的影响, 结果发
现袁与标准肠外营养组相比袁Gln组空肠粘膜细胞 Gln
酶基因的表达明显增加遥大鼠小肠大部切除后,以 Gln
二肽作为 Gln 供体的肠外营养增加小肠的 Gln 酶
mRNA的含量袁提示 Gln可能通过刺激 Gln酶基因的

表达袁以促进小肠粘膜细胞利用 Gln袁支持小肠粘膜细
胞的代谢和增殖曰加速有利于小肠粘膜细胞再生的蛋
白质因子渊如 IGF-1等冤的合成袁促进受损肠粘膜的修
复袁维持肠粘膜结构的完整(马永贤等 1995)遥
4.6 Gln可通过增强小肠粘膜上皮细胞 C-Fos和 C-
Jun基因的表达而促进肠上皮细胞分裂增殖袁 防止小
肠粘膜萎缩遥可能的一种机制是 Gln可通过刺激肝脏
和肠粘膜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渊IGF-1冤表达来促进肠
上皮细胞的增殖遥 IGF-1是一种对肠道细胞具有显著
促分裂作用的多肽生长因子曰体外细胞培养的研究发
现袁IGF-1 可以通过激活促分裂原激活的蛋白激酶
渊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s冤 信号途径袁
增强原癌基因 C-Fos和 C-Jun的表达袁促进肠粘膜细
胞的分裂增殖(Lo等袁1995)遥 Aliaga等渊1999冤研究发现
Gln的确能刺激提高 MAPKs的活性袁包括胞外调节激
酶渊extracellular regulated kinases,ERKs冤和 Jun核激酶
渊Jun nuclear kinases,JNKs冤,提高 P42MAPK和 P44MAPK
的活性袁 提高肠上皮细胞的增殖曰ERKs和 JNKs的磷
酸化能启动转录因子基因袁包括 C-Fos和 C-Jun的转
录遥 Rhoads等渊1997冤的研究发现袁Gln的浓度高于血
浆中的浓度能够提高肠粘膜中 ERKs 和 JUKs 的活
性遥激活的 ERKs磷酸化 EIK-1袁EIK-1转而结合原癌
基因 C-Fos的调控区袁启动其转录生成转录因子组成
蛋白 C-Fos遥
5 结语

综上所述袁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袁Gln在维持动物
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袁尤其
是在一些应激条件下袁加入外源 Gln可以明显改善动
物肠道结构和功能完整性袁 增强消化与吸收功能袁维
护肠粘膜细胞分泌 S-IgA的功能袁防止毒素和细菌移
位的发生袁提高免疫细胞的分泌量及其活性袁增强整
个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遥但由于 Gln对肠上皮细胞增
殖代谢的调节作用研究才刚刚起步袁其研究中还存在
许多疑问袁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遥 如 Gln提高 Gln酶基
因的表达活性的机制袁Gln通过何种途径促进小肠粘
膜上皮细胞 C-Fos和 C-Jun基因的表达曰Gln的这些
作用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遥 Gln对肠粘膜的保护作用
是单纯的器官或组织保护或还具有直接的细胞保护

作用目前尚不明了曰尚不清楚快速增殖细胞如肠上皮
细胞为何具有较高的 Gln摄入和代谢遥

（参考文献 68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张学智，mengzai007@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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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及其加工副产品是世界上最常用的食品和

饲料原料遥 大豆蛋白质品质较高袁大豆副产品要要要豆

粕是非常优秀的植物性蛋白质饲料原料袁一般在日粮
中的用量为 20豫耀25%遥 尽管如此袁大豆及其副产品中
含有的多种抗营养因子袁却严重阻碍了蛋白质和其它
营养物质的有效利用遥众多学者对大豆中的抗营养因
子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袁对抗营养因子也提出了很多
的分类方法袁目前主要倾向于根据热敏感度来对抗营
养因子进行分类遥
1 抗营养因子

1.1 热不稳定性抗营养因子

1.1.1 蛋白酶抑制因子

大豆中普遍存在的是胰蛋白酶抑制剂渊Trypsin
inhibitor,TI冤 和糜蛋白酶抑制剂 渊Chymotrypsin in鄄
hibitor,CI冤袁 前者起主要作用遥 胰蛋白酶抑制因子于
1944年被发现袁主要存在于大豆籽实的子叶中袁尤其
以子叶的外侧部分含量丰富袁 约占大豆蛋白的 6%遥
已发现的 TI至少有 5 种袁其中有两种已被提纯制成
结晶体袁分别为库尼兹抑制因子渊Kunitz,KTI冤与鲍
曼-伯克抑制剂渊Bowman-Birk,BBI冤遥 多数动物进食
生大豆或含有大豆胰蛋白酶抑制因子的日粮可引起

生长抑制袁 使胰腺的胰泡细胞体积增大 渊即胰腺肥
大冤和腺泡细胞数量增加渊即胰腺增生冤袁甚至产生腺
瘤等[1]遥
1.1.2 植物红细胞凝集素(Phytohemagglutinin,PHA)

凝集素由 Stillmark于 1889年第一次发现袁 当时
称之为血球凝集素袁直到 1954年 Boyd等才把这类物
质命名为渊外源性冤凝集素遥凝集素是由一类与糖蛋白
或碳水化合物结合能力极强的蛋白质组成袁有二维或
三维空间结构袁其分子含有一个或多个亚基袁不同品
种的豆类其凝集素含量和毒性不同[2]遥

凝集素能与肠黏膜的刷状缘相互作用袁束缚小肠
表面的碳水化合物袁引起肠壁破坏袁抑制消化曰另外也
增加大肠壁的通透性袁对免疫系统有毒害作用遥 凝集
素能被胃肠道酶消化袁对热也不稳定袁通过加热处理
可以失活[3]遥
1.1.3 抗维生素因子要要要脂肪氧化酶渊简称 Lox冤

抗维生素因子主要是脂肪氧化酶袁又称脂肪加氧
酶或脂肪含氧酶袁 是一类化学结构与某种维生素相
似袁能影响动物对该种维生素的利用或破坏某种维生
素而降低其生物学活性的物质遥 它具有专一催化作
用袁 催化具有顺-1袁4-戊二烯结构的多元不饱和脂肪
酸渊PUFA冤袁生成具有共轭双键的过氧化物[4]遥

研究发现袁 生成的过氧化物使维生素 B12的消耗
量增加袁出现维生素缺乏症袁尤其肉鸡反应相当敏感遥
另外袁脂肪氧化酶与脂肪反应生成的乙醛使大豆带上
豆腥味袁影响了大豆的适口性[5]遥目前已知的生大豆及
大豆制品中的抗维生素因子主要有 4种院抗维生素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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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尧抗维生素 D因子尧抗维生素 E因子和抗维生素
B12因子等遥
1.1.4 脲酶

一般脲酶并没有毒性作用袁 但在一定温度和 pH
值条件下袁生大豆的脲酶遇水迅速将含氮化合物分解
成氨袁引起氨中毒遥 脲酶活性通常用来判断大豆受热
程度和评估胰蛋白酶抑制剂活性遥
1.2 热稳定性抗营养因子

1.2.1 胃肠胀气因子

大豆中胃肠胀气因子主要成分为低聚糖渊包括棉
籽糖和水苏糖冤遥 由于人或动物缺乏 琢-半乳糖苷酶袁
所以不能水解尧吸收棉籽糖和水苏糖遥 它们进入大肠
后袁被肠道微生物发酵产气袁引起消化不良尧腹胀尧肠
鸣等症状[6]遥
1.2.2 大豆皂甙

大豆皂甙是存在于大豆及其它豆科籽实中袁是由
三萜类同系物的羟基与低聚糖分子中环状半缩醛上

的羟基失水缩合形成的五环三萜类化合物袁属三萜类
齐墩果酸型皂甙遥 大豆皂甙可使动物红细胞破裂袁引
起溶血袁还具有致甲状腺肿作用以及抑制一些酶的活
性遥
1.2.3 单宁

单宁属于水溶性的酚类化合物袁 主要与蛋白质尧
碳水化合物尧酶形成复合物干扰猪尧鸡消化过程袁降低
蛋白质的利用率曰与消化酶形成复合物袁使酶的活性
下降袁养分消化率降低袁影响适口性[7]遥
1.2.4 植酸

植酸又称肌醇六磷酸袁其化学简式为 C6H18O24P6袁
广泛存在于植物性饲料中袁含量在 1%~5%袁糠麸类含
量最多遥植酸的磷酸根部分可与蛋白质分子形成难溶
性的复合物袁 不仅降低蛋白质的生物效价与消化率袁
而且影响蛋白质的功能特性曰还可抑制猪胰脂肪酶的
活性袁影响矿物元素的吸收利用袁降低磷的利用率[8]遥
1.2.5 大豆抗原

大量研究表明袁断奶仔猪饲粮中的抗原引起肠道
的短暂过敏反应是断奶后腹泻的决定因素[9]遥 大豆中
存在抗原物质[10袁11]袁能引起仔猪肠道过敏性损伤袁进而
引起腹泻遥 大豆蛋白中的抗原成分有 4种院大豆球蛋
白渊Glycinin冤尧琢-伴大豆球蛋白渊琢-conglycinin冤尧茁-伴
大豆球蛋白渊茁-conglycinin冤尧酌-伴大豆球蛋白渊酌-con鄄
glycinin冤遥现已证实袁引起断奶仔猪和犊牛过敏反应的
主要抗原是大豆球蛋白和 茁-伴大豆球蛋白遥 大豆抗

原可导致血浆蛋白漏入肠腔袁绒毛萎缩和腺窝增生等
肠道损伤袁抗原的过敏反应是短暂的遥
2 抗营养因子的去除

大豆中抗营养因子是影响大豆蛋白源在饲料中

使用的主要因素袁要提高大豆蛋白源在饲料中的使用
量袁必须采取合适的措施进行处理袁使大豆抗营养因
子失活尧钝化遥目前袁世界范围内对降低或消除大豆蛋
白抗营养因子问题的研究在不断完善袁 通常采用物
理尧化学和生物学等方法进行钝化处理遥
2.1 物理处理

物理处理方法尤其是热处理技术对蛋白酶抑制

因子尧凝集素尧脲酶等热敏性抗营养因子有很好的钝
化效果袁也是目前研究最为深入尧应用最为广泛的钝
化技术遥
2.1.1 热处理

热处理主要分为湿热法和干热法遥湿热法包括蒸
汽加热处理和蒸煮加热处理等曰 干热法包括烘烤尧热
风喷射等[4]遥 其原理是通过加热使大豆中对热敏感的
抗营养因子活性降低或消除遥 另外还有膨化处理尧微
波处理以及辐射处理等遥
2.1.1.1 蒸汽处理

分常压和高压蒸汽处理两种院前者可使胰蛋白酶
抑制因子失活曰后者是研究加热对抗营养因子影响的
主要方法遥

常压加热的温度低袁一般在 100益以下袁常压处
理 30min左右袁大豆中的胰蛋白酶抑制因子活性可降
低 90%左右袁 而且不破坏赖氨酸的活性遥 高压处理
时袁加热时间随温度尧压力尧pH值及原料性质不同而
不同遥
2.1.1.2 浸泡蒸煮

先浸泡后加热可减少水溶性和可分散性的化合

物渊凝集素尧植酸尧寡聚糖冤袁消除程度根据温度尧浸泡
液类型而选择遥盐和碱通过改进细胞膜渗透性有助于
消除抗营养因子遥 这种方法较原始袁不适合大规模生
产曰生产成本也较高袁难以大范围推广曰且此法易引起
营养物质如可溶性蛋白和维生素的损失遥 因而袁一般
很少采用遥
2.1.1.3 炒烤与加压烘烤处理

工业上常采用加压烘烤袁滞留时间依压力和温度
而定遥 有人报道温度为 130~133益时袁压力为 2 500kPa袁
凝集素尧 有功能凝集素和胰蛋白酶抑制因子都能失
活遥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依据烘烤后大豆颜色的主观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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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来调整机械的设置条件袁因每批处理的工艺参数难
以保持稳定可能导致烘烤全脂大豆质量的较大变异遥
2.1.1.4 热风喷射钝化技术

是利用温度为 232~310益的热风喷射处理大豆的
工艺袁主要流程包括热风喷射尧保温尧辊片压片和鼓风
冷却等遥
2.1.1.5 膨化处理

原理是原料受到的压力瞬间下降而使其膨化导

致抗营养因子灭活袁这是对原料既加热又进行机械破
裂的过程袁可显著提高断奶仔猪对蛋白质等营养素的
消化率和改善仔猪的生长性能遥此方法可分为湿式膨
化和干式膨化袁用于仔猪饲粮中的常是膨化全脂大豆
和豆粕遥 有实验证明袁饲喂膨化豆粕日粮的仔猪比饲
喂脱脂奶粉日粮尧膨化全脂大豆日粮及豆粕日粮的过
敏反应低袁说明膨化加工可降低仔猪对大豆蛋白细胞
免疫反应的程度和血清中抗大豆球蛋白的抗体效价[12]遥
挤压膨化加工不仅是一个加热的过程袁使大豆的抗营
养因子失活袁而且可使细胞壁破裂袁提高养分消化率遥
随着挤压成本的降低袁设备功能的不断完善袁挤压加
工将逐渐取代烘烤尧蒸煮等工艺[13]遥 Li等通过一系列
实验发现膨化加工的大豆粕能降低仔猪血清中抗

Glycinin和 茁-conglycinin的 IgH效价袁并能减轻仔猪
对大豆蛋白的过敏反应程度[14]遥
2.1.1.6 微波处理

微波是一种频率很高渊30耀300MHz冤而波长却很
短渊0.001耀1m冤的电磁波遥当电磁波在介质内部起作用
时袁蛋白质尧脂肪尧碳水化合物等极性分子受到交变电
场的作用而剧烈震荡袁 引起强烈的磨擦而产生热袁这
种热效应使得蛋白质等分子结构发生改变袁从而破坏
大豆中的抗营养因子遥 微波加热可使物料受热均匀袁
热穿透力强袁工艺参数也容易控制遥
2.1.1.7 微粒化处理

这是利用红外线的辐射热处理豆科籽实的工业

方法袁 滞留时间约为 40耀90s袁 波长与表面温度有关
渊79耀90益冤袁 微粒化法已被成功地用于大豆胰蛋白酶
抑制因子和脂肪氧化酶的失活遥

普通加热法可有效去除不稳定性抗营养因子袁提
高蛋白质的利用率袁改善动物生产性能遥 但却无法去
除热稳定性的大豆抗原及胃肠胀气因子袁而且经常会
出现加热不足及过度等现象遥加热不足则抗营养因子
破坏不够曰加热过度则氨基酸利用率下降袁会降低蛋
白质的生物学效率遥

膨化法可以很好地去除热敏性抗营养因子袁而且
可以比普通热处理法更好地去除大豆抗原袁且可以使
细胞壁破裂袁所以提高了养分的消化率[15]遥
2.1.2 机械加工处理

机械加工包括粉碎尧去壳尧脱种皮等袁很多抗营养
因子主要存在于作物种子表皮层袁通过机械加工处理
使之分离袁即可大为减少抗营养作用遥 此方法简单有
效袁但除非找到废弃种皮的用途袁否则将提高饲料成
本[16]遥
2.2 化学处理

化学处理的原理为化学物质与抗营养因子分子

中的二硫键结合袁使其分子结构改变而失去活性遥 使
用的化学物质包括硫酸钠尧硫酸铜尧硫酸亚铁和其它
一些硫酸盐遥 近年来袁人们在用化学方法钝化抗营养
因子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遥 张建云等渊1999冤[17]研究
表明袁5%的尿素加 20%水处理 30d的效果最好袁胰蛋
白酶抑制剂活性降低 78.55%袁 饲料中加入适量蛋氨
酸或胆碱作为甲基供体袁可使单宁甲基化袁促使其排
出体外遥 侯水生等 渊1992袁1996冤 用偏重亚硫酸钠
渊Na2S2O5冤处理生豆粕袁可使胰蛋白酶抑制活性渊TIA冤
下降 44.5%遥 Sissons渊1984袁1989冤用 65%耀70%的乙醇
在 70耀80益下处理后袁大豆蛋白的抗原性可明显降低遥

化学方法对不同的抗营养因子均有一定的效果袁
可节省设备与资源袁 但最大的障碍是化学物质残留袁
影响饲料品质袁降低适口性曰且排出的脱毒液会污染
环境袁对动物机体也会产生毒害作用袁因此生产中不
应大量使用遥
2.3 生物学处理

生物学方法是通过添加适宜酶制剂或用微生物

发酵处理以分解大豆中的抗营养因子遥
2.3.1 酶制剂处理法

酶制剂有单一酶制剂和复合酶制剂遥在抗营养因
子的钝化研究中最具有应用价值的酶有植酸酶渊Phy鄄
tase冤尧纤维素酶渊cellulase冤尧木聚糖酶渊xylanase冤尧茁-葡
聚糖酶渊茁-glucanase冤尧甘露糖酶渊mannase冤尧果胶酶
等遥 植酸酶是应用最广泛的单一酶制剂袁能水解植酸
和植酸盐袁释放磷并使植酸抗营养作用消失曰复合酶
制剂可同时灭活多种抗营养因子袁 如由纤维素酶尧茁-
葡聚糖酶尧果胶酶尧阿拉伯木聚糖酶尧甘露聚糖酶组成
的 NSP酶渊非淀粉多糖酶冤袁就能对多种 ANF起作用袁
能最大限度发挥饲料作用[18]遥

但酶制剂易在加工过程中受高温尧高压及高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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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影响袁破坏蛋白质的四级尧三级结构袁甚至破坏其二
级结构渊熊先安等袁1999冤遥近年来袁各种酶制剂在饲料
中的应用日益增加袁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袁但对酶制
剂的耐受性尧稳定性以及影响酶制剂作用的外在因素
等问题应作进一步的研究与开发[19]遥 另外袁酶制剂处
理时袁添加酶的量要适量袁过量会扰乱消化道的正常
消化机能而产生不良作用遥
2.3.2 生物发酵处理

微生物在发酵过程中可产生水解酶尧发酵酶和呼
吸酶袁可以消除植物蛋白原料中的抗营养物质袁有利
于动物的消化吸收遥 另外袁微生物在发酵过程中还将
大部分动物不能直接利用的植酸等无机盐转化为细

胞中的有机盐袁不仅提高了利用率袁还可降低饲料中
总磷等的含量袁减少饲料对养殖环境的污染遥 发酵法
具有以下特点院淤可以有效地去毒曰于能对多种抗营
养因子产生去毒效果曰盂对营养组分体外降解袁大幅
提高各营养成分的消化吸收率曰榆发酵处理可明显提
高大豆的适口性袁有一定的诱食效果遥

采用独特的菌种和发酵工艺袁微生物发酵过程中
分泌的蛋白酶使大豆蛋白被分解成小分子蛋白和小

肽分子遥生物发酵过程中袁微生物大量增殖袁其结果不
仅提高了发酵大豆蛋白基料的蛋白质水平袁而且部分
大豆蛋白质发酵时转化为菌体蛋白袁这本身也改变了
大豆蛋白质的营养品质[20]遥

微生物发酵处理目前已有产品问世袁但对产品的
品质控制尧发酵工艺参数控制以及规模化生产方面良
莠不齐遥
2.3.3 发芽处理

植物中的 ANF袁如蛋白酶抑制因子尧凝集素尧单宁
等的作用是用来抵抗微生物尧昆虫尧鸟类及其它天敌
的破坏袁种子发芽后袁ANF被内源酶破坏遥根据这一原
理袁部分饲料的 ANF可通过发芽来处理袁且豆类的适
口性得到明显改善遥
2.3.4 育种法

通过植物育种途径袁 培育低抗营养因子或无抗营
养因子的植物品种遥通过育种袁提高家畜对抗营养因子
的耐受性曰 通过转基因培育能分泌消化抗营养因子的
品系袁达到消除抗营养因子对畜禽的抗营养作用遥这种
方法可以根本上除去抗营养因子,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产量低尧抗病害能力降低尧周期长尧投资大等遥
2.3.5 生物脱毒法

生物脱毒处理效率高袁且成本低袁没有残留问题袁

应用比较安全袁 对饲料营养成分的影响和破坏也较
小袁使营养物质更易被吸收袁是解决大豆抗原的发展
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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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延明等渊1996冤[1]第一次证实了从仔猪断奶到肥
育结束袁饲粮前期添加 1 200PU/kg和后期添加 1 000PU/
kg的微生物植酸酶袁可使猪的生长性能和骨骼发育得
到明显改善遥 植酸酶提高断奶仔猪渊Yi袁1996冤[2]尧生长
猪尧育肥猪的生产成绩袁主要是提高了动物对蛋白质尧
氨基酸和肽的消化吸收率遥而在不同能量饲粮研究植
酸酶对仔猪生长性能影响的报道极少遥本试验拟研究
高尧 低能量饲粮添加植酸酶对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袁
为植酸酶在饲料工业的合理应用提供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及试验饲粮

表 1 试验设计

植酸酶渊FTU/kg冤
有效磷渊%冤
消化能渊MJ/kg冤

5
0

0.36

试验 1
3
0

0.26
1
0

0.36
2

750
0.36

4
750
0.26

6
750
0.36

7
0

0.26
8

750
0.26

试验 2

14.27 12.8

处理组

进行 2个 2伊2因子代谢试验遥每个试验均设 2个
有效磷水平渊0.36%尧0.26%冤尧2个植酸酶添加水平渊0尧
750FTU/kg冤袁共 4个处理组袁每个处理组设 6个重复袁
每个重复 1头仔猪遥 试验设计见表 1袁 试验 1饲粮为

高能水平渊DE院14.27MJ/kg冤袁试验 2 饲粮为低能水平
渊DE院12.8MJ/kg冤袁基础饲粮参照 NRC渊1998冤猪营养需
要配制渊见表 2冤袁其它营养水平相同遥 每吨饲粮添加
300g活性为 2 500FTU/g植酸酶袁 则饲粮植酸酶活性
为 750 FTU/kg袁饲粮成本增加0.015元/kg遥

表 2 试验基础饲粮组成及养分含量

玉米
豆粕
膨化大豆
鱼粉
乳清粉
菜籽色拉油
食盐
磷酸氢钙
碳酸钙
盐酸赖氨酸
蛋氨酸
草粉
啤酒糟
预混料添加剂淤

总计
营养水平
DE渊MJ/kg冤
CP渊%冤
CF渊%冤
Ca渊%冤
TP渊%冤
AP渊%冤
Lys渊%冤
Met+Cys渊%冤
价格渊元 /kg冤

试验 1渊%冤
0.36%AP

64.84
18.75
6.00
3.00
3.00
1.80
0.30
0.72
0.90
0.27
0.02

0.40
100.00
14.27
18.03
2.35
0.81
0.57
0.36
0.95
0.53
1.90

试验 2渊%冤
原料 0.26%AP

65.77
18.56
6.00
3.00
3.00
1.53
0.30
0.17
0.98
0.27
0.02

0.40
100.00
14.27
18.03
2.36
0.71
0.47
0.26
0.95
0.53
1.88

0.36%AP
57.36
16.50
6.00
3.00
3.00
0.30
0.72
0.8
0.3
0.04
6.58
5.00
0.40

100.00
12.8

18.03
4.97
0.81
0.57
0.36
0.95
0.53
1.77

0.26%AP
57.35
16.40
6.00
3.00
3.00
0.30
0.16
0.85
0.3

0.04
7.20
5.00
0.4.0

100.00
12.8

18.04
5.17
0.71
0.47
0.26
0.95
0.53
1.76

注院1.预混料添加剂参照 NRC渊1998冤仔猪营养需要提供仔猪所需
的全部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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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用 48头长白伊荣昌杂交仔猪进行 2个 2伊2因子的生长试验，试验期 2周，每个试验均
设 2个有效磷水平（0.36%、0.26%）、2个植酸酶添加水平（0、750 FTU/kg），共 4个处理组，每个处理组
设 6个重复，每个重复 1头仔猪。试验 1为高能水平（DE：14.27 MJ/kg），试验 2为低能水平（DE：12.8
MJ/kg）。结果表明：在试验 1饲粮中添加植酸酶，仔猪平均日增重(ADG)、增重/代谢体重(GPW)、G/F分
别提高 8.1豫、6.4豫、3.6豫；每千克增重的饲粮成本 (CPG) 降低 3.1豫；降低饲粮有效磷水平后，ADG、
GPW、G/F 分别降低 1.5%、6.1%、3.5%；CPG增加 0.4% (P>0.05)。在试验 2饲粮中添加植酸酶，仔猪
ADG、GPW、G/F、分别提高 10.6豫、7.2豫、7.9豫；每千克增重的饲粮成本(CPG)降低 6.6%；降低饲粮有效
磷水平后，ADG、GPW、G/F分别降低 3.8%、3.3%、3.2%；CPG增加 3.0% (P>0.05)。由此表明，在本试验
条件下，饲粮中添加植酸酶能够提高仔猪的生长性能，降低仔猪生长的饲粮成本。

关键词 仔猪；植酸酶；有效磷；生长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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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2仔猪生长性能见表 4遥仔猪各项生长性能
指标的处理间差异也未达到显著水平袁 但从表观值
看袁饲粮中添加植酸酶后提高了仔猪的生长性能遥 由
表 4显示袁 添加植酸酶使仔猪日增重尧 增重/代谢体
重尧 日采食量尧 增重/耗料分别提高 10.6%尧7.2%尧

2.7%尧7.9%袁仔猪生长的饲粮成本降低 6.6%遥 降低饲
粮有效磷水平使仔猪日增重尧增重/代谢体重尧增重/
耗料分别降低 3.8%尧3.3%尧3.2%袁 仔猪生长的饲粮成
本增加 3.0%遥低磷渊0.26%AP冤饲粮添加 750FTU/kg植
酸酶后仔猪的生产性能相似于或高于高磷渊0.36%

1.2 试验动物及生长试验过程

试验 1选用体重约 9.2kg的长白伊荣昌杂交仔猪
24头袁驱虫尧注射疫苗后袁按性别随机分配到 4个处理
组中袁 每个处理 6头 渊6个重复冤袁 仔猪单栏饲养在
180cm伊60cm代谢笼曰试验 2所用仔猪杂交组合尧数量
和分组方法与试验 1 相同袁 但仔猪的起始体重约
16.9kg遥 每个试验生长试验期 14d袁定时渊8院00尧12院00尧
16院00尧20院00冤饲喂袁任意采食袁自由饮水袁预饲后空腹
称重进入正式试验期袁在试验最后 6d进行代谢试验袁
每千克代谢体重喂料 105g遥 代谢试验期收集全部粪尧
尿袁试验结束后禁食 12h空腹称重袁并采集前腔静脉
血样遥
1.3 测定指标

平均日增重尧平均日采食量尧增重/代谢体重尧增
重/耗料比尧增重/代谢能尧饲粮成本/增重遥

1.4 数据处理

计算平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D冤表示袁采用 SPSS 软
件渊10.0版冤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遥
2 结果与分析

试验 1仔猪生长性能见表 3遥 除高磷饲粮添加植
酸酶仔猪每千克代谢体重增重率显著高于低磷未添

加植酸酶基础饲粮组外袁仔猪其它各项生长性能指标
的处理间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遥 但由表 3显示袁饲
粮添加植酸酶使仔猪日增重尧增重/代谢体重尧日采食
量尧增重/耗料分别提高 8.1%尧6.4%尧2.4%尧3.6%袁仔猪
生长的饲粮成本降低 3.1%遥 降低饲粮有效磷水平使
仔猪日增重尧 增重/代谢体重尧 增重/耗料分别降低
1.5%尧6.1%尧3.5%袁仔猪生长的饲粮成本增加 0.4%遥低
磷渊0.26%AP冤饲粮中添加 750FTU/kg植酸酶后仔猪的
生长性能持平于或高于高磷渊0.36%AP冤饲粮遥

表 3 试验 1植酸酶对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植酸酶水平(FTU/kg)

0

起始体重 (kg)
结束体重 (kg)
平均日增重(g)
增重/代谢体重 (g/kg)
平均日采食量(g)
增重/耗料
饲粮成本 /增重 (元 /kg)

0.36
9.06依1.07

14.01依1.34
354.16依30.67

68.17依0.63
625.2依29.42

0.57依0.00
1.42依 0.09

0.26
9.30依0.61

13.85依0.84
324.99依27.48
61.06依0.49a

606.90依34.88
0.54依0.00
1.45依0.10

0.36
8.93依0.88
13.94依1.32

357.74依49.30
69.42依9.63b

612.7依27.17
0.58依0.00
1.40依0.27

0.26
9.68依1.28

14.95依2.47
376.42依96.67
68.14依13.39

648.74依77.29
0.57依0.00
1.38依0.20

750
饲粮有效磷水平 (%) 饲粮有效磷水平(%)项目

注: 1. 表中数据为平均数依标准差, n=6;
2. 每次试验同一行中肩标小写字母相同及未标记者表示差异不显著 渊P跃0.05冤袁 肩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渊P约

0.05冤袁肩标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极显著渊P约0.01冤遥 下同遥

表 4 试验 2植酸酶对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植酸酶水平(FTU/kg)

0

起始体重 (kg)
结束体重 (kg)
平均日增重(g)
增重/代谢体重 (g/kg)
平均日采食量(g)
增重/耗料
饲粮成本 /增重 (元 /kg)

0.36
16.72依1.61
22.07依1.65

382.15依34.03
46.47依0.55

846.99依61.61
0.45依0.01
1.57依 0.20

0.26
16.43依2.37
21.58依2.98

367.87依51.16
45.14依0.39

836.63依89.35
0.44依0.00
1.60依0.15

0.36
17.22依1.78
23.17依2.25

422.60依43.25
50.05依0.36

865.76依68.90
0.49依0.00
1.45依0.10

0.26
17.14依1.09
22.83依1.75

406.55依53.36
48.15依0.49

863.22依41.19
0.47依0.00
1.51依0.17

750
饲粮有效磷水平 (%) 饲粮有效磷水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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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冤饲粮遥
3 讨论

试验除试验 1 的高磷饲粮添加植酸酶使仔猪的
每千克代谢体重增重率显著高于低磷饲粮组外袁两个
试验组仔猪的各项生长性能指标的处理间差异均未

达到显著水平曰但提高了仔猪采食量尧平均日增重尧增
重/代谢体重比值袁降低仔猪增重的饲粮成本袁提高仔
猪生长性能袁其变化规律和改善幅度与 Lei等渊1993冤[3]

和张克英等渊2001冤[4]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遥由此表明袁
在高尧低能量饲粮添加植酸酶都能够提高仔猪生长性
能袁 但可能由于本次 2个试验的仔猪生长试验期短袁
使大部分仔猪生长性能指标的处理间差异未达到统

计显著水平遥
试验降低饲粮有效磷水平则降低仔猪生长性能袁

提高生长的饲粮成本袁低磷饲粮添加植酸酶后使仔猪
的生长性能达到 0.36%有效磷饲粮的水平袁 与 Lei
渊1993冤[3] 等许多前人研究者的结果相符遥 张克英等
渊2001冤[4]对有效磷为 0.36%尧0.26%仔猪饲粮的研究表
明袁降低饲粮有效磷后显著降低仔猪日增重尧采食量尧
饲粮利用率遥 降低饲粮有效磷可能影响机体磷的代
谢袁降低蛋白质的利用率袁从而降低动物的生产性能遥
由于试验 1尧试验 2 的仔猪初始重有所差异袁很难将
两次试验的生长性能指标的绝对数值进行比较袁但在
低能饲粮渊试验 2冤添加植酸酶后仔猪的各项生长性
能指标的平均改进率高于高能饲粮渊试验 1冤袁对本次
试验结果的解释为院 可能低能饲粮粗纤维含量高袁对
蛋白质有拮抗作用袁对养分利用有负效应[5]袁添加植酸
酶后对饲粮粗纤维和蛋白质利用率的改善幅度更大袁

促进动物生长遥
试验降低饲粮有效磷水平或降低饲粮能量水平

则降低仔猪的生产性能袁 增加仔猪增重的饲料成本遥
在饲粮添加植酸酶后袁 尽管饲粮单价成本有所上升袁
但由于饲粮添加植酸酶后明显提高饲粮养分利用率

和仔猪的生产性能袁 仔猪增重的饲粮成本明显下降袁
而且在低能饲粮改善效果更好袁降低仔猪增重的饲粮
成本 6.6%遥 由此说明袁低磷饲粮添加植酸酶可以使猪
的生产性能达到预期目的遥

综上所述袁在不同能量水平的饲粮添加 750FTU/
kg植酸酶可提高杂交仔猪生长性能袁降低仔猪增重的
饲料成本遥降低仔猪饲粮有效磷则降低仔猪的生长性
能袁增加仔猪增重的饲粮成本遥 0.26%AP的低磷饲粮
添加 750FTU/kg植酸酶袁仔猪的生长性能持平于或高
于 0.36%AP的高磷饲粮遥

参考文献

1 韩延明，杨凤，周安国，等.微生物植酸酶或麦麸对断奶到肥育阶
段猪的生产性能和骨骼发育的影响[J]. 畜牧兽医学报，1996,27(3):
207耀211

2 Yi Z,Kornegay E T,Ravindran V, Lindemann M D, et al.Effectiveness
of Natuphos R phytase in improving the bioavailabilities of
phosphorus and other nutrients in soybean meal-based semipurified
diets for young pigs[J]. J. Anim. Sci., 1996, 74（7）: 1 601耀1 611

3 Lei X G, Ku P K.Supplementing corn -soybean meal diets with
microbial phytase linearly improves phytate phosphorus utilization
by weanling pigs[J]. J. Anim. Sci., 1993,71(12): 3 359耀3 367

4 张克英，陈代文。饲粮中添加植酸酶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及蛋白

质、氨基酸和磷利用率的影响[J]. 动物营养学报. 2001(3):19耀24
5 杨凤.动物营养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3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试 验 研 究陈文等：不同能量饲粮添加植酸酶对杂交仔猪生长性能影响的研究

2005 年，我国畜牧业发展保持了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畜产品产量增加，质量安全水平提高，产业结构优化。目前，我国
农民人均收入净增部分来自畜牧业收入约占 40% 。2005年前三季度农民人均收入 2 450 元，其中畜牧业现金收入 456 元，
同比增长 19.6% 。我国畜牧业生产持续增长，预计 2005年肉、蛋、奶产量分别达到 7 650 万吨、2 860万吨和 2 845 万吨；畜
产品质量水平稳步提升，通过无公害畜产品产地认定的有 3 526 个，通过无公害认证的畜产品有 1 841 个，涉及企业 1 600
家；畜牧业结构布局逐步优化，猪肉产量增速趋缓，比重下降到 65% 以下，禽肉比重超过 20% ，牛、羊肉比重超过 15% ；畜
牧业规模化水平有所提高，生猪规模化养殖比重达到 34% ，肉鸡规模化养殖比重达到 74.2% ，全国各类规模化养殖小区达
到 4 万多个；饲料工业得到快速发展，产品结构日趋合理，预计全年饲料产量超过 2 600 亿元，产品产量突破 1 亿吨大关；
草原保护建设步伐加快，草原保留面积超过 4 亿亩，草原围栏面积超过 5 亿亩，禁牧面积超过 5 亿亩，草原植被得到初步恢
复，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饲料工业、畜产品加工业、兽药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吸纳了大量农村

劳动力。目前，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劳动力达 1 亿多人，相关产业的产值超过了 8 000 亿元。

年 我 国 畜 牧 业 增 长 势 头 良 好

窑信息采撷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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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异黄酮渊Soybean Isoflavone冤是一类天然的选
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袁具有雌激素和抗雌激素的双
重活性遥大豆异黄酮是大豆生长过程中形成的次级代
谢产物袁是一种混合物遥 目前发现的大豆异黄酮共有
12 种袁 主要包括大豆黄素 渊Daidzein冤尧 染料木素
渊Genistein冤尧6一甲氧大豆素 渊Glyciten冤3种游离型苷
元和它们的 9种葡糖苷渊刘建中等袁1999冤遥 1974年匈
牙利科学家首次将异黄酮用于饲料添加剂遥目前研究
表明袁大豆异黄酮具有营养重新分配尧提高蛋白质合
成效率尧减少腹脂沉积尧改善畜禽胴体品质的作用渊刘
燕强等袁1998冤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袁人们对食品质
量要求越来越高袁畜牧业生产中天然来源的饲料添加
剂愈加得到重视袁本试验旨在探讨肉鸡日粮中添加大
豆异黄酮对肉仔鸡生产性能和胴体品质的影响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和试验设计

试验选用 1日龄的艾维茵肉仔鸡 100 只统一育
雏袁21日龄袁 将试鸡随机分为 4个组袁 每组设 5个重
复袁各组试鸡初体重保证一致渊P>0.05冤遥 对照组喂基
础日粮曰试验玉组喂基础日粮+大豆异黄酮 3mg/kg曰试
验域组喂基础日粮+大豆异黄酮 6mg/kg曰 试验芋组喂
基础日粮+大豆异黄酮 9mg/kg遥 试验所用大豆异黄酮
是由山东某生物有限公司提供袁纯度为 90%以上遥
1.2 试验日粮

试验所用基础日粮为山东某饲料集团生产的肉

鸡料袁1耀21日龄饲喂全价配合颗粒饲料曰22耀42 日龄
饲喂 33%浓缩料+67%玉米配合饲料袁 实测饲料营养
成分院粗蛋白 20%尧钙 1.25%尧磷 0.62%遥
1.3 饲养管理

试验鸡采用笼养袁自由饮水和采食袁电热控温遥试
验期间按免疫程序进行免疫院7 日龄新城疫+传支
H120滴鼻点眼曰13 日龄法氏囊 2倍量饮水曰25日龄
法氏囊 2倍量饮水曰28日龄新城疫+传支 H52二联苗

大豆异黄酮对肉鸡生产性能和胴体品质的影响
王利华 王 光 代 菁 王丽云 孟庆国

王利华，莱阳农学院动科院，副教授，266109，山东省青
岛市城阳区春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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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试验选用 100只 21日龄 AA肉鸡，随机分为 4组，即对照组和 3个试验组，每个组设 5
个重复。对照组饲喂基础日粮，试验组在基础日粮中分别添加 3、6、9mg/kg的有效大豆异黄酮。试验结
果表明，肉鸡日粮中添加大豆异黄酮对肉鸡生产性能影响差异不显著（P>0.05）；31日龄试验组血清中
尿酸含量平均比对照组低 29.25%（P<0.05）；42日龄试验组腹脂垫重/体重比对照组平均低 9.50% （P<
0.05）。

关键词 大豆异黄酮；肉仔鸡；胴体品质

中图分类号 S816.7
Influence of soybean isoflavone on meat quality and production performance of the broilers

Wang Lihua, Wang Guang, Dai Jing, Wang Liyun, Meng Qingguo
Abstract In this experiment 100 AA broilers aged 3 week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4 treatments
with 5 repeats. Diets were supplied with 0,3,6,9mg/kg soybeans isoflavone respectively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soybean isoflavone on performance of the broilers. That can be concluded from the results
that performance had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eatments 渊P >0.05冤.Serum Uric acid of treatments
broiler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渊P<0.05冤at age 31. At the second period of the experiment
渊age 42冤, stomach fat/body weight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eatments 渊P<0.05冤.
Key words soybean isoflavone曰broiler曰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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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倍量饮水遥
1.4 检测指标及测定方法

试验期间袁 每周末清晨空腹称重并记录采食量袁
计算平均日采食量以及饲料利用率遥并在 31日龄尧42
日龄分别进行 2次屠宰试验袁 每个重复取一只鸡袁颈
静脉采血制成血清袁测定血清尿酸含量渊尿酸试剂盒
是由南京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冤袁 并称取测得左侧
腿肌重尧左侧胸肌重和腹脂垫重遥
1.5 统计分析方法

用 SAS System和 Microsoft Excel软件处理数据袁
试验数据采用 SAS软件的中的 Glm过程进行方差分
析袁 然后用 Duncan氏 SSR进行多重比较检验误差为
5%水平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豆异黄酮对肉仔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试验期内不同处理肉仔鸡平均体增重尧平均日采
食量尧饲料利用率情况见表 1遥

表 1 大豆异黄酮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项目
3耀4周龄
平均日增重渊g冤
平均日采食量渊g冤
料肉比
4耀5周龄
平均日增重渊g冤
平均日采食量渊g冤
料肉比
5耀6周龄
平均日增重渊g冤
平均日采食量渊g冤
料肉比

试验域组
58.58依4.89
117.38依5.91

2.01依0.11
65.56依7.27
153.37依2.92

2.36依0.23
55.69依2.63
117.40依2.63

2.11依0.12

对照组

55.27依3.11
122.06依8.47

2.22依0.20
64.01依4.47

153.53依11.70
2.40依0.20

54.22依1.79
125.32依11.52

2.32依0.25

试验玉组
57.26依7.23

129.88依5.75
2.29依0.20
65.93依6.90

159.11依11.01
2.43依0.32
55.43依3.90

123.64依6.73
2.23依0.05

试验芋组
52.86依14.30

126.78依11.20
2.50依0.50
65.44依7.04

150.35依5.82
2.32依0.32
52.19依7.10

118.81依4.93
2.31依0.27

注院因对照组与试验组差异均不显著袁故未加标注遥

由表 1可以看出袁在试验期间袁各处理组平均日
增重尧料肉比尧平均日采食量均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
日粮中添加 6mg/kg的大豆异黄酮有改善料肉比的趋
势遥
2.2 大豆异黄酮对肉仔鸡腹脂的影响渊见表 2冤

表 2 大豆异黄酮对肉鸡脂肪沉积的影响

项目
22耀31日龄
腹脂垫渊g冤
腹脂率渊%冤
32耀42日龄
腹脂垫渊g冤
腹脂率渊%冤

试验域组
16.44依3.16
1.11依0.61
40.89依5.17
2.13依0.24B

对照组

18.87依5.18
1.58依0.34
45.30依9.93
2.21依0.40A

试验玉组
20.73依5.49
1.24依0.74
34.54依6.41
1.74依0.16B

试验芋
17.45依3.07
1.37依0.22
39.73依8.29
2.13依0.37B

注院同一行肩标不同为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从表 2可以看出袁 试验前期腹脂率 渊腹脂重/活
重冤对照组和试验组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试验后期
腹脂率对照组和试验组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各试验组
之间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2.3 大豆异黄酮对肉仔鸡血清中尿酸的影响

两次屠宰试验取血清袁测得血清中尿酸含量见表 3遥
表 3 大豆异黄酮对肉仔鸡血清中尿酸的影响（mg/ml）
项目

31日龄
尿酸
42日龄
尿酸

试验域组
6.89依1.22AB

8.71依1.48

对照组

9.46依3.25A

7.67依0.79

试验玉组
7.10依1.16AB

7.14依1.13

试验芋组
6.09依0.45B

7.34依0.87
注院同一行肩标不同为差异显著渊P<0.05冤曰其余为不显著袁故未加
标注遥

由表3可以看出袁在 31日渊第 1次屠宰试验冤袁测
得尿酸对照组与试验组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试验组血
清中尿酸含量分别比对照组低 24.94% 尧27.17% 尧
35.62%袁 以日粮中添加 9mg/kg大豆异黄酮的效果为
最好遥
3 讨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日粮中添加大豆异黄酮对公母
混养的肉仔鸡的生产性能影响不显著渊P>0.05冤遥 一般
认为大豆异黄酮的促生长作用具有性别差异袁对雄性
动物的促生长作用明显遥石春桐等渊1986冤研究表明肉
仔鸡日粮中添加大豆异黄酮对鸡生产性能的影响具

有性别差异遥郭晓红等渊2004冤的研究也证实了饲料添
加大豆异黄酮对公母混养的肉仔鸡生产性能影响不

显著遥
本试验结果也证实大豆异黄酮在降低脂肪沉积

方面有显著的效果袁特别是在试验后期腹脂显著降低
渊P<0.05冤曰血清尿酸含量在前期试验组较对照组差异
显著渊P<0.05冤,说明大豆异黄酮在前期对蛋白质的积
累有显著的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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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作为一种优良的栽培牧草袁以其对气候和土
壤的广泛适应性和优良的营养饲用价值袁成为当前世
界范围内种植最广尧利用最多的牧草遥 鲜苜蓿经过人
工或自然方式干燥制得苜蓿干草袁具有丰富的营养价
值和较高的消化利用率袁 在畜牧养殖业中广泛应用遥
把苜蓿干草粉碎制成干草粉袁 营养成分含量为 CP
18%左右尧CF 25%左右尧NFE 35%左右遥其作为配合饲
料原料主要在奶牛尧肉牛等草食类家畜的饲粮中大量
应用遥 在奶牛日粮中袁其用量可占日粮比例的 50%左
右袁能获得奶牛良好的生产性能和繁殖性能袁与其它
粗饲料相比袁以苜蓿为粗饲料的奶牛不仅显著提高产
奶量和乳品质袁在其利用年限和体质状况尧免疫力等
方面都有显著的改善遥苜蓿粉在单胃动物饲养上也有
一定的应用遥

当前苜蓿干草的制作工艺袁先是对全株苜蓿通过
人工或自然方式干燥袁使水分含量在 17豫左右袁制成

干草或进一步粉碎制成草粉遥干燥方法主要有自然干
燥法和人工干燥法遥人工干燥法又分为常温鼓风干燥
和高温快速鼓风干燥遥 不同干燥方法得到的苜蓿干
草袁其营养价值含量是否有差别袁差别有多大成为当
前研究的热门遥 本试验采用几种不同的苜蓿干燥方
式袁对苜蓿进行分解截取袁不同部位分别干燥袁测定其
营养成分含量袁重新评定苜蓿粉的饲用价值袁为开辟
其新的利用途径提供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1援1 苜蓿样品采集与处理

苜蓿样品采自山东农业大学实验牧场袁割取二年
生现蕾期全株苜蓿袁留茬 5耀7cm遥 然后在实验室中袁一
部分截取上 1/3部分曰一部分为余下 2/3部分曰一部分
保持全株状态遥
1援2 试验设计

对苜蓿各部分分别取鲜样 20g袁 剪成 3耀4cm 长
度袁以 60耀65益烘干尧阳光自然晒干和室内自然风干 3
种条件制取风干样遥 记录初水分含量遥

取 20g 鲜样与上述 3 种风干样品一同在 100耀
105益下烘干测定 DM含量并记录袁每个样品重复 2次遥
将苜蓿测干物质剩余样品渊每个部分不少于 1 000g冤袁
剪成 3耀4cm长度袁每一部分样品平均分成 3份袁分别

不同干燥方法对苜蓿相同区段营养价值影响的研究
李兆勇 张桂国 宋树平 孙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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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取同一地块现蕾期紫花苜蓿，分成上 1/3、下 2/3和全株苜蓿 3部分样品，每种样品都分
别采用自然通风晒干、室内通风阴干和 60耀65益人工烘干 3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干燥。每个样品都进行
干物质、粗蛋白、粗脂肪、粗纤维等营养成分的测定，结果表明：粗蛋白含量以晒干方式的最高(P约0.05)；
苜蓿干草中粗脂肪类物质的含量受干燥中温度的影响较大，随温度升高粗脂肪含量有增大的趋势；苜

蓿不同的区段粗纤维含量均以风干干燥方式的最高(P约0.05)。
关键词 苜蓿；干燥方式；营养价值

中图分类号 S816.15
Study on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drying ways on the nutritive value of the same alfalfa part

Li Zhaoyong, Zhang Guiguo, Song Shuping, Sun Yi
Abstract Different parts of the blossom alfalfa in the same field (1/3 from the top袁2/3 from the root
and a whole plant ) were s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ree samples院Each sample was dried with three
ways院sun-dry袁air-dry and oven-dry in 60耀65益援 Nutrients were determined including dry matter袁crude
protein袁crude fat and crude fibre etc援The result showed院content of crude protein was the highest in sun-
dry (P<0.05)援 Content of fat was affected by the temperature袁and it rised as temperature rised援Content of
crude fibre from different part of the alfalfa was the highest in air-dry (P<0.05)援
Key words alfalfa曰drying ways曰nutritiv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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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阳光晒干尧 室内自然风干和 60耀65益烘干 3种
不同的方式进行干燥袁制取分析样品袁粉碎过筛袁以广
口瓶保存袁贴标签遥
1援3 测定指标及分析方法

1援3援1 测定指标

DM渊风干样尧鲜样冤尧CP尧NFE尧粗纤维尧灰分尧粗
脂肪遥
1援3援2 分析方法

各营养物质的测定方法参照叶饲料分析及饲料质
量检测技术曳渊杨胜袁1993冤遥

60耀65益烘干是在实验室以可调式干燥烘箱完
成曰自然晒干是在阳光充足的晴好天气袁气温在 17耀
30益袁风力 3耀4级条件下完成曰室内风干是在实验室
内不受阳光直接照射状况下完成袁 室温在 20益左右袁
有一定通风状况遥
1援4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利用 SPS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遥
2 结果与分析

2援1 苜蓿同一区段不同干燥方法对干物质含量影响

渊见表1冤
表 1 苜蓿同一区段不同干燥方式对干物质含量的影响（%）
苜蓿样品
苜蓿上 1/3
苜蓿下 2/3
全株苜蓿

自然风干
21.34依1.99a
20.99依0.70b
23.27依1.14

自然晒干
26.45依1.78b
27.18依5.16a
23.79依4.76

60耀65益烘干
21.80依0.63a
24.20依0.78ab
23.52依0.32

100耀105益烘干
24.50依0.27b
23.90依1.43ab
24.79依0.25

注院同行肩标小写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P跃0.05)袁小写字母不
同表示差异显著(P约0.05)袁下同遥

从表 1可以看出袁上 1/3苜蓿幼嫩部分以自然晒
干干物质含量最高袁达到 26.45豫曰100耀105益烘干直接
测定干物质和晒干差别不大(P跃0.05)曰而自然风干和
60耀65益烘干的样品干物质含量明显小于晒干样品
(P约0.05)遥

从结果可以看出袁在晴好天气状况下袁利用阳光
直接晒干的样品的干物质含量不低于高温烘干的样

品曰同时如果采用不很高的温度烘干牧草袁其干燥效
果可能还不如直接晒干效果好遥原因可能是直接暴露
晒干有良好的通风条件袁干燥很快曰而不太高的温度
渊本试验 60耀65益冤设施内通风条件较差袁所以干燥速
度并不快袁 导致营养物质的损失比自然晒干的还要
大曰自然风干的样品需要时间长袁在此期间因饥饿代
谢尧自体溶解等因素造成的营养物质损失多袁所以干
物质含量也低遥这与一般的牧草干燥理论和相关的研
究结论相一致遥

2援2 苜蓿同一区段不同干燥方式对粗蛋白含量影响

渊见表2冤
表 2 相同区段苜蓿不同干燥方式对粗蛋白含量影响（%）
苜蓿样品
苜蓿上 1/3
苜蓿下 2/3
全株苜蓿

风干
29.22依5.69
16.82依0.15c

22.54依0.23

晒干
29.11依2.03
20.81依0.99a
22.77依1.32

烘干
31.03依0.12
18.91依0.62b
23.73依9.37

从表 2可看出袁苜蓿上 1/3的幼嫩部分在不同干
燥方式下粗蛋白含量无明显差异(P跃0.05)曰但下 2/3部
分在不同干燥方式下粗蛋白含量两两差异显著 (P跃
0.05)袁粗蛋白含量以晒干方式下最高袁60耀65益烘干状
态下次之袁风干状态下的粗蛋白含量最低遥

从结果可以看出袁 当苜蓿鲜草中含幼嫩部分较
多时袁干燥方式对粗蛋白含量影响不明显 (P跃0.05)曰
但当鲜苜蓿是以茎秆为主的下半部分时袁 干燥方式
对其蛋白含量有明显影响(P约0.05)遥 这可能是由于茎
秆本身的干燥速度慢袁在自然风干状态下袁造成在干
燥的饥饿代谢过程中营养物质损耗多曰 幼嫩部分蛋
白含量高且干燥速度快袁因此袁干燥速度对其影响不
明显遥
2援3 不同干燥方法对苜蓿相同区段粗脂肪含量的影

响渊见表 3冤
表 3 不同干燥方式对苜蓿相同区段粗脂肪含量影响（%）
苜蓿样品
苜蓿上 1/3
苜蓿下 2/3
全株苜蓿

风干
8.25依0.19b

8.39依0.10b
8.47依0.27b

晒干
9.93依0.22a

8.95依0.83ab

9.03依0.24a

烘干
10.32依0.47a

9.64依0.45a

9.09依0.16a

从表 3可以看出袁苜蓿上 1/3幼嫩部分粗脂肪含
量在风干尧 晒干和烘干 3 种方式下有逐渐升高的趋
势曰风干状态下干草粗脂肪含量明显低于晒干和烘干
状态下得到的干草粗脂肪含量(P约0.05)曰晒干和烘干
两种方式下的粗脂肪含量差异不明显(P跃0.05)遥 全株
苜蓿不同干燥方式下粗脂肪含量表现出与上 1/3部
分同样的规律遥 而以茎秆为主的苜蓿下 2/3部分粗脂
肪含量也是在风干尧晒干和烘干 3种方式下有逐渐升
高的趋势遥 由此可以看出袁苜蓿干草中粗脂肪类物质
的含量受干燥中温度的影响较大袁随温度升高粗脂肪
含量有增大的趋势遥这个规律在苜蓿鲜草以茎秆为主
的下 2/3部分更为明显遥
2援4 不同干燥方式对苜蓿相同区段粗纤维含量影响

渊见表 4冤
从表 4可以看出袁苜蓿不同的 3个区段粗纤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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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均以风干干燥方式下最高袁显著高于另外两种干燥
方式下的纤维含量(P约0.05)遥苜蓿上 1/3部分粗纤维含
量在晒干状态下明显高于烘干状态下(P约0.05)曰而全
株苜蓿和下 2/3 部分苜蓿两个区段在晒干和烘干两
种方式下粗纤维含量差异不大(P跃0.05)遥
表 4 不同干燥方式对苜蓿相同区段粗纤维含量影响（%）
苜蓿样品
苜蓿上 1/3
苜蓿下 2/3
全株苜蓿

风干
15.64依0.43a

25.52依0.01a

23.74依1.82a

晒干
13.66依0.71b

21.37依1.96b

19.97依0.56b

烘干
10.73依0.58c

22.67依1.05b

18.39依0.96b

由结果可以看出袁 烘干处理是把鲜样直接放在
60耀65益下进行烘干袁在此温度下细胞很快死亡袁使细
胞中的果胶尧 细胞原生质成分在细胞壁的沉积量小袁
细胞壁纤维化程度低遥 晒干状态在 30益左右的温度袁
细胞需要一段时间死亡袁 原生质成分有一定的沉积袁
细胞壁有一定的纤维化遥 而风干处理是在室温下进
行袁细胞存活时间长袁在自体溶解期很多细胞原生质
和果胶类物质都沉积到细胞壁袁使细胞壁变厚袁纤维
化增大遥 同时还可以看出袁越是幼嫩的部分延长细胞
死亡时间袁越会导致细胞壁纤维化增大遥
3 结论

3.1 在晴好天气的状况下渊光照强尧通风良好冤袁自然
晒干的苜蓿干草总干物质含量高于阴干和低温烘干

渊60耀65益冤样品袁与 100耀105益烘干样品总干物质含量
相当(P跃0.05)遥
3.2 当苜蓿鲜草中含幼嫩部分较多时袁 干燥方式对
粗蛋白含量影响不明显(P跃0.05)曰但当鲜苜蓿是以茎
秆主的的下半部分时袁干燥速度对其蛋白含量有明显
影响(P约0.05)遥 本实验中在良好天气状况下直接晒干
的样品粗蛋白含量高于风干和低温渊60耀65益冤烘干样
品遥
3.3 苜蓿干草中粗脂肪类物质的含量受干燥过程中

温度的影响较大袁随温度升高粗脂肪含量有增大的趋
势袁这个规律在苜蓿鲜草以茎秆为主的下 2/3部分更
为明显遥
3.4 苜蓿不同的区段粗纤维含量均以风干干燥方式

下最高袁而且显著高于另外两种干燥方式下的纤维含
量(P约0.05)遥 而晒干和低温烘干对粗纤维含量的影响
差异不大遥
3.5 综合本研究结果袁 认为在我国目前无法进行高
温瞬时干燥的条件下袁选择良好天气状况下的自然晒
干袁是比较理想的干燥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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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毒素对粮食饲料的污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

题袁我国因是农业大国和人民以谷物为主食的饮食习
惯袁使真菌毒素的污染问题显得更为突出遥 黄曲霉毒
素是真菌毒素的重要代表之一袁 对世界上 30多个国
家和地区进行的调查表明袁危害程度排在第一位的是
黄曲霉毒素遥 它是由黄曲霉尧寄生曲霉和集峰曲霉产
生的一组结构类似的化合物 [1]袁 均为二呋喃香豆素
渊difuranocoumarin冤的衍生物遥虽然黄典霉毒素渊AF冤的
衍生物有 20 多种袁 目前已分离鉴定出的 AF 包括院
AFB1尧AFB2尧AFG1尧AFG2尧AFM1尧AFM2尧AFP1尧AFQ尧AFH1尧
AFGM尧AFB2a和毒醇等 12种袁但天然污染粮油食品的
AF 是 B 组和 G 组两大类袁 即 AFB1尧AFB2尧AFG1 和
AFG2遥 黄曲霉毒素的毒性袁致突变及致癌作用已得到
明确证实遥 它由强到弱的顺序依次为 AFB1> AFG1>
AFM1>AFB2>AFG2[2]遥 欧盟的黄曲霉毒素的限量标准
AFB1是 4滋g/kg遥

霉菌毒素的检测定量一直是个难点袁目前黄曲霉
毒素检测的国标方法有薄层色谱法尧 酶联免疫法尧免
疫亲和柱净化高效液相色谱法遥 薄层色谱法操作繁
琐尧污染大尧定量差尧耗时长曰而酶联免疫法虽操作简
单尧灵敏度高袁但特异性差曰免疫亲和柱高效液相色谱
法是柱后衍生法袁它对于高黄曲霉毒素含量的样品偏
差较大遥且柱后衍生不普及,给使用带来不便遥本文所
述方法用 MycoSepTM226净化柱快速净化袁高效液相柱
前衍生法简单方便袁灵敏度和特异性高袁又能避免氯
仿等有毒试剂的使用,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好方法遥 这

种方法袁在国际上不少试验室已得到确认袁还被作为
AOAC的官方方法[3袁4]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和仪器

乙腈渊色谱纯冤尧甲醇渊色谱纯冤尧叠氮化钠渊分析
纯冤尧去离子水尧MycoSepTM 226净化柱渊从新加坡罗马
实验室购买冤尧Waters2695 高效液相色谱仪尧2475 荧
光检测器遥
1.2 标准品的准备

标准品包括了黄曲霉毒素 B1尧G1尧B2尧G2各单一标
准液和混合标准液 (均从新加坡罗马实验室购买)袁溶
剂为乙腈袁黄曲霉素混合标准液的浓度为 2滋g/ml B1尧
G1以及 0.5滋g/ml B2尧G2遥 单一标准液用来确定各自的
保留时间袁具体工作用混合标准液是将所提供标准液
稀释 10倍袁用微量注射器分别取 5.0尧10.0尧20.0尧25.0尧
40.0尧50.0滋l稀释标准液 (具体浓度为 200ng/ml的 B1尧
G1曰50ng/ml的 B2尧G2)袁和样品一样蒸干袁用三氟乙酸衍
生袁定容于 0.2ml流动相袁故所得进针的浓度分别是院
B1尧G1 为 5.0尧10.0尧20.0尧25.0尧40.0尧50.0ng/ml曰G2尧B2 为
1.25尧2.5尧5.0尧6.25尧10.0尧12.5ng/ml遥
1.3 样品

实验所用样品包括玉米尧小麦等袁由广州市郊饲
料厂提供遥取代表样品 5kg袁粉碎袁充分混合均匀袁四分
法缩至 500g遥 因霉菌毒素分布不均匀袁充分混合非常
重要袁必要时取样量加大渊有地方建议取 15kg冤遥
1.4 样品的提取和净化

使用粉碎机将样品研细袁称取 25g研细样品置于
250ml的烧瓶或搅拌瓶中遥 加入 100ml乙腈-水渊体积
比 8416冤溶液遥在旋转震荡器上震荡 1h遥用漏斗尧定
性滤纸将其过滤到样品瓶中遥转移 8ml样品提取液至

用 MycoSepTM净化柱和高效液相色谱法
对谷物中黄曲霉毒素 B1、G1、B2、G2的测定

朱孟丽

朱孟丽，广州市农业标准与监测中心，510315，广州市新
港东路 127-129号。
收稿日期：2005-11-28

摘 要 用一种快速方便的 MycoSepTM净化柱和高效液相色谱法对谷物中黄曲霉毒素 B1、G1、B2、
G2进行测定。样品经乙腈-水(体积比 8416)提取，提取液通过 MycoSepTM226净化柱净化、浓缩，三氟
乙酸（TFA）柱前衍生，C18色谱柱分离，荧光检测器检测，外标法定量。对添加两个浓度黄曲霉毒素的
玉米样品进行加标回收实验，4种毒素的回收率均在 90.44%耀101.23%之间，B1、G1、B2、G2的最低检测限
分别为 2.0、1.0、0.5、0.5ng/kg。实验结果表明，此法不仅定量准确，精密度高而且操作极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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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试管袁用 MycoSepTM 226净化柱向试管内推进袁推
出大约 4ml的净化液渊具体过程见图 1冤袁转移 2ml已

净化的提取液至洁净的棕色瓶 遥 在水浴 60益条件下
用氮气吹干遥

1.5 柱前衍生及液相色谱条件

向剩余物中加入 200滋l正己烷尧100滋l三氟乙酸袁
立即旋紧盖子遥 涡旋 30s袁在 40益烘箱中衍生 15min袁
室温下氮气吹干混合物袁 用 200滋l水-乙腈 渊体积比
8515冤溶解残余物并涡旋 30s袁将其转移到 1.5ml的
离心试管中以 10 000r/min的速度离心 5min袁 把已经
制备净化好的 150滋l样品液转移到 HPLC样品瓶袁进
样 25滋l遥 液相色谱条件见表 1遥
2 结果与讨论

2.1 4种黄曲霉毒素的分离情况

表 1 液相色谱条件

项目
色谱柱
流动相
流速
检测器
柱温
进样容积
波长

条件
Waters PAHC18 (4.6mm伊150mm, 5滋m)
水-乙腈渊体积比 7822冤
0.5ml/min
荧光检测器
30益
25滋l
Ex 360nm Em 440nm

取 50滋l黄曲霉毒素混标工作溶液 (浓度为 B1尧G1
200ng/ml曰G2尧B2 50ng/ml)于棕色瓶内袁吹干袁衍生袁流动
相定容袁 经液相色谱分离得出的标准色谱分离见图

图 1 样品处理程序

包装盒内的MycoSep柱 移取萃取样品至培

养萃取样品的管中

将MycoSep柱推入装有未处

理萃取样品的管中

图 2 黄曲霉毒素标准溶液色谱分离

1 300.00
1 200.00
1 100.00
1 000.00

900.00
800.00
700.00
600.00
500.00
400.00
300.00
200.00
100.00

0

时间渊min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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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遥 黄曲霉毒素 G1尧B1的浓度为 50ng/ml;G2尧B2的浓度
为 12.5ng/ml遥
2.2 标准曲线及回归方程

按实验方法进行测定袁4种黄曲霉毒素的标准曲
线尧回归方程及检出限渊按 3倍信噪比计算冤的测定结
果见图 3和表 2遥

2.3 样品的加标回收实验

取玉米样品一份袁分别做两个浓度的加标回收实
验遥 具体做法是院取 8ml黄曲霉素空白样的提取液,分
别加 10滋l和 25滋l黄曲霉素混合标准液 渊1 000ng/ml

黄曲霉素 B1尧G1以及 250ng/ml黄曲霉素 B2尧G2冤 作为
加标遥 经过和样品一样的处理,得出其最后的理论浓
度见下式遥
淤B1尧G1浓度院

表 2 回归曲线的基本参数

项目
黄曲霉毒素 G1
黄曲霉毒素 B1
黄曲霉毒素 G2
黄曲霉毒素 B2

回归方程
=1.62e+005 -5.22e+004
=4.21e+005 -8.30e+004
=2.34e+005 -6.55e+003
=4.70e+005 -9.56e+003

范围 (ng/ml)
5.0耀50
5.0耀50

1.25耀12.5
1.25耀12.5

相关系数
0.999 523
0.999 808
0.999 830
0.999 794

检出限
1.0
2.0
0.5
0.5

图 3 4种黄曲霉毒素的标准曲线

8伊106

6伊106

4伊106

2伊106

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Name院G1曰RT院6.568曰Fit Type院线性渊一阶冤曰Cal Curve ld院1685曰R院
0.999 523曰R2院0.999 046曰Weighting院 无曰Equation院 =1.62e+005 -
5.22+004

含量渊ng/ml冤

2.5伊107

2.0伊107

1.5伊107

1.0伊107

5.0伊107

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Name院B1曰RT院7.649曰Fit Type院 线性 渊一阶冤曰Cal Curve ld院1686曰R院
0.999 808曰R2院0.999 615曰Weighting院 无曰Equation院 =4.21e+005 -
8.30e+004

含量渊ng/ml冤

3.5伊106

3.0伊106

2.5伊106

2.0伊106

1.5伊106

1.0伊106

5.0伊105

0.0
-5.0伊105

0 2 4 6 8 10 12

Name院G2曰RT院12.364曰Fit Type院线性渊一阶冤曰Cal Curve ld院1687曰R院
0.999 830曰R2院0.999 659曰Weighting院 无曰Equation院 =2.34e+005 -
6.55e+003

含量渊ng/ml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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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伊105

0.0
-1伊106

0 2 4 6 8 10 12

Name院B2曰RT院16.661曰Fit Type院线性渊一阶冤曰Cal Curve ld院1688曰R院
0.999 794曰R2院0.999 588曰Weighting院 无曰Equation院 =4.70e+005 -
9.56e+003

含量渊ng/ml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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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ml伊1 000ng/ml)/8ml伊(2ml/0.2ml)=12.5ng/ml曰
(0.025ml伊1 000ng/ml冤/8ml伊(2ml/0.2ml)=31.25ng/ml遥

于B2尧G2浓渡院
(0.010ml伊250ng/ml)/8ml伊(2ml/0.2ml)=3.125ng/ml曰
渊0.025ml伊250ng/ml冤/8ml伊(2ml/0.2ml)=7.812 5ng/ml遥
回收实验结果见表 3遥

表 3 样品加标回收实验（n=5）

黄曲霉毒素 G1
黄曲霉毒素 B1
黄曲霉毒素 G2
黄曲霉毒素 B2

第二浓度

0
0
0
0

第一浓度
加入量

12.5
12.5
3.125
3.125

测定值
12.12
12.43
3.08
3.143

回收率
96.96
99.44
98.56

100.58

加入量
31.25
31.25

7.812 5
7.812 5

测定值
30.286
30.270
7.946 1
7.336 0

回收率
96.92
96.86
101.71
93.90

组分 本底值

2.4 精密度实验

按实验方法进行样品处理袁对同一样品连续测定
5次袁测量结果见表 4遥

表 4 方法精密度实验结果(n=5)
项目

黄曲霉毒素 G1
黄曲霉毒素 B1
黄曲霉毒素 G2
黄曲霉毒素 B2

平均值 (滋g/kg)
11.48
10.13
3.21
2.68

标准偏差 S
0.141 2

0.096 34
0.050 08
0.047 70

RSD(%)
1.23

0.951
1.56
1.78

2.5 样品调查

从市面上抽取 10份玉米样品, 按此实验方法进
行处理袁结果为未检出黄曲霉毒素遥此方法简便易行尧
快速准确尧灵敏度高尧检测限低袁适合大批量检测袁值
得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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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乙酸钠袁简称 SDA袁分子式为 NaH(CH3COO)2袁
无水物相对分子质量为 142.09Da袁 白色吸湿性晶体袁
略有醋酸气味袁易溶于水(1g/ml)和乙醇袁150益分解袁熔
点为 96益遥 1982 年 SDA 被美国 FDA 承认并通过
GRAS资格袁同年美国联邦政府按人类直接食用的食
品添加剂的产品类别为其颁发注册号遥 1987年联合
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批准 SDA在
食品中作防腐剂使用袁 并制定了 SDA 的质量标准
(FAO/WHO袁1987)袁现行 1994版遥 1988年德国禁用丙
酸及其盐作面包及食品的防腐剂袁 推荐用 SDA作防
腐抑菌剂遥 1989年我国正式批准 SDA作为食品防腐
剂使用袁 国家标准 GB 2760-89袁1996 年修订为 GB
2760-1996袁 是我国正式批准使用的 26种食品尧14种
饲料的防霉防腐剂之一遥

SDA 具有高效防霉尧防腐尧保鲜尧增加营养价值
等功效袁应用安全性极高遥 作为防霉保鲜剂袁SDA具
有较强的杀菌能力袁适用于所有粮食作物尧混配饲料
及其原料曰其防霉效果优于同剂量的丙酸钙袁而价格
比丙酸钙低曰 它还与山梨酸及其盐类有很好的协同
防霉作用遥 作为饲料酸化剂和营养配料袁SDA可增加
动物对饲料的适口性袁调节肠胃中 pH 值袁促进有益
微生物的增殖曰使饲料中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的利用率
增加袁降低饲料消耗袁提高奶牛的产奶量尧牛奶的乳脂
率曰还能提高育肥猪的增重速度和瘦肉率袁母猪的产
仔数尧蛋鸡的产蛋率尧鱼的生产性能等曰并能防止仔猪
腹泻袁控制和治疗火鸡的出血性肠炎袁防治鱼类的细
菌性疾病和净化水质遥
1 SDA的作用机理

自然状态下袁SDA 会缓慢地释放出小分子有机
酸要要要乙酸遥 乙酸分子与类脂化合物的相溶性较好袁
当乙酸透过细胞壁(不解离的乙酸比离子化的乙酸能
更有效地渗透霉菌组织的细胞壁)袁 以干扰细胞间酶
的相互作用袁使细胞内蛋白质变性袁从而起到抗菌作
用遥 使用 SDA既保持了乙酸的杀菌性能袁又不致因酸
性太大而导致饲料适口性变差遥 故 SDA能防止贮藏

的食品和饮料发霉尧腐败袁从而具有防腐尧保鲜效果遥
乙酸是参与动物能量代谢的重要物质遥乙酸在消

化道被吸收袁 由血液输送到代谢组织的细胞浆中袁在
乙酰辅酶 A合成酶催化下转化成能量代谢的重要野枢
纽冶物质要要要乙酰辅酶 A遥 它是糖尧脂肪酸尧氨基酸分
解代谢进入呼吸链的活性物质形式袁上述物质之间还
可以通过它相互转化遥 因此袁SDA有促进动物机体物
质代谢的作用遥乙酸是反刍动物合成脂肪的主要前体
物质遥由于反刍动物 ATP-柠檬酸裂解酶活性很低袁只
能由葡萄糖提供有限数量的乙酰辅酶 A用于合成脂
肪酸袁然而反刍动物脂肪组织中乙酰辅酶 A合成酶活
性非常高袁可迅速把乙酸转化为乙酰辅酶 A袁进而转
变为脂肪酸及脂肪遥 因此饲喂 SDA可以提高乳脂率遥

SDA对人和动物具有非常爽快的醋酸味袁与某些
甜味剂可以配伍成适口性极好的饲料调味剂遥 由于
SDA在消化道中可解离出 H+离子袁 故还可作饲料酸
化剂袁调节胃肠中 pH值袁激活胃蛋白酶袁抑制有害微
生物增长袁有助于正常菌群的增殖袁提高动物的抗病
能力和生产性能遥
2 SDA的特性
2.1 营养性

能够增加饲料的营养价值是 SDA 的独有特性遥
在动物生产中袁添加 SDA的饲料可以降低料肉比袁提
高猪的瘦肉率和牛奶乳脂率袁 从而提高饲料报酬遥
SDA用于牧草青贮防腐袁 可提高牧草中蛋白质的利
用率遥
2.2 适口性

在食品中 SDA不仅可起防腐剂作用袁 还起优良
螯合剂作用袁可延长食品保存期曰同时改善尧维持食品
风味遥 饲料中 SDA的酸味掩盖了添加的合成药物及
多种微量元素的不适气味袁使许多畜禽更喜爱食用含
SDA的混合饲料袁从而提高采食量和日增重袁大大提
高投入产出比遥
2.3 高效性

在新收割的粮食或饲料中添加 0.15%耀0.75%的
SDA溶液袁就能有效防止霉变遥 SDA的防腐效果优于
目前广泛使用的丙酸盐类尧山梨酸类袁而其添加量比
丙酸盐的低袁价格却只有丙酸盐的 2/3(目前市场价院
丙酸盐约 15 000元/t曰SDA约 10 000元/t)遥 SDA与山
梨酸及其盐尧与 PM防霉防腐剂均有很好的协同防霉

双 乙 酸 钠 的 应 用 研 究 进 展
钟国清

钟国清，西南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621010，四川绵阳。
收稿日期：2005-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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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李侯根袁1994)曰当它与山梨酸以 73比例复配
时袁能显著提高 SDA的防霉能力袁比单独使用时效果
提高 6.3倍(梁亮等袁1998)遥 刘治雄等(1997)以 SDA为
主要成分袁并加入配料和填充剂袁组成增效双乙酸钠袁
添加 0.1%用量时的防霉效果优于同剂量的富马酸二
甲酯袁且防霉成本较低遥
2.4 安全性

SDA的毒性很低袁 小鼠口服 LD50为 3.31g/kg曰大
鼠口服 LD50为 4.96g/kg曰每人每天允许摄入量(ADI)为
0耀15mg/kg遥 SDA在体内最终代谢产物为二氧化碳和
水袁无残留袁无任何毒副作用袁没有致癌尧致病因素曰同
时适量摄入醋酸还有益于人尧畜健康袁被列为国际开
发利用的一种食品及饲料使用的营养型防霉保鲜添

加剂遥因此袁SDA是一种环境友好的产品袁将成为首选
的食品尧粮食和饲料防霉剂遥
3 作防霉保鲜剂在粮食尧食品及饲料中的应用
3.1 作粮食防霉剂

由于新收获的谷物含水分一般都在 20%耀30%左
右袁为了防止长期储存时产生霉变袁以往都是采用人
工晾晒或烘干方法袁将其含水量降低到安全水分 12%耀
14%以下遥 然而人工晾晒需要繁重的体力劳动袁并受
到天气和场地的制约遥 烘干方法需要耗费大量的能
源袁在当今世界普遍面临能源短缺的情况下难于推广
应用遥还有采用辐射尧紫外杀菌等方法袁由于其高成本
等多种原因袁至今尚难用于量大面广的粮食谷物的防
霉保鲜遥 因此袁使用化学防霉保鲜剂对高含水量的粮
食谷物进行防霉保鲜袁便成为当今世界上工业发达国
家竞相开发的一项新技术遥SDA是粮食的优良防霉保
鲜剂袁用它对含有高水分的谷物尧大米尧小麦尧玉米尧花
生等粮食直接进行喷洒处理袁可延长贮存期 4个月左
右遥尤其是在贮存玉米上袁效果更为明显遥SDA防霉剂
随时间的延长可渗透到谷粒内袁提高防霉效果曰使用
粉状 SDA防霉效果优于溶液使用形式遥 当 SDA使用
量为防霉处理对象量 0.5%耀0.75%时袁 即可达到理想
的防霉效果曰 通过 SDA与山梨酸的复配可明显提高
防霉能力遥 因此袁SDA对于收割期内减少谷物腐烂变
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遥

在含水量 21.5%的谷物中添加 0.1% 耀0.8%的
SDA袁谷物的贮存期由原来的 90d增至 208d遥 由双乙
酸钠 77.6%尧山梨酸钠 20%及防结块剂 2.4%组成的霉
菌生长抑制剂袁 添加 0.5%耀1%在相对水分 17%耀30%
的谷物中袁在温度 21耀27益尧相对湿度 70%耀85%下贮
存 90d而未见霉菌形成遥 在含水量为 22.8%的玉米中
分别添加 0.6%的丙酸钙尧SDA和 SDA复合物袁在相对

湿度 65%耀86%尧 温度 27耀30益条件下袁 从开始到第
42d袁每克试样的霉菌总个数分别是院未添加任何防霉
剂的空白试验组由原来的 230个增加到 1.5伊107个曰
添加 SDA复合物组由原来 230个减少到 50个袁在第
76d时仍未检出曰 添加单一 SDA组由 230个减少到
50个(在第 21d时)曰添加丙酸钙组由原来 230个减少
到 100个遥 由此可见袁上述的几种防霉剂都有显著的
抑菌效果袁 但其中以 SDA复合物的最好袁SDA次之袁
再次是丙酸钙遥 在大吨量的试验中袁添加 SDA复合物
0.55%袁 在自然条件下其防霉保鲜期达到 120d以上遥
在含水量为 18.0%的玉米面中袁 分别添加 0.35%的丙
酸钙尧SDA 和 SDA 的复合物袁 在相对湿度为 65%耀
86%尧温度 27耀30益条件下袁从开始到第 42d时每克试
样含有的霉菌总个数为院 空白组由原来 2.2伊104个减
少到 4 000个曰 添加 SDA复合物组由原来 2.2伊104个
减少到 1 300个曰 添加单一 SDA组由原来 2.2伊104个
减少到 1 700个曰 添加丙酸钙组由原来 2.2伊104个减
少到 2 400个遥 其防霉效果由大到小的顺序是院SDA
复合物跃SDA跃丙酸钙遥 在大吨位含水量为 20.8%的玉
米面中袁加入 0.3%的 SDA复合物袁在自然条件下的防
霉保存期达到了 120d以上渊陈瑞祯袁1998冤遥
3.2 作食品保鲜剂

山梨酸钾是国际公认的高效尧 安全的食品防腐
剂袁但由于价格昂贵袁我国食品中较少使用遥SDA是山
梨酸钾尧苯甲酸钠尧丙酸钙等防腐剂的理想替代品渊沈
勇根等袁2003冤袁被广泛用于烘烤食品尧调味品尧酱菜尧
雪菜尧榨菜尧肉食品尧果汁饮料等加工食品之中遥 在面
包中添加 0.2%耀0.4%的 SDA袁可使面包保存期延长而
不改变其风味曰在生面团中加入 0.2%的 SDA袁可使面
团在 37益时的保存时间由 3h延长至 72h遥 在肉类尧土
豆糊中添加 SDA 0.01%耀0.04%袁可使保存期延长 2星
期以上遥 在脂肪和油中加入 0.1%尧 在软糖中加入
0.1%尧在肉汁和调味汁中加 0.25%尧在小吃食品中加
入 0.05%的 SDA袁都收到良好的防腐保鲜效果遥 在啤
酒行业中 SDA可用于大麦芽的防霉保鲜遥 豆腐干尧豆
腐乳尧豆豉中加入 0.1%耀0.3%的 SDA袁可使其保存期
延长 1个月遥 在豆瓣酱中加入 0.1%耀0.3%的 SDA 可
防止产品胀袋尧变质袁且口感明显好于添加苯甲酸钠
和山梨酸钾的样品遥 张建华等 (2003) 在酱油中添加
0.05%耀0.1%SDA袁可代替苯甲酸钠和山梨酸钾起到抑
菌尧防腐效果袁且口感更好遥 在泡菜腌制过程中袁加入
0.3%的 SDA袁可使泡菜不再生花尧味道好尧色泽更鲜
美曰在制作新鲜果汁尧果酱中加入 0.2%SDA袁可使其保
鲜期延长至 10凿以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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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教敏等(2001)对羊肉干添加防腐剂袁进行真空
包装均可明显抑制细菌繁殖袁 延长贮藏期袁SDA防腐
效果好于山梨酸钾袁 是替代其它防腐剂的理想产品遥
孙京新等 (2002) 对南京盐水鸭熟后分割袁 用壳聚糖
(0.03%)尧SDA(0.3%)溶液处理袁真空包装(0.08MPa)袁微
波照射(2 450MHz)放在室温(25益)环境中贮藏袁其货架
寿命渊12d冤明显大于对照组(1耀2d)遥 闫革华等(2002)用
不同浓度的双乙酸钠溶液喷淋牛肉袁真空包装袁于 0耀
4益条件下冷藏袁 通过测定牛肉第 0尧4尧8尧12尧16尧20尧
24d的细菌总数尧 挥发性盐基氮及 pH值来评定 SDA
保鲜效果遥 实验结果表明院0.6%的 SDA溶液对肉中微
生物生长繁殖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袁且在保持肉品色
泽方面效果最为明显遥刘德忠(2000)在香肠尧腊肉中加
入 0.05%耀0.2%的 SDA袁可防其霉变袁达到色鲜尧味美尧
质嫩的效果袁保存期可延长 2个月遥 SDA对鱼类有特
别的保鲜效果袁用其 10%水溶液浸过的鱼袁放入塑料
袋内袁在室温下(25耀35益)放置 15凿袁色鲜如初遥
3.3 作饲料防霉剂

SDA及其复合物作为饲料的化学防霉剂袁也是一
种高效尧安全尧低成本的防霉保鲜剂袁适用于所有植物
混配饲料及其原材料的防霉保鲜袁尤其是青贮饲料的
贮存保鲜遥SDA及其复合物能有效地抑制饲料发生霉
变袁延长保存期袁同时可显著地增强禽畜对饲料的适
口性袁提高对饲料中粗蛋白的利用率遥

在青贮饲料中添加 SDA 能有效抑制霉菌生长袁
保证青贮料品质稳定遥 通常的青贮饲料中加入 0.1%耀
1.5%的 SDA袁可有效地抑制饲料的霉变袁使青贮饲料
贮存期延长 3个月以上遥 在青贮饲料中添加 0.2%耀
0.4%的 SDA袁可使青贮饲料在 pH值为 4.08时延长贮
存期 3周以上遥 在青贮黑麦草中添加 0.2%的 SDA进
行防霉试验袁经 5个月贮存后袁试验组的霉菌总数只
有对照组的 1/10袁 而且在开启使用周期内基本不发
霉袁且喂饲奶牛适口性好遥 据加拿大专利报导袁将含
SDA 50份尧乳清粉 35.3份尧CaCO3 8.2 份尧膨润土 5.0
份尧矿物质或椰子油 1.0份尧防结块剂 0.5份的 3磅混
合物加到 1t鲜草中使其发酵袁 可使粗蛋白的利用率
提高 11%袁奶牛日产奶量增加 4耀5磅遥

在含水量为 12.2%的仔猪全价饲料中袁分别添加
0.15%的 SDA尧SDA复合物尧 丙酸钙三种防霉剂进行
防霉处理遥在相对湿度 50%耀80%尧气温 21耀38益尧模拟
仓储式分袋堆垛储存的条件下袁 经过 65d的贮存期袁
结果表明袁SDA及其复合物均有显著的抑霉效果袁而
添加丙酸钙的饲料在第 35d时即有明显的结块和菌
丝遥 试验前后袁添加 SDA及其复合物对饲料的 pH值

无明显影响遥 在含水量为 17%的蛋鸡饲料中袁分别添
加 0.35%的 SDA尧SDA 复合物和丙酸钙进行防霉处
理袁在相对温度 65%耀86%尧温度 27耀30益的条件下贮
存袁并随时测定每克试样中含有的活霉菌总数遥 结果
是院未加防霉剂的空白试样袁由开始的 2.0伊104个增加
到第 42d的 6.0伊105个曰 添加丙酸钙组由开始的 2.0伊
104个减少到第 7d的 5 300 个袁 而第 42d 却增加到
1.8伊105个曰添加 SDA组由开始的 2.0伊104个减少到第
42d的 1 700个袁 在第 76d时减少到 110个遥 由此可
见袁上述防霉剂都有显著的抑菌效果袁但三者之中以
SDA复合物效果最佳曰SDA次之曰丙酸钙最差遥

SDA与丙酸钙尧苯甲酸钠尧山梨酸钠等混合使用
具有增效作用袁并更加稳定遥 添加 SDA及其复合物明
显优于丙酸钙对饲料的防霉性能曰 尤其是含 SDA尧丙
酸钙尧苯甲酸及填充料的复合防霉剂袁具有添加量小尧
成本低尧流动性好尧防霉效果显著的优点遥SDA在饲料
及食品中的添加量一般为 0.1%耀0.8%遥
4 作营养添加剂在动物养殖中的应用

4.1 牛日粮中的应用

SDA可提高奶牛的采食量尧产奶量及牛奶的乳脂
率遥 牛奶中 50%的脂肪酸是由乙酸合成的袁SDA进入
牛体后袁增加了体内乙酸的含量袁有利于牛奶中短链
脂肪酸的合成曰 同时 SDA还可改善瘤胃内 pH值袁更
有利于瘤胃内有益微生物的生长繁殖袁促进各种营养
物质的分解尧消化和吸收袁使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利用
率增加遥 沈福平等(1993)报道袁奶牛精料中添加 0.05%耀
0.07%的 SDA袁提高了 3.7%耀4.9%的乳脂率遥哈尔阿力
等(1997)在基础日粮中添加 SDA 150g饲喂奶牛袁乳脂
率较对照组提高 0.15个百分点遥 林治文等 (1992)用
SDA 186g/(头窑d)饲喂奶牛袁平均日产奶量比对照组提
高 2.01kg袁每产 1 kg奶所耗的 NND尧CP尧Ca尧P分别降
低 7%尧2.2%尧8.1%和 1%遥 黄玉德等(1997)在奶牛日粮
中分别添加 SDA 0.1%尧0.2%尧0.3%袁40d 试期内产奶
量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6.2%尧7.2%尧7.9%袁 添加 0.3%
SDA 组的乳脂率比对照组提高 8.4%袁 平均日增收
7.73元遥吴柱月等(1993)报道袁用混有 SDA 150g/(头窑d)
的饲料饲喂黑白花奶牛袁使产奶量提高 1.87%袁乳脂
率提高 18.6%遥 吴坚新(1992)报道袁给挤奶水牛饲料添
加 SDA 150g/渊头窑d冤袁产奶量提高 14.81%袁乳脂率提
高 9.78%遥 石传林等(2001)研究了在青贮玉米秸中添
加 SDA对青贮饲料品质的影响袁 并进行了饲喂泌乳
牛的对比试验遥 结果表明袁添加 SDA的青贮玉米秸质
地松软尧颜色黄绿尧腐烂少袁试验组产奶量提高 8.5%尧
乳脂率提高 3.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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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SDA饲喂黑白花奶牛的试验表明院 在青贮饲
料中添加 0.1%耀0.2%的 SDA袁试验组每头奶牛每天的
产奶量比对照组增加 2.02kg袁产奶量提高 10.2%曰而且
发现在饲喂 20耀40d后袁 试验组牛奶的乳脂率比对照
组增加了 0.2%袁含脂率提高了 6个百分点袁添加 SDA
使牛奶品质有所提高遥 据测算院添加 SDA饲喂奶牛袁
由于奶牛的产奶量提高而使每头奶牛每天可增加收

入 1.25元遥奶牛日粮中添加 0.3%的 SDA袁产奶量比对
照组提高 12.8%尧 乳脂率提高 4.3%尧 奶料比提高
12.4%(田希文等袁2001)遥 宋志祥等渊1998冤在奶牛日粮
中添加 SDA 40g袁 产奶量比对照组提高 9.05% 耀
15.17%袁若添加 30g或 50g袁产奶量与对照组差异不显
著遥
4.2 在鸡鸭日粮中的应用

SDA可提高鸡的抗病能力和成活率袁增加日粮的
营养价值袁促进增重袁提高饲料利用率和产蛋率袁降低
料重比袁增加饲养效益遥杜学谦等(1993)在蛋雏鸡饲料
中添加 0.5%的 SDA袁 提高了 8周龄末雏鸡饲料利用
率 2.34%袁20周龄末成活率提高 9.01%曰 在蛋鸡饲料
中添加 0.5%袁提高产蛋率 4.94%袁每只鸡日耗料量降
低 0.4g袁料蛋比提高 7.6%曰在肉鸡饲料中添加袁仔鸡
0耀8周龄成活率提高 6.2%袁平均体重提高 4.8%袁耗料
降低 4.3%遥 吴培群等 (1997) 在肉仔鸡日粮中添加
SDA 0.5%尧0.3%袁 经 42d 饲养袁 增重较对照组提高
27.5%袁且鸡的肉质鲜美遥 黄玉德等(1997)用 SDA添加
在日粮中饲喂 AA肉仔鸡袁前期添加 0.1%袁后期添加
0.2%耀0.3%袁增重比对照组提高 7%左右袁料重比降低
0.4袁相近出笼体重的饲喂期由 56d 减少为 49d袁并有
效地防治了大肠杆菌和病原微生物所致的疾患遥试期
内每只试鸡比对照组增收 2.40元遥 杨晓红等(1998)在
育成鸡和产蛋鸡日粮中添加 0.1%耀0.2%的 SDA袁对防
治鸡腹泻有明显效果袁并能促进育成鸡的生长袁提高
产蛋鸡的产蛋量遥 刘云香等(1999)在不含酸化剂及防
霉剂饲料中分别添加 SDA 0.1%尧0.2%饲喂蛋鸡袁产蛋
率较对照组提高 6.1%尧7.3%袁 料蛋比较对照组降低
3.1%尧6.1%遥

赵智华等渊2004冤以樱桃谷肉鸭为研究对象袁分别
添加 0.2%(B组)尧0.4%(C组)的 SDA遥 结果表明袁日粮
中添加 SDA对肉鸭日增重尧瘦肉率有显著影响袁对肉
鸭的饲料转化率有极显著影响袁对肉鸭的成活率和屠
宰率尧皮脂率无显著影响袁B组日增重比对照组(A组)
提高了 8.65%袁比 C组提高了 5.45%曰B组料肉比较 A
组降低了 11.52%袁 较 C组降低了 3.29%曰B组的成活
率与 A组尧C组间差异不显著遥

4.3 在猪日粮中的应用

SDA可提高猪的增重速度袁降低料重比袁增加瘦
肉率袁防治仔猪腹泻遥添加量一般为 0.1%耀0.2%遥上海
化工研究院在试验组饲料中添加 SDA 0.3%饲喂育肥
猪袁结果发现猪食欲旺盛袁毛色亮泽袁瘦肉率比对照提
高 2%袁膘厚比对照组降低 0.2cm袁生长速度明显高于
对照组袁但对增重效果不明显(葛政华袁1994)遥 在饲料
中添加 0.2%耀0.3%的 SDA饲喂母猪袁 可使年产子数
由 2次提高到 3次遥 任培桃等(1998)在猪日粮中添加
SDA袁 可提高仔猪增重 9.21%耀12.20%袁 降低料重比
0.25耀0.32袁并能有效防治仔猪腹泻遥 在不含酸化剂和
防霉剂的仔猪料中袁 分别加入 0.1%尧0.2%的 SDA袁与
对照组相比袁日增重分别提高 4.5%尧5.3%袁料肉比分
别降低 6.1%尧7.9%袁日采食量降低袁且发病明显降低
(刘云香等袁1999)遥

黄玉德等渊1998冤在日粮中添加 SDA 0.1%尧0.2%袁
对照组增重平均提高 9.21%尧12.20%曰 而添加 0.3%时
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袁因此认为在仔猪日粮中以添
加 0.2%的 SDA为宜袁 超过 0.3%则无增重提高效应遥
而廖晓松等 渊1999冤 在断乳仔猪饲料中添加 SDA
0.5%袁日增重比对照组提高了 5.8%曰饲料转化率提高
7.0%袁饲料成本降低了 5.0%曰显著降低了断乳仔猪的
腹泻率遥
4.4 在鱼饲料中的应用

在水产养殖中使用 SDA袁能提高鱼对饵料的适口
性尧采食量袁提高饲料的利用率曰同时有防治鱼类的细
菌性疾病和净化水质等作用袁对提高鱼的生产性能效
果明显遥 SDA 在鱼饲料中的添加量一般为 0.1%耀
0.3%袁添加 0.3%较佳遥 黄玉德等(1998)在鲤鱼饲料中
分别添加 SDA 0.1%尧0.2%尧0.3%袁制粒粒径 5.0mm袁在
50d 试期内 袁 增重分别比对照组提高了 6.15% 尧
13.30%尧15.11%曰 添加 0.3%SDA组的增重效果较佳袁
饵料系数较对照组降低 0.27遥 刘云香等(1999)在鱼饲
料中分别添加 SDA 0.1%尧0.2%尧0.3%袁 增重较对照组
分别提高 11.7%尧18.4%尧23.2%曰饲料系数分别降低了
0.24尧0.28尧0.29遥
5 SDA的开发前景

SDA的用途广泛袁是替代山梨酸钾尧苯甲酸钠尧丙
酸钙等防霉剂的理想产品袁是我国当前重点开发的精
细化工产品之一遥饲料添加剂是各国化工领域的发展
重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袁世界饲料添加剂生产发展迅
速袁年均增长率 6.9%袁美国和西欧增长更快袁它在世
界饲料添加剂销售总额中分别占约 33%和 28%遥我国
对饲料添加剂的开发尧 生产和应用工作虽有很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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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袁但与发达国家却依然有很大差距遥我国粮食尧饲料
的化学防霉剂领域正处于起步阶段袁SDA在 1994年
才研制成功并投放市场袁 目前我国有 30余家企业生
产 SDA袁年生产能力 1.5万吨左右袁但是生产规模普
遍偏小袁一般为年生产能力 300t遥 我国粮食总产量约
达 5亿万吨袁若其中有 10%的粮食按 1kg/t用 SDA处
理袁需用约 5万吨曰混配饲料近 1亿万吨袁若其中 30%
的混配饲料用 SDA袁按 1kg/t进行防腐保鲜处理袁需要
消耗 3万吨遥因此袁SDA市场潜力大袁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遥SDA的生产技术简单袁所需设备不复杂袁生产成
本较低袁投资少尧附加值高袁利润高遥 建设一套年生产
能力 300t的乙酸-烧碱法 SDA生产装置袁总投资额约
为 55万元袁年销售额为 300 万元袁年利税 125万元袁
产品总成本为 6 000元/t左右袁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遥

SDA具有价格低尧用量少尧原料足尧无毒副作用及
省略粮食晾晒尧增加饲料营养价值的优点袁完全适合
在粮食尧饲料上应用袁是最佳的粮食及饲料防霉剂遥特
别是粮食防霉剂袁我国几乎是空白袁这使 SDA产品的
推广应用具有更大发展空间遥当稳定好这两个市场领
域之后袁再向食品保鲜剂拓展遥 乙酸和烧碱反应法及
乙酸和纯碱反应法是较好的生产方法袁应进一步加以
发展和完善遥 同时袁加大 SDA与其它品种的复合剂型
防霉保鲜尧抗氧化产品的应用研究与开发袁混合协同
效果更好尧成本更低是 SDA的突出优点遥

综上所述袁SDA作为一种高效的粮食尧食品尧饲料
防霉剂和优质的畜牧水产饲料添加剂袁具有良好的使
用效果遥 随着人们对 SDA这一新产品特性及优点认
识程度的深入袁其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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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人们越来越关注食品的安全与卫生袁尤
其是中国近年来加入 WTO袁由于食品中抗生素尧药物
残留及防腐剂添加超标而导致的出口损失袁引起了广
泛的关注遥 1988年 Nisin渊乳酸链球菌素冤首次作为食
品添加剂得到 FDA的认可袁 已有 52个国家和地区在
使用 Nisin作为食品防腐剂袁 从而促进了其它种类细
菌素和细菌素在其它领域的研究遥 目前袁细菌素作为
一种野绿色防腐剂冶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袁随着饲料
中益生菌的大范围推广和人们对饲料卫生的重视袁细
菌素在动物生产中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遥
1 细菌素的定义与分类

Konisly渊1982冤将细菌素定义为某些细菌在代谢
过程中袁通过核糖体合成机制产生的一类具有抑菌活
性的多肽或前体多肽袁其抑菌范围不局限于同源的细
菌袁产生菌对其细菌素有自身免疫性遥 细菌素根据化
学结构尧稳定性和分子量大小可分为 4类院第一类定
义为羊毛硫抗生素(Lantibiotics)袁是一类小分子的修饰
肽袁含 19耀50个以上的氨基酸分子袁分子活性部位有
羊毛硫氨酸 (Lanthionine)尧茁-甲基羊毛硫氨酸 (茁-
methyllanthionine)尧脱氢酪氨酸 (Dehydrobutyrine)和脱
氢丙氨酸(Dehydroalanine)等非编码氨基酸曰第二类是
小分子的热稳定肽(SHSP)袁分子量小于 10kDa袁具有疏
水性和膜活性 曰 第三类是热敏感的大分子蛋白
(LHLP)袁分子量一般大于 10kDa袁通常在 100益或更低
温度 30s内即失活袁它们的抑菌谱较窄曰第四类是复

合型的大分子复合物袁除蛋白质外还含有碳水化合物
或类脂基团袁目前这类细菌素还未被纯化遥 第二尧三尧
四类细菌素由于不含羊毛硫氨酸袁所以通常又被称为
非羊毛硫抗生素 (non-lantibiotic bacteriocin)袁 其中第
一尧二类细菌素由于抑菌的高活性和专一性而作为食
品防腐保鲜剂研究的较多遥

目前袁国内外对细菌素的研究较深入袁已经发现
了几十种细菌素袁已被鉴定的细菌素有Nisin尧Lactacin尧
Lactocin尧Helveticin尧Feritienticin尧Sakecin尧Lacticin尧
Plantacin尧Subiicin渊杨洁彬等袁1996冤等袁其中已被广泛
应用的是 Nisin袁也称尼生素遥Nisin是目前研究最透彻
的袁也是目前唯一用于商业生产的细菌素遥
2 细菌素的作用机制

由于细菌素并不是对每种菌都有抑制作用袁经其
对特殊菌株的亲和力实验的研究袁发现菌株的磷酯组
成和 pH影响最低抑菌浓度(MIC)有关遥 研究显示院通
道的形成与靶细胞膜表面的野耦合分子基团冶有关曰耦
合分子基团使得细菌素与靶细胞的相互作用更易于

进行袁 从而提高细菌素的抑菌有效性遥 Nisin和 Mer鄄
sacidin都是使用脂质体 II尧肽聚糖前体作为对接分子
与靶细胞作用遥 相应的 Mersacidin是抑制肽聚糖前体
的合成曰而 Nisin主要是抑制细胞壁中肽聚糖的合成袁
从而使细胞壁和磷脂的合成受阻袁使细胞质溢出遥 现
在认为袁一些细胞壁的生物合成是 Nisin作用的靶点遥
其它的细菌素也是与靶细胞膜上的特殊位点相互作

用袁这些位点可能是蛋白质遥 这种作用可以提高细菌
素的有效性遥
3 细菌素与抗生素的区别

细菌素与抗生素都由微生物产生袁 用量都很小袁
都具有一定的抗菌谱袁能较强地抑制甚至杀死其它微
生物遥 如在食品中加入十万分之几到万分之几的Nisin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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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足以抑制许多革兰氏阳性菌的生长和繁殖遥
因为细菌素具有与抗生素相似的一些性质和作

用袁因此袁细菌素最初甚至被认为就是抗生素袁但是细
菌素和抗生素是有区别的遥细菌素和临床用抗生素具
有明显的区别袁这表现在合成基础尧作用方式尧抗菌
谱尧毒性和耐药机制等方面遥 抗生素是某些微生物通
过酶促反应将初级代谢物转变为结构性的次级代谢

物袁诸如短杆菌肽 S等袁通过酶促反应把氨基酸转变
为结构复杂的化合物曰 而 Nisin等细菌素则需要通过
核糖体来合成袁因而是真正的蛋白类物质遥 细菌素与
抗生素的根本差别是院大部分细菌素只对近缘关系的
细菌有损害作用袁且具有无毒尧无副作用尧无残留尧无
抗药性尧不污染环境等优点遥因此袁细菌素的使用可以
在部分情况下减少袁甚至取代抗生素的使用袁这也是
人们研究细菌素的根本目的遥
4 细菌素在动物生产中的应用

细菌素目前广泛应用于食品中袁在动物生产中的
应用较少遥 目前提到最多的是作为动物饲料的添加
剂袁被称为是一种新型绿色饲料添加剂遥

前不久袁农业研究服务部(ARS)的一个研究小组
和俄国的科学家发现袁来自无害微生物的蛋白质可以
减少禽类小肠中的弯曲杆菌和其它病原性细菌遥给鸡
饲喂这种细菌素时袁可以使弯曲杆菌的数量减少至百
万分之一曰另外有学者也发现袁将微生物饲料添加剂
同抗生素进行合理的配比袁也能在肉鸡养殖中取得良
好的效果遥

罗特氏乳杆菌能在鸡肠道内分泌抗菌物质袁在
15~30mg/ml的浓度下杀死沙门氏菌尧大肠杆菌等致病
菌曰在 60~150mg/ml的浓度下袁乳酸菌包括罗特氏菌
本身也被抑制袁其抗菌原因尚不清楚遥 Gibson等研究
发现袁 双歧杆菌能产生一种未知的光谱抗菌物质袁具
有抑制沙门氏菌尧志贺氏菌尧霍乱弧菌等病原菌的活
性遥赵瑞香等渊2001冤对从婴儿肠道中分离出来的两株
嗜酸乳杆菌抑菌特性的研究表明袁该菌株对致病性大
肠埃希氏菌尧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炭疽杆菌有明显的
抑菌作用遥

益生菌在动物生产中的作用效果并不象预期的

那样理想袁 这主要是对益生菌的作用机理不太清楚袁
从而在选择菌种方面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遥决定肠道优
势菌的因素不仅取决于菌种的产酸能力袁而且还与菌
种是否产生细菌素等因素有关袁尤其与菌种的宿主专
一性有很大关系遥研究肠道微生物类群与细菌素的关
系袁可以更好地选择益生菌菌种袁使它们能更好地定

植于肠道系统中袁发挥出更好的功效遥
另外袁细菌素是通过分子技术生产出来的天然细

菌蛋白质袁能杀死一些细菌遥 国外已用于治疗葡萄糖
菌病和乳头药浴袁溶葡萄糖菌素尧链球菌素已可用分
子技术获得袁不久可能用于临床遥 Vederas等渊2002冤报
道袁在奶牛乳头封口添加 lacticin 3147可以抑制革兰
氏阳性菌的感染,可以不用乳头栓曰并且 lacticin 3147
对防止奶牛乳房炎有一定作用遥

我国于 1994年批准使用的益生菌有 6种院 芽孢
杆菌尧乳酸杆菌尧粪链球菌尧酵母菌尧黑曲菌尧米曲菌遥
其中乳酸杆菌和粪链球菌为肠道正常微生物曰芽孢杆
菌具有较高的蛋白酶尧脂肪酶尧淀粉酶的活性袁并明显
提高动物生长速度和饲料利用率遥于是许多生产厂家
将这些菌配合起来进行使用袁但是配合以后菌体活性
是否受影响却并没有做深入研究遥
5 细菌素的研究进展及应用前景

细菌素在商业生产上有着巨大的潜力袁但目前对
于细菌素的大规模生产还有很多限制遥 首先袁细菌素
种类很多袁但目前只有 Nisin一种商品袁还有待于开发
出更多的新商品曰 再者已生产的细菌素如乳酸菌素袁
还面临以下困难院淤大多数乳酸菌产生的细菌素抑菌
谱较窄袁作用不广泛曰于细菌素的生产量较少袁且有些
细菌素由质粒编码袁产量不稳定遥

目前袁细菌素工业主要任务还是在于对高产菌种
的选育和发酵工艺的探索上遥可以充分挖掘自然资源
宝库袁从中筛选不同的野生株,在株系多样性基础上
进一步开展选育工作遥 同时袁可以运用现代化的基因
工程技术尧诱变育种技术,以期选育出可供工业大规
模生产的抗逆性强的菌株遥现在细菌素的生产成本普
遍偏高袁所以袁只有对细菌素的发酵工艺进行探索袁降
低成本袁才能使细菌素得以大量运用遥

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迅猛发展袁人们开始利用基
因工程的手段袁将有益的基因组合到安全性好的菌种
中去袁使它在发挥自身作用的同时袁还能表达外源有
益基因袁 使菌种在生物体内可以发挥多种作用遥
Stevens等人报道袁乳酸链球菌肽与 EDTA二钠联合使
用对沙门氏菌和其它革兰氏阴性菌亦具有抑制作用袁
扩大了乳酸链球菌肽的应用范围遥还有根据已知蛋白
质结构设计全新蛋白质的的氨基酸序列袁通过修饰编
码蛋白质的 DNA序列袁利用 DNA重组的全套方法创
造新的蛋白质遥应用此技术旨在创造出新的细菌素或
改进现有细菌素特性袁以适于工业生产与应用遥

（编辑：高 雁，snowyan78@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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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奶牛饲养工艺的改革及新技术的应用袁在
生产实践中已成为一项系统工程袁其中包括从犊牛出
生到泌乳的全过程袁紧紧抓住饲喂尧挤奶尧供水尧乳品
收集及粪便处理 5个环节遥犊牛培育是易造成牛损失
的危险期袁犊牛发育的好坏又严重影响其生长发育和
后继生产性能袁因此袁在饲养管理中需要精心照顾遥试
验在北京奶牛中心进行袁探讨不同饲养条件对犊牛疾
病发生率和生长性能的影响袁 旨在探讨一种经济尧可
行的饲养方式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

选择身体健康尧体重接近尧出生日期相近的犊牛
30头袁随机分成 3组袁每组 10只遥
1.2 试验日粮

第 1周每天饲喂其体重 10%的牛奶曰第 2周除喂
其体重 10%的牛奶外袁再让犊牛自由采食精料遥
1.3 试验设计

选择体况良好尧体重相近尧已饲喂过初乳的公犊

牛 30头袁随机分成 3组院第 1组单圈饲养尧第 2组双
犊一圈饲养尧第 3组进行散养渊见表 1冤遥 试验期 8周袁
分别在试验的第 1 周尧第 2周尧第 4 周尧第 6 周尧第 8
周称量体重袁测量体尺遥

表 1 圈舍设计

试验 2组
牛岛加栅栏
约 3.00m2/头

试验 3组
半露天加敞棚四周围栅栏

约 5.00m2/头
试验 1组

牛岛加拴系
约 4.00m2/头

在犊牛出生后 12h内哺喂初乳袁7日龄进入预饲
期遥 每天分 3次饲喂渊8:00尧15:00尧21:00冤袁做到野定质尧
定量尧定温尧定时冶袁两周龄后开始添加精料袁自由采
食遥 每天观察和记录犊牛的体况遥
1.4 数据的统计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 Excel软件进行整理袁运用 SPSS统
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遥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饲养方式与犊牛发生疾病的关系渊见表 2冤
由表 2可知袁第 1组单圈饲养的犊牛平均发生腹

泻为 2援1次袁 比第 2组双犊一圈饲养的 3援2次和第 3
组进行散养犊牛的 3援5 次明显少的多袁 差异极显著
渊P<0.01冤曰且第 2组与第 3组也存在差异(P<0.05)遥 在
死亡的头数和其它疾病方面袁第 1组明显少于其它两
组遥犊牛发生腹泻的次数与圈舍的环境和相互感染有
很大的关系袁第 1组由于是单圈饲养所以圈舍通风良

不同饲养方式对荷斯坦犊牛的影响
张 祥 王加启 高艳霞 叶纪梅 唐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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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试验对 1耀8周龄的犊牛在不同饲养方式下的体重、体高、体斜长、胸围、腹围增长和疾病
发生率进行研究，旨在发现一种良好的、经济的饲养方式。试验结果表明：犊牛在单圈饲养时生长性能

和健康状况明显好于双犊一圈饲养和散养；而双犊一圈饲养的犊牛在某些方面性状好于散养犊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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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different feeding model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a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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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a week age to eight weeks ages calves under the different raising wa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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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sing way. The test result indicated that, Calves when single raising various species characteristics ob鄄
vious better than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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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尧光线充足尧运动自由袁可增强犊牛体质袁提高抗病
力遥 而且犊牛始终单独饲养在 1个牛栏内袁避免了互
相吸吮尧接触的机会袁减少了病原微生物的传播袁可降
低犊牛发病率遥 散养的第 3组犊牛袁疾病的发生率比

其它两组要高袁 主要是因为散养犊牛间接触频繁袁病
原微生物传播途径较多袁且不易被及时发现遥
2.2 不同饲养方式与犊牛体增重的关系渊见表 3冤

由表 3可知袁 犊牛的体重在前 4周内增加不明

表 2 饲养方式与犊牛发生疾病的关系

异物性肺炎渊例冤
1
3

4[1](1)

每头牛平均发生腹泻渊次数冤
2援1依0.24A(2)

3援2依0.26Ba[1] (3)
3援5依0.21Bb渊3)

脐带炎渊例冤
0
2
0

项目
试验 1组
试验 2组
试验 3组

臌气病渊例冤
0
0
1

异食癖渊例冤
0
3
2

死亡渊例冤
0
1
1

注院1.[]内为因此病而引起犊牛死亡的头数袁渊冤内的数字为犊牛感染比较严重的头数曰
2.表中同列数据右肩标有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袁表中同列数据右肩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0.05)遥

表 3 饲养方式与犊牛体重的关系（kg）
第 2周平均体重

39.66依4.41
39.41依3.20
38.76依4.57

试验前平均体重
39.66依2.25
40.01依2.33
40.11依4.17

第 4周平均体重
41.16依4.90
42.66依4.41
39.33依3.69

项目
试验 1组
试验 2组
试验 3组

第 6 周平均体重
46.51依4.21
42.98依4.48
40.00依3.58

第 8周平均体重
55.46依3.43
51.72依4.94
49.63依5.12

平均日增重
0.26依0.081A

0.18依0.092B
0.15依0.096C

注院表中同列数据右肩标有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遥

显袁甚至在有的时间段呈减轻趋势袁但在第 4周以后袁
迅速增加遥 所以在这段时间内袁得给犊牛适当补饲精
料和一定的干草遥犊牛的早期增重对以后的生长发育
有很大的影响遥 在前 4周内袁第 1组的犊牛增重并不
比第 2组和第 3组犊牛的快袁 增重最快的是第 2组袁
但并不是很显著曰可 4周后第 1组的增重比第 2组和
第 3组要快袁这时单圈饲养的优势很明显袁犊牛增重

很快遥 从整个试验期看袁 犊牛平均日增重第 1组为
0援26kg尧第 2 组为 0援18kg尧第 3 组为 0援15kg袁经检验 3
组间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遥 这说明不同的饲养方式对
犊牛的增重有很大的影响遥
2.3 不同饲养方式与犊牛体况的关系渊见表 4冤

犊牛出生后,体况的好坏与饲养方式有很大的关
系遥从表 4可以看出袁第 1组在体高尧胸围尧腹围尧体斜

表 4 饲养方式与犊牛体况的关系（cm）
第 1组试验后

88.08依2.53
89.20依3.43
93.66依2.44
82.83依1.51

第 1组试验前
80.03依1.31
78.76依2.06
77.84依4.32
74.01依3.31

第 2 组试验前
80.60依1.20
79.96依2.60
78.80依6.46
74.50依1.64

项目
平均体高
平均胸围
平均腹围
平均体斜长

第 2组试验后
86.67依3.05
87.80依4.25
93.00依2.70
80.35依3.01

第 3组试验前
81.12依1.34
78.80依2.53
79.50依4.33
73.97依2.96

第 3组试验后
86.30依3.42
87.66依3.28
92.45依6.14
79.60依3.53

长等方面的增长明显好于第 2组和第 3组曰而且第 1
组的整齐度也好于第 2组和第 3组曰第 3组整齐度最
差遥 这是由于第 3组散养的犊牛容易发生抢食现象袁
所以有的犊牛发育的很好曰有的则发育不理想袁这也
增加了犊牛发生臌气病的几率遥
3 结论

由试验可看出袁犊牛的饲养方式对犊牛的影响很
大遥单圈饲养是最好尧最经济的一种饲养方式袁其优点
是院淤圈舍通风袁空气新鲜尧光线充足尧运动自由袁可增
强犊牛体质袁提高抗病力曰于犊牛始终单独饲养在 1
个牛栏内袁避免了互相吸吮尧接触的机会袁减少了病原

微生物的传播袁可降低犊牛发病率曰盂保证犊牛的进
食量袁避免了相互抢食现象曰榆便于发现病牛袁便于治
疗和观察袁对发病犊牛能起到隔离的作用袁圈舍较小袁
便于清扫和消毒袁有利于对疾病的控制曰虞圈舍结构
简单袁建设成本费用较少袁一旦疾病暴发袁圈舍被病原
微生物污染袁 可将犊牛栏消毒后移置于新的场地袁便
于犊牛饲养地的更新遥

实践证明袁犊牛单圈饲养法对于控制犊牛大肠杆
菌的发生和降低犊牛脐带炎等都起着重要作用遥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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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的产奶高峰期一般出现在采食量高峰的前

几周遥产奶高峰期以前袁为了满足对能量的需要袁奶牛
必将动用体内储存的脂肪袁结果造成体重下降遥 而泌
乳初期的过分减重往往造成产奶高峰期后产奶量的

锐减遥试验证明袁奶牛日粮中添加脂肪袁特别是保护性
脂肪袁能够改善奶牛的体况袁提高产奶量和乳脂率遥本
试验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奶牛日粮中添加过瘤胃脂

肪的效果曰比较不同过瘤胃脂肪来源对奶牛生产性能
的影响袁从而为选择奶牛饲料的理想脂肪添加物提供
参考遥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用脂肪酸钙和棕榈油脂肪粉均为商业产品遥
棕榈油脂肪粉是利用油脂分馏技术对棕榈油加工精

炼而成的粉状颗粒产品遥粗脂肪逸99%尧水分臆1%尧饱
和脂肪酸含量逸75.00%尧亚油酸为 4.25%尧熔点为 54耀
59益遥
1.2 试验地点和时间

试验在平度市职教中心实验奶牛场进行曰试验时
间为 2004年 11月 20日耀2005年 1月 7 日曰 试验期
49d遥
1.3 试验动物与试验设计

表 1 供试精料配方及营养水平

项目
玉米
麸皮
豆粕
花生粕
菜籽粕
骨粉
贝壳粉
鱼粉
碳酸氢钠
食盐
预混料

成分渊%冤58.5
912
66

2.40.51.81.51.31

营养水平
奶牛能量单位
粗蛋白渊%冤
钙渊%冤
磷渊%冤

含量2.46
17.411.14
0.71

选择处于泌乳高峰期尧中期和后期的荷斯坦泌乳

奶牛各 6头渊共 18头冤遥 根据奶牛的膘情尧胎次尧泌乳
阶段尧产奶量等条件袁随机分为 3组袁每组 6头遥1组为
对照组袁饲喂该场常规配合日粮曰另 2组为试验组袁在
常规配合日粮的基础上袁 每头牛每天分别添加 200g
脂肪酸钙和棕榈油脂肪粉遥供试精饲料配方及营养水
平见表 1遥
1.4 饲养管理方法

试验牛单独饲养袁 按产奶量定量饲喂混合精料袁
青贮饲料自由采食遥 脂肪酸钙和棕榈油脂肪粉在每次
饲喂时混合于精料中遥 每天定时饲喂 2次袁自由饮水遥
1.5 测定项目及方法

1.5.1 产奶量

每天挤奶 2次袁用德国产挤奶机挤奶袁挤奶时自
动记录产奶量遥 以周为单位统计产奶量遥
1.5.2 精饲料采食量

每天记录精饲料采食量袁每周统计 1次遥
1.5.3 乳品品质

试验开始和试验结束时袁 按 1d中每次挤奶量的
比例连续采集 3d奶样袁置于冰箱中冷藏保存袁混合均
匀后袁用自动奶样分析仪测定乳脂率尧总固形物含量尧
乳蛋白含量遥
1.6 统计方法

各指标均用方差分析进行显著性检验和多重比

较袁其中奶品品质指标用 T测验进行前后对比遥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产奶量渊见表 2冤
表 2 平均日产奶量统计（kg）

项目
开始
第 1周
第 2周
第 3周
第 4周
第 5周
第 6周
第 7周
全期平均

脂肪酸钙组
21.42依10.28
21.48依10.88
21.75依12.12
21.70依12.26
21.28依13.50
20.44依13.25
19.26依12.62
17.73依12.79
20.52依11.65

棕榈油脂肪粉组
20.77依7.71
19.93依8.20
21.24依8.54
20.45依8.33
19.41依8.06
19.69依8.85
18.69依9.20

17.17依10.18
19.51依8.22

对照组
21.27依8.02
21.25依9.24
21.60依9.46
21.55依9.25
21.01依9.76
19.88依9.88

19.35依10.60
18.11依10.48
20.39依9.16

试验期间各组别奶牛的平均产奶量差异不显著

渊P跃0.05冤遥 脂肪酸钙组和对照组从第 5周产奶量即开
始下降袁 而棕榈油脂肪粉组在第 6周后才开始下降袁
但下降幅度各组间差异不显著渊P跃0.05冤遥

不同过瘤胃脂肪对奶牛生产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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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精饲料喂量

试验各组奶牛平均日采食量差异不显著 渊P跃
0.05冤渊见表 3冤遥

表 3 供试牛平均日采食量（kg）
项目
第 1周
第 2周
第 3周
第 4周
第 5周
第 6周
第 7周
全期平均

脂肪酸钙组
10.25依4.07
10.25依4.07
10.25依4.07
10.04依4.25
9.75依4.52
9.43依4.58
9.00依4.74
9.85依4.03

棕榈油脂肪粉组
10.25依2.91
10.25依3.21
10.25依3.47
10.25依3.66
10.25依3.96
9.96依4.19
9.50依4.62

10.10依3.48

对照组
10.00依3.38
10.57依3.47
11.00依3.63
10.68依3.93
10.25依4.39
9.93依4.62
9.50依4.99
10.28依3.82

2.3 饲料报酬

试验各组奶牛饲料报酬差异不显著渊P跃0.05冤渊见
表 4冤遥

表 4 饲料报酬（奶/精料）统计情况
项目
第 1周
第 2周
第 3周
第 4周
第 5周
第 6周
第 7周
全期平均

脂肪酸钙组
2.05依0.31
2.03依0.41
2.02依0.40
2.01依0.48
2.03依0.49
1.97依0.43
1.85依0.41
2.00依0.40

棕榈油脂肪粉组
1.99依0.35
2.04依0.23
1.96依0.24
1.86依0.20
1.89依0.17
1.84依0.19
1.71依0.39
1.88依0.26

对照组
2.07依0.31
1.98依0.28
1.90依0.26
1.91依0.24
1.89依0.19
1.87依0.25
1.86依0.52
1.92依0.29

2.4 乳品质量

各试验组试验前后乳品质量指标见表 5遥 从表 5
可知袁脂肪酸钙对乳脂率尧乳蛋白及总固形物含量无
明显影响渊P跃0.05冤曰棕榈油脂肪粉对总固形物含量也
无明显影响 渊P跃0.05冤袁 但使乳脂率提高 6.54%渊P约
0.05冤袁乳蛋白含量提高 9.94%渊P约0.05冤遥

表 5 试验前后乳品质量指标的变化（%）
项目

乳脂率
试验前
试验后
总固形物含量
试验前
试验后
乳蛋白
试验前
试验后

脂肪酸钙组

3.93依0.81
3.93依0.99
12.39依1.11
12.77依1.70
3.42依0.48
3.52依0.58

棕榈油脂肪粉组

3.67依0.57
3.91依0.54

12.17依0.98
12.49依0.99
3.42依0.43
3.76依0.91

对照组

3.68依0.81
3.64依0.92

12.24依1.14
12.16依1.23
3.42依0.38
3.50依0.62

3 讨论与结论

3.1 许多试验表明袁奶牛饲料中添加脂肪酸钙等过瘤
胃脂肪袁在瘤胃的中性环境下可保持不溶解性曰而到达
真胃和小肠后袁在其酸性条件下可被分解为脂肪酸袁从

而作为能源被利用袁 提高产奶量和乳脂率遥 Schneider
等(1998)报道袁奶牛日粮中添加 4%脂肪酸钙袁产奶量提
高 4%遥 Schauff等(1992)在奶牛日粮中分别添加 3%尧
6%尧9%的脂肪酸钙袁 结果乳脂率分别提高 4.23%尧
15.71%和 17.22%遥 Young(1993)添加 244g/渊头窑d冤脂肪
酸钙袁产奶量提高 10.60%遥 高士争渊1998冤添加 300g/
渊头窑d冤 脂肪酸钙袁 产奶量提高 19.29%袁 乳脂率提高
13.17%曰且奶中亚油酸和亚麻油酸分别提高 25.53%和
29.60袁钙增加 17.25%遥 张仲平渊1993冤添加 350g/渊头窑d冤
脂肪酸钙袁产奶量提高 26.60%遥 王秀梅等渊1997冤试验
表明袁日粮中添加长链脂肪酸钙袁对高尧中产奶牛的产
奶量均有提高袁提高幅度达 10%以上遥刘艳琴等渊1998冤
试验证实袁夏季奶牛日粮中添加脂肪酸钙袁可减少奶牛
的热应激袁提高产奶量遥庄苏等渊2002冤在高产奶牛饲料
中添加金脂肪粉 400g/渊头窑d冤袁结果每头牛平均产奶量
提高 1.85kg袁乳脂率也略有提高袁乳蛋白尧乳糖尧冰点变
化不明显袁综合效益提高 6.0%遥 但本试验中未发现脂
肪酸钙和棕榈油脂肪粉对产奶量和饲料利用率有改善

作用袁与以往报道有一定差距袁其原因可能是添加量较
少曰 也可能与试验期较短及试验牛产奶量组内差异较
大有关袁具体还有待进一步探讨遥
3.2 奶牛饲料中添加过瘤胃脂肪的另一主要作用在

于提高日粮中的能量水平袁 以弥补产奶初期及高峰期
由于能量摄入量不足而造成的体组织过度分解尧 体重
大幅度下降尧 膘情太差对母牛繁殖机能产生的不利影
响袁从而提高繁殖性能遥 Ferguson等(1987)给 201头牛
日喂 0.45kg颗粒化长碳链脂肪酸后发现袁补饲脂肪的
母牛妊娠率为未补脂肪的 2.22倍遥 Schneider等(1988)
将 108 头母牛分成 2组袁 一组喂棕榈酸钙 (占日粮
2.4%)袁另一组不喂脂肪袁结果喂脂肪的母牛产乳量提
高 2.9kg/d曰 第一次配种时受胎率由 43.1%提高到
60.5%曰 所有配种次数的受胎率由 43%提高到 55%曰妊
娠率由 72.3%提高到 86.8%遥 本研究也发现袁添加脂肪
酸钙和棕榈油脂肪粉后袁奶牛膘情均有明显改善袁泌乳
高峰期奶牛均达到繁殖母牛 2耀3的膘情指数袁 明显优
于对照组遥这表明袁添加过瘤胃脂肪的最主要作用在于
改善奶牛体况尧延长生产寿命尧提高终生产奶量遥因此袁
今后应对奶牛膘情尧繁殖性能渊情期受胎率尧受精次数尧
产犊间隔冤尧 生产寿命及终生产奶量等进行系统的研
究袁从而为过瘤胃脂肪的应用提供可靠的依据遥
3.3 本研究发现棕榈油脂肪粉可明显提高牛奶的乳

脂率和乳蛋白含量袁是较为理想的奶牛脂肪添加物遥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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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全混合日粮(Total Mixed Ration袁TMR)饲养技
术是一种将粗料尧精料尧矿物质尧维生素和其它添加剂
充分混合袁配制成一种全价饲料袁类似于猪或家禽的
全价饲料袁由发料车发送袁散放牛群自由采食的一种
先进的饲养技术遥 TMR技术是现代奶牛饲养的一项
革命性突破袁它在奶牛养殖业发达国家已得到普遍应
用袁国内的现代化和规模化奶牛养殖场也已陆续开始
使用这项技术袁并取得了很好的效益遥配制 TMR是以
营养学的最新知识为基础袁 以充分发挥瘤胃机能袁提
高饲料利用率为前提的袁并尽可能地利用当地的饲料
资源以降低饲粮的成本遥 本文通过对 TMR技术的特
点尧应用 TMR技术的基本条件尧TMR技术的应用与其
注意事项袁以及 TMR技术的应用效果作一简要介绍遥
1 TMR技术的特点
1.1 奶牛在不同生产性能尧不同生理时期袁对精尧粗
料的嗜好极不相同袁精尧粗料分开饲喂奶牛时袁不能保
证每头奶牛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均衡地摄取精料袁因
而导致瘤胃功能异常遥由于全混合日粮各组分比例适
当袁且均匀地混合在一起袁奶牛每次摄入的全混合日
粮干物质中袁含有营养均衡且精尧粗料比适宜的养分袁
瘤胃内可利用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的分解利用更趋

于同步曰同时又可防止奶牛在短时间内因过量采食精
料而引起瘤胃内 pH值的突然下降曰 能维持瘤胃微生
物的数量尧活力及瘤胃内环境的相对稳定袁使发酵尧消
化尧吸收和代谢正常进行袁因而有利于饲料利用率及
乳脂率的改善曰减少消化疾病如真胃移位尧酮血症尧乳
热尧酸中毒尧食欲不良及营养应激等发生的可能性遥
1.2 传统的饲喂方式使精尧粗料分开饲喂袁由于各种
饲料的适口性不同袁 常导致总的干物质摄取量不足袁
使生产性能受到影响袁繁殖出现障碍遥 通过推广 TMR
饲养技术袁 可扩大利用原来单独饲喂的适口性差的
饼尧渣类等饲料资源遥 由于该技术可使奶牛少量多次
的采食袁有效降低和防止动物的氨中毒袁从而对缓解
蛋白资源供需不平衡尧 降低饲粮成本有一定潜在意

义遥 另外袁在应用 TMR饲养技术时袁可按牛各生长发
育阶段营养需要的不同袁 在不降低其生产力的前提
下袁将当地农户产品渊如秸秆冤及工业副产品渊如酒糟冤
等进行适当处理袁有效地加以利用袁从而配制相应的
最低成本日粮遥
1.3 研究表明袁如果奶牛食入的精料水平过高渊占日
粮 60豫以上冤袁则食入的能量更多地被转化成体组织袁
而不增加乳产量袁 并且奶中乳脂等的含量也较低曰如
果奶牛食入的粗料水平过高袁则能量采食不足遥 使用
TMR技术袁 由于综合考虑了不同奶牛的纤维素和蛋
白质尧能量等因素袁整个日粮是平衡的袁有利于发挥奶
牛的生产性能遥
1.4 高产奶牛必须保证精料的足量采食袁 有时为使其
保持高产袁每天每头奶牛必须喂给 15kg左右的精料遥如
果按传统的饲喂方式袁精尧粗饲料分开袁由于奶牛短时间
内摄入大量的精料袁打乱了瘤胃内营养物质消化代谢的
动态平衡袁引起消化系统紊乱袁严重的可导致酸中毒袁从
而影响生产性能的发挥遥 TMR技术除简单易行外袁还可
以保证牛稳定的饲料结构袁同时又可顺其自然地安排最
优的饲料与牧草组合袁从而提高草地的利用率遥
1.5 就奶牛而言袁TMR饲养技术的使用有利于发挥
其产乳性能袁提高其繁殖率袁同时又是保证后备母牛
适时开产的最佳饲养体制遥利用 TMR饲养技术袁可免
去在挤奶间饲喂精料袁缩短挤奶时间尧节省饲槽面积袁
相应减少了饲喂设备费用袁同时也使挤奶间的灰尘减
少遥另外袁在不降低高产奶牛生产性能渊产奶量及乳脂
率冤的前提下袁TMR中纤维水平可较精尧粗料分饲法中
纤维水平适当降低遥这就允许泌乳高峰期的奶牛在不
降低其乳脂率的前提下采食更高能量浓度的日粮袁以
减少体重下降的幅度袁因而最大限度地维持奶牛的体
况袁同时也有利于下一期受胎率的提高遥
1.6 TMR饲养技术有助于控制生产袁 它可根据牛奶
内所含物质的变化袁在一定范围内对 TMR进行调节袁
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遥
1.7 精尧粗料分开饲喂奶牛难以提高干物质摄取量袁
不好保证采食的精尧粗料比适宜和稳定袁不适宜大规
模尧集约化经营的发展曰同时打乱了瘤胃内消化代谢
的动态平衡渊挥发性脂肪酸生成尧菌体蛋白合成尧微生
物区系冤遥使用 TMR饲养技术可进行大规模工厂化生
产袁使饲喂管理省工尧省时袁提高规模饲养效益及劳动

奶 牛 全 混 合 日 粮 ( TMR ) 饲 养 技 术
凌宝明 余学兰 汪汉华 瞿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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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遥 另外袁也减少了饲喂过程中的饲草浪费遥
2 应用 TMR技术的基本条件
2.1 TMR的配制要求所有原料均匀混合袁青贮饲料尧
青绿饲料尧 干草需要专用机械设备进行切短或揉碎遥
为了保证日粮营养平衡袁要求有性能良好的混合和计
量设备遥 TMR通常由搅拌车进行混合袁并直接送到奶
牛饲槽袁需要一次性投入成套设备袁设备成本较高遥
2.2 TMR由计算机进行配方处理袁 要求输入准确的
原料成分含量袁客观上需要经常调查并分析原料营养
成分的变化袁尤其是原料水分的变化遥
2.3 全场奶牛需要根据生理阶段尧生产性能进行分群
饲喂袁每一个群体的日粮配方各不相同袁需要分别对
待遥 这要求奶牛场的技术人员工作热情高袁责任心强遥
2.4 如果在泌乳早期 TMR的营养浓度不足袁 则高产
奶牛的产奶高峰有可能下降曰在泌乳中后期袁低产奶
牛如不及时转到 TMR营养浓度较低群袁 则奶牛有可
能变得过肥遥

总之袁TMR 饲养技术尽管增加了一些额外的费
用袁但由于提高了奶牛的生产性能袁因而可提高经济
效益遥实践证明袁在综合考虑 TMR饲养技术利弊的基
础上袁 奶牛运用 TMR技术所增加的收入明显高于其
额外增加的费用遥 当然袁实际增加收入还受奶牛场经
营规模的影响遥研究表明袁对 100头的奶牛场袁只有奶
产量提高明显渊5豫以上冤袁才能增加净收入曰而对 200
头以上的奶牛场袁依据奶产量提高程度的不同而有不
同的净收入遥由此可以看出袁对大规模的饲养场而言袁
TMR饲养技术的使用无疑是增加其经济效益与市场
竞争力的有效措施遥
3 TMR技术的使用

采用 TMR技术与传统饲喂方法比较袁 可以较多
利用粗料遥一般按泌乳阶段分群袁如按泌乳早期尧泌乳
中期尧泌乳后期和干乳期分群遥 在产后 70d以内的牛
分为泌乳早期组袁此期日粮精料较多曰产后 70耀140d
为泌乳中期组袁按平均奶产量和平均体重配料曰产后
140d至干乳期为泌乳后期组袁干乳期母牛另成一组袁
都按营养需要配料遥 TMR技术采用自由采食的饲喂
方法遥 牛采食的干物质比传统饲养法多袁采食量的增
加袁有利于采用营养浓度稍低的日粮渊含粗料稍多的
日粮冤袁还能保持母牛能量需要袁这是 TMR技术能节
约精料尧降低成本的原因遥

目前袁奶牛场的 TMR多为青贮饲料尧干草和精饲
料组成袁 先由粉碎机械或揉搓机将粗饲料进行处理袁
然后由搅拌车将各种成分混匀成 TMR,由送料车直接
将 TMR送到奶牛运动场的饲槽袁 供奶牛全天自由采

食遥奶牛场配方师应及时掌握 TMR中的水分含量袁及
时调整日粮中的营养浓度遥
4 使用 TMR饲养技术应注意的事项
4.1 牛群的外貌鉴定和生产性能测定

实施 TMR饲养技术的奶牛场袁 要定期对个体牛
的产奶量尧奶的成分及其质量进行检测袁这是科学饲
养奶牛的基础袁对不同生长发育阶段渊泌乳期尧泌乳阶
段冤及体况的奶牛要进行合理的分群袁这是总生产成
绩提高的必要条件遥
4.2 TMR及其原料常规营养成分的分析

测定 TMR及原料各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科学配
制日粮的基础袁 即使同一原料 渊如青贮玉米和干草
等冤袁因产地尧收割期及调制方法不同袁其干物质含量
和营养成分也有很大差异袁所以袁应根据实测结果来
配制相应的 TMR遥 另外袁 必须经常检测 TMR中的水
分含量及动物实际的干物质采食量渊尤其实高产奶牛
更应如此冤袁以保证动物的足量采食遥
4.3 饲养方式的转变应有一定的过渡期

在由放牧饲养或常规精尧粗料分饲转为自由采食
TMR时袁应有一定的适应期袁使奶牛平稳过渡袁以避
免由于采食过量而引起消化疾病和酸中毒遥
4.4 保持自由采食状态

TMR可以采用较大的饲槽袁也可以不用饲槽袁而
是在围栏外修建一个平台袁将日粮放在平台上袁供奶
牛随意进食遥
4.5 注意奶牛采食量及体重的变化

在使用 TMR饲喂时袁 奶牛的食欲高峰要比产奶
高峰迟 2耀4周出现袁泌乳期的干物质消耗量比产奶量
下降要缓慢曰 在泌乳的中期和后期可通过调整日粮
精尧粗料比来控制体重的适度增加遥
4.6 TMR的营养平衡性和稳定性要有保证

在配制 TMR 时袁饲草质量尧准确计量尧混合机的
混合性能及 TMR的营养平衡性要有保证遥
5 TMR技术的应用效果

世界上奶牛养殖业发达的国家袁如美国尧以色列尧
加拿大及日本等都对 TMR饲养技术进行过系统而深
入的研究袁 所有研究结果都证实 TMR技术确实是一
项先进的奶牛饲养技术遥高野信雄(1993)报道袁日本北
海道实施牛群检定的 13头奶牛袁 从精尧 粗分饲转为
TMR饲养袁得到良好效果遥 全泌乳期平均每头奶牛产
奶量增加 821kg曰同时牛奶成分也得到改善袁乳脂率增
加 0.09豫袁无脂固形物增加 0.1豫遥 全期糟料喂量平均
每头增加 753kg袁扣除增加糟料的费用支出袁平均每头
奶牛约增加收入 6.2万日元遥 F.Bargo等(2002)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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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奶牛在放牧尧放牧加 TMR以及全 TMR三种饲喂
制度下的生产性能遥 结果发现袁 在全 TMR饲喂制度
下袁奶牛拥有最高的产奶量和最大的采食量袁同时奶
中的的乳脂和乳蛋白含量也更高遥P.R.Tozer等渊2003冤
对此项研究作了经济效益分析袁结果发现袁尽管在全
TMR饲喂制度下每千克奶的生产成本更高袁 但由于
此时奶牛拥有更高的产奶量袁 同时奶的品质也更好袁
最终每头奶牛每天的净收入 (溢5.61) 还是比放牧加
TMR时(溢5.28)和放牧时(溢5.31)高遥

目前袁我国北京中以合作示范奶牛场尧北京三元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光明乳业的奶牛场已陆续

开始使用 TMR饲喂技术袁 它们分别从以色列和美国
引进设备并进行实验研究袁为我国在当前饲养水平下
如何合理有效地推广应用 TMR饲养技术作了积极的
探索遥 下面对它们的研究和实施情况作一简要介绍遥
5.1 具体实施方法

淤在 TMR饲养技术的实施中袁准确地掌握粗料的
营养成分变化袁 保证奶牛采食到必需的营养成分袁在
TMR技术实施之前对牧场的粗料进行检测袁在此基础
上每周进行一次饲料检测袁并对 TMR及时进行调整遥

于控制 TMR的营养浓度袁 化验室每周对饲料原
料尧副料尧青贮玉米和 TMR料进行一次干物质渊DM冤测
试袁 控制 TMR的 DM在 50豫耀60豫之间遥 因为当原料
DM变化时袁正确日粮配方的 TMR营养浓度也会发生
波动袁 造成牛只采食相等日粮时营养过多或不足袁最
终影响奶产量遥 特别在 TMR的 DM小于 50%或大于
60%时袁还将严重影响牛只采食量遥每月一次送质量中
心进行 TMR的营养成分分析袁随时监控 TMR质量遥

盂TMR饲喂做到分群饲养袁 才能配制不同浓度
的 TMR遥 在整个饲槽中把料投放均匀袁要控制车速和
放料速度袁避免堆聚遥进行多次堆料袁不断刺激牛只食
欲袁增加采食量遥
5.2 实践结果

淤适口性观察袁TMR 比传统饲养料适口性增加
特别是早上袁奶牛的食欲特别好袁稍微进行过渡袁奶牛
就可以完全适应遥

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遥据须明华等(2001)报道袁上海
申星奶牛场实行 TMR前袁 牛棚饲养工和清洁工为 17
人袁送料工为 7人袁共计 24人曰而实行 TMR 后袁减为
15人袁提高劳动生产率达 37.5%遥

盂投资回报率预测袁上海申星奶牛场一次性投资
TMR机器 45万元袁 增加油料费 4万元/年袁 维修费 2
万元/年遥 减少支出院 劳动力 9人伊20 000元/年越18万元/
年曰1年精料车辆维修费渊25辆伊200元越5 000元冤曰一

次性投资劳动车辆 25辆伊600元越15 000元遥 收回投
资院渊45万元原1.5 万元冤/(18.5万元原6 万元 )越3.48 年遥
一台 TMR机器一般使用 4年即可收回投资袁 经济效
益很明显遥

榆实行 TMR饲养技术后的几个月内袁 泌乳量明
显升高袁乳品质也得到改善遥泌乳牛日单产尧乳脂肪及
乳蛋白比去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袁奶牛单产提
高 4.61%尧乳脂率提高 6豫尧乳蛋白提高 1.67%遥
5.3 实施要点总结

淤TMR 配合和检测遥 TMR 的 DM 应为 50豫耀
60豫袁否则会限制奶牛的采食量遥 同时应每周尧每月对
原料和 TMR进行检测袁防止牛只实际采食 TMR与配
合日粮产生大的差异遥 TMR搅拌后用 3cm筛子筛选袁
应保留占样重 6豫以上的长纤维饲料袁 否则要影响牛
只采食的有效纤维量和反刍遥

于TMR对粗料品质要求较高袁 劣质的粗料将影
响 DM的采食量袁会使高产奶牛营养处于负平衡遥

盂TMR对饲料要求简单化尧优质化袁复杂的饲料
品种不利于 TMR操作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遥

榆TMR要求计量必须从地磅转移到 TMR操作现
场进行监控袁严格按制定的 TMR操作守则进行遥

虞TMR一次投资较大袁对道路尧设备的保养与维
修要求都较高袁而且 TMR对管理要求更严遥 否则袁再
好的配方也可能由于某一人操作问题而影响奶牛的

泌乳性能和健康遥 因此袁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
管理欠佳的牧场袁不建议使用 TMR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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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葱是内蒙古草原生长量大且为羊喜食的牧草袁
可以显著改善羊肉中脂肪酸组成并改善羊肉风味袁提
高羊的日增重遥 但是袁添加沙葱对绵羊消化代谢的影
响目前尚无人报道遥

反刍动物添加脂肪可提高能量浓度袁改善能量平
衡袁从而改善产品的质量遥 但是对瘤胃的不利因素往
往会影响反刍动物产品生产的质量和水平袁有效地防
止脂肪的不利影响是关键遥其它的保护技术虽然也可
行袁但成本相对较高袁相比之下袁添加油料籽实不失为
一种好方法遥 胡麻尧葵花与线麻是内蒙古地区广泛种
植的油料作物袁易得到袁便于推广袁其籽实油脂含量
高袁蛋白质含量也高袁最主要的是对人体有用的亚油
酸或亚麻酸含量较高袁而且其籽实具有天然的过瘤胃
作用袁并可调整 棕原3和 棕原6的比例袁若将其用于反刍
动物的产品品质改善袁会有重要的实用价值遥

本试验研究了沙葱及沙葱+油料籽实对绵羊消化

谢的影响袁为进一步推广舍饲尧半舍饲饲养模式下生
产风味更佳的羊肉提供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
选 12只体况良好尧健康的内蒙古羯羊袁均为体重

渊24.81依3.21冤kg的当年生羔羊遥依据试验羊体重袁随机
分为 4组遥 对照组饲喂普通日粮袁其余 3组分别在日
粮中添加沙葱+籽实尧沙葱尧籽实遥
1.2 基础日粮与饲养管理

试验羊日粮配制参照内蒙古细毛羊饲养标准遥代
谢能为维持需要的 1.2倍袁日粮的精粗质量比为 30
70袁试验混合精料组成及日粮营养成分见表 1和表 2遥
试验羊每组 3只袁单笼饲养袁根据测定的采食量定量
饲喂袁 每日分别在 7院00和 16院00分 2次饲喂混合精
料袁自由饮水遥 预饲期为 15d袁试验期为 45d遥
1.3 样品的处理

表 1 试验混合精料配方（%）
项目
对照组
沙葱组
籽实组

沙葱+籽实组

葵籽粕
10
10
13
10

黄玉米
60
59
51
51

胡麻饼
10
7
4
3

小麦麸
15
15
15
15

线麻籽
0
0
0
2

胡麻籽
0
0
8
8

葵花籽
0
0
2
2

沙葱干粉
0
4
2
4

碳酸钙
1
1
1
1

磷酸氢钙
2
2
2
2

预混料
1
1
1
1

食盐
1
1
1
1

注院预混料配方 (g/kg)为 FeSO4窑7H2O 31.2尧CuSO4窑5H2O 1.5尧ZnSO4窑7H2O 17.5尧MnSO4窑5H2O 7.8尧碘钙粉(1% KI) 17.0尧CoCl2窑
6H2O 1.0尧沸石粉 874.0尧多维 50.0遥

表 2 日粮营养水平

项目
对照组
沙葱组
籽实组
沙葱+籽实组

磷渊%冤
0.19
0.19
0.20
0.2

EE渊%冤
2.31
2.35
3.13
2.88

钙渊%冤
0.28
0.28
0.30
0.30

CP渊%冤
8.21
8.25
8.59
8.49

ME渊MJ/kg冤
8.98
8.85
8.98
9.04

注院各数据均表示在干物质中的含量遥
每天按时收集粪样尧尿样和剩草袁并按一定比例

取样袁制备分析样本袁测定 DM尧CP尧CE尧NDF及能量遥
具体方法参照齐智利 2004年博士论文[1]遥
1.4 数据统计分析

本试验的数据用 EXCEL初步整理后袁 再用 SAS
6.12 软件包中的 GLAM 进行方差分析袁DUNCAN 进

行多重比较遥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沙葱和油料籽实对绵羊各营养成分消化率的影
响渊见表 3冤

从表 3中可以看出袁添加沙葱+籽实尧籽实和沙葱
均可提高干物质的消化率袁但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
大小为院沙葱+籽实组>沙葱组>籽实组>对照组袁说明
添加沙葱+籽实尧 籽实和沙葱对 DM的消化均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袁其中添加沙葱+籽实组最高遥 添加沙葱+
籽实尧籽实和沙葱均可提高粗蛋白的消化率袁但差异
不显著渊P>0.05冤袁其中沙葱+籽实组最高袁说明 3个添
加组对 CP的消化有促进作用袁 且沙葱和籽实有组合
效应袁分别高于沙葱和籽实组遥 4组试验 NDF的消化
率大小为院 沙葱+籽实组>籽实组>沙葱组>对照组袁但
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说明 3个添加组对 NDF的消化
有促进作用遥 4组试验粗脂肪的消化率大小为院对照
组>沙葱组>籽实组>沙葱+籽实组袁但差异不显著渊P>
0.05冤袁 说明 3个添加组对粗脂肪的消化有抑制作用袁
可能与试验的脂肪水平有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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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沙葱和油料籽实对绵羊氮代谢的影响渊见表 3冤
从表 3可以看出袁各组沉积氮尧消化氮尧氮的总利

用率和消化氮的利用率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其中沙
葱组的沉积氮尧 氮的总利用率和消化氮的利用率最
高袁沙葱+籽实组消化氮最高遥
2.3 沙葱和油料籽实对绵羊能量平衡的影响渊见表 3冤

从表 3中可以看出袁各组摄入消化能尧代谢能尧消
化能占总能百分比和代谢能占总能百分比无显著差
异渊P>0.05冤袁4个指标大小为院 沙葱组>沙葱+籽实组>
籽实组>对照组遥 结果表明袁添加沙葱或沙葱+籽实有
提高能量利用的趋势袁但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3 讨论

影响反刍动物消化的因素很多,主要有日粮纤维
的理化性质尧日粮的结构性碳水化合物渊SC冤与非结构
性碳水化合物渊NSC冤的比值袁碳水化合物在瘤胃内发
酵的速度和程度袁日粮类型等遥多数研究表明袁日粮中
脂类物质增多会使纤维降解率下降 [2袁3]遥 也有研究表
明袁添加脂肪对粗纤维消化率没有明显影响[4,5]遥 还有
个别报道表明袁 添加脂肪会提高粗纤维的消化率[6,7]遥
若以籽实的形式添加袁 不但可以提高日粮的能量浓
度袁而且不影响瘤胃发酵和整个消化道的消化率[4]遥本
试验得出袁添加籽实与沙葱袁对 NDF消化率无显著影
响渊P>0.05冤遥这与 Elliott渊1993冤 和 Goetsch (1993)的结
果一致遥

近些年的研究表明袁 饲料在瘤胃的降解对瘤胃发
酵终产物有很大的影响遥瘤胃微生物能够利用氨袁但大
多数情况下袁氨的利用速率低于产生速率袁即蛋白质的
降解速率超过了发酵速率袁则多余的氨合成尿素袁从而
增加了氮的排泄和能量损失遥 根据 15N 标记的结果
渊Nolan袁1972冤袁以这种形式损失的蛋白质氮约占 25%[8]遥
籽实组与沙葱组对氮的沉积与利用作用加强袁 可能原
因为该组使瘤胃蛋白质的降解率下降袁氨氮浓度较低袁
使得尿氮排泄量显著下降袁总氮排泄量下降曰但添加沙
葱+籽实组却有使氮的利用率和消化氮的利用率下降

的趋势袁原因不清袁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遥
添加组代谢能和消化能上升袁 从而对能量的利用加

强袁可能原因为添加组可使瘤胃蛋白质的降解率下降袁氨
氮浓度低于对照组袁使得氮排泄量下降袁能量损失下降遥
4 结论

与对照组相比袁3 个试验组均有提高 DM尧CP尧
NDF的消化率的趋势曰沙葱组有提高总氮和消化氮的
利用率的趋势曰籽实组有提高氮的利用率和降低了消
化氮的利用率的趋势曰 沙葱+籽实组有提高总氮和消
化氮的利用率的趋势曰3个添加组均可提高能量的消
化和利用率袁但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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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沙葱和油料籽实对绵羊各营养成分消化率、氮代谢及能量平衡的影响

干物质消化率渊%冤
蛋白消化率渊%冤
中性洗涤纤维消率渊%冤
脂肪消化率渊%冤
消化能渊MJ /d冤
代谢能渊MJ /d冤
消化能占总能百分比渊%冤
代谢能占总能百分比渊%冤
沉积氮渊g/d冤
消化氮渊g/d冤
氮的总利用率渊%冤
消化氮的利用率渊%冤

沙葱组56.05依2.62
51.40依1.2764.66依2.6571.74依6.587.36依0.43
6.03依0.3564.81依2.1653.14依1.773.75依0.104.75依0.15

40.56依0.8278.92依0.54

对照组51.16依1.52
48.58依2.7462.14依1.8572.62依9.186.64依0.41
5.45依0.3361.25依1.6250.22依1.333.19依0.154.44依0.23
34.90依1.4771.90依1.74

籽实组53.77依6.17
50.79依3.7765.08依5.5268.74依6.156.91依0.74
5.66依0.6162.82依3.7951.52依3.113.28依0.954.61依0.41

36.03依9.9870.22依4.66

沙葱+籽实组56.58依4.85
53.61依3.2066.14依6.5468.03依8.587.21依0.73
5.91依0.6064.67依4.8053.03依3.933.02依1.014.78依0.27

33.98依11.5062.72依18.64

11.40
6.4012.5053.140.260.185.923.980.060.6071.85181.74

0.28
0.210.590.840.400.400.320.320.380.710.790.57

组别
项目 MSE P

赵国芬等：沙葱和油料籽实对绵羊消化代谢的影响资 源 开 发

55

mailto:mengzai007@163.com


我国利用松针的历史悠久袁在叶别录曳尧叶日华子本
草曳和叶本草纲目曳等文献中就记载了用松针来治疗疾
病遥 民间用松针作草药或作蒸糕点的垫料渊有保鲜味
美的作用冤遥松针在中渊兽冤医归类上属解毒杀虫尧理气
健脾药袁水煎为安神养心补血药袁外用可治疥遥 味苦
涩袁性温无毒遥

松针粉是将松树的针叶干燥尧粉碎而成的一种叶
粉类饲料遥 因其又可作为中草药袁起到防病治病的作

用袁也可将其归入中草药饲料添加剂类遥 1981年我国
第一家松针粉加工厂建立袁 至 2000年全国的松针粉
加工厂已有 680余家袁年产松针粉 130多万吨遥
1 松针的成分

松针中不仅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渊见表 1冤袁还含
有黄酮尧激素尧萜类化合物等生物活性物质遥 因此袁松
针不但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袁还具有多种生理活性功
能作用遥

高 妍

高妍，唐山职业技术学院环境工程系，硕士，064002，河北
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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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松针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它可以促进畜禽生长，提高动物的繁殖性能，

改善动物产品质量，增强动物的防病能力。文章对松针的成分、松针粉在养殖业上的应用效果和松针饲

用产品（松针粉、松针活性物质添加剂）的生产工艺进行了综述，并简要概括了松针产品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松针粉；松针活性物质添加剂；成分；应用效果；生产工艺

中图分类号 S816.35

表 1 我国几种主要松针的成分（%）[1]

多聚戊糖
13.78~19.62

16.36
19.76
19.89

粗蛋白
7.84~16.12

10.73
10.48
11.92

粗脂肪
7.06~13.31

8.64
11.7
7.06

纤维素
24.35~28.60

24.68
26.14
28.56

无氮浸出物
41.26~42.02

38.12
39.02
39.17

灰分
2.34~3.00

3.36
3.43
2.28

水分
9.50~11.04

8.98
9.98

10.97

项目
马尾松
湿地松
红松
黄山松

1.1 松针粉的基本营养成分

与苜蓿草粉尧青干草粉和槐叶粉比袁松针粉的干
物质尧粗脂肪尧无氮浸出物的含量都是最高的[2]袁其中
粗脂肪中所含的脂肪酸具有不饱和性袁能有效提高肉
的品质遥 粗蛋白含量因松树品种不同而略有差异袁除
油松的渊5.64%冤较低外袁表 1中几种松针的粗蛋白含
量与苜蓿草粉不相上下遥
1.2 松针粉的氨基酸含量

松针粉含有 18种氨基酸袁 包括了动物所需的 9
种必需氨基酸袁 必需氨基酸占总氨基酸的 54%[2]遥 因
此袁松针粉添加到饲料中袁可以改善饲料的蛋白质品
质袁补充动物对氨基酸的需要遥
1.3 松针粉中的无机元素

松针粉中常量元素钾尧钙尧镁的含量均高于玉米
籽实袁且钙含量远远高于大豆籽实遥 其它微量元素多
达 40余种袁且含量丰富遥 铜尧铁尧锰尧锌的含量都高于
玉米籽实和大豆籽实袁其中锌含量为大豆和玉米籽实
的 2倍遥 重金属和有毒元素含量极少袁都在限制量以
下袁说明松针粉无毒尧副作用[2]遥
1.4 松针粉中的维生素

在松针所含的成分中最活跃也最重要的是维生

素部分袁而且以维生素 A居首位遥 松针粉中所含维生
素 A源要要要胡萝卜素袁是所有可食性植物中渊包括蔬
菜尧果类尧饲草和树叶冤胡萝卜素含量的 10倍以上袁是
玉米尧豆粕类胡萝卜素含量的近 100倍[3]遥前苏联颁布
的松针粉国家标准的质量指标及国内文献提出的质

量标准袁 也是以胡萝卜素含量的高低来定其等级的遥
另外袁 松针粉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和维生素 C等遥
因此袁长期饲用能增加畜禽的免疫力和抗应激能力遥
1.5 松针粉中的其它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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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针粉中含有挥发油尧树脂尧叶绿素袁还含有植物
激素尧植物杀菌素尧未知生长因子渊UGF冤等生物活性
物质袁可解毒杀虫袁抑制机体内有害微生物的生长繁
殖袁消除食积气滞袁促进畜禽生长遥 许丽旋与蔡建秀
渊2003冤对马尾松松针粉的平板抑菌试验表明院马尾松
松针叶对 6种微生物抑菌圈直径在 8~16mm袁 显示中
等程度的抑菌能力袁对微生物具有抑菌活性遥 其中对
致病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尧大肠杆菌均具有较强的抑菌
能力袁可筛选作为抗菌药物来源[4]遥
2 松针粉的应用效果

2.1 对猪的应用效果

松针粉与槐叶粉养猪对比试验袁分别在猪日粮中
添加 8%袁饲喂 9个月袁松针粉组较槐叶粉组增重提高
5%~13%曰而且毛皮光亮袁瘦肉率提高曰并有防治胃肠
道疾病和维生素缺乏症的功用[5]遥 陈艳珍渊2004冤研究
表明袁日粮中添加 4%~5%松针粉袁可使生长肥育猪的
日增重提高 8%~12%渊P约0.05冤曰饲料转化率提高 3%~
9%曰经济效益提高 23%~38%[6]遥 据报道袁猪饲粮中添
加松针粉还减少了猪瘟尧肺疫尧副伤寒尧流感等疾病的
发生遥在种公猪日粮中添加 4%的松针粉袁其采精量可
提高 8%~10%遥 给哺乳母猪 1d按每千克体重加喂 2g
松针粉袁 可使仔猪白痢的发病率从 89%减少到 28%曰
同时还可提高仔猪的断奶体重[7]遥 对早期补饲松针粉
的仔猪袁在两个月断奶时增重幅度可提高 17.64%[8]遥
2.2 对家禽的应用效果

陈宝江等渊2000冤在松针粉对雏鸡生长及免疫力
影响的研究中表明袁在饲料中添加 3%的松针粉袁提高
了雏鸡红细胞数量尧血红蛋白含量尧白细胞数量与 ND
抗体水平袁从而促进了雏鸡的生长袁提高了雏鸡的免
疫机能袁进而提高了鸡只的抗病能力尧抗逆能力和成
活率[9]遥松针粉能有效刺激蛋禽的排卵功能袁提高产蛋
率遥西安农科院在蛋鸡配合饲料中添加 6%的松针粉袁
产蛋率增加 9.1%尧受精率为 94.1%尧节约饲料 15.1%[10]袁
并且蛋的品质得到了提高袁如蛋黄色泽鲜红袁营养成
分更加丰富遥在肉鸡日粮中添加 2%马尾松针粉袁在肉
鸡后 4周中可提高增重 85~125g[11]遥 在种鹅日粮中添
加 10%松针粉袁经 4个月饲养试验袁有青饲料供给袁种
蛋受精率尧孵化率比对照组分别提高 8.4%和 17%曰无
青饲料供给时袁 蛋的受精率和孵化率分别提高 9.3%
和 20%[7]遥
2.3 对其它动物的应用效果

在奶牛配合饲料中添加 10%的松针粉袁 可使产
奶量提高 9.4% [11]遥 叶学中等渊2001冤研究了鲜松针饲

喂产仔南江黄羊的效果遥 结果表明院试验组母羊平均
日增重 8.1g和羔羊平均日增重 203.1g袁 分别极显著
高于对照组母羊的 3.3g 和羔羊的 172.5g曰 且试验期
渊17d冤 内试验组所获得的毛利比对照组高 202.92元[12]遥
孟昭聚渊1995冤将 10只长毛种公兔尧60只种母兔均分
为 2组袁 试验组在兔繁殖期内饲料中添加 2.5%的松
针粉袁对照组不添加遥 结果试验组显著地提高了母兔
情期受胎率尧产活仔数和初生体重袁经济效益显著[13]遥
据试验袁在肉兔日粮中添加松针粉 20~50g/只袁可使其
体重增加 12%曰 在毛兔日粮中添加松针粉 20~50g/
只袁则试验组兔毛普遍光泽度好袁产毛量比对照组提
高 16.5%曰母兔产仔率提高 10.9%曰仔兔成活率提高
7%遥而用鲜松针加水煮沸 1h后袁取松针汁喂兔袁每天
1次袁连喂 3d袁可预防和治疗家兔感冒遥在淡水鱼类的
饲料中添加 10%左右的松针粉袁对鱼病的防治尧促进
生长尧提高产量和品质尧降低饲养成本等也有明显的
效果[1]遥另外袁在家畜饲料中添加 3%~5%松针粉袁可治
疗异食癖遥
2.4 松针活性物质添加剂的作用

综上所述袁不同剂量的松针粉添加到各种动物日
粮中袁其正效应明显遥淤松针粉能促进动物生长发育院
提高日增重袁降低饲料报酬袁缩短饲养周期遥于松针粉
能提高动物的繁殖性能院提高种鸡的产蛋率尧受精率尧
孵化率曰提高公畜的配种力袁母畜的受胎率尧产仔数袁
仔畜的初生体重尧断乳重遥 盂改善了产品的质量 院如
加深蛋黄色泽袁提高瘦肉率袁改善肉质袁提高毛皮质
量遥 榆增强了动物的防病尧抗病能力院提高了仔畜尧幼
雏的成活率袁防治感冒和胃肠道疾病等遥
3 松针产品的生产

3.1 粗加工工艺要要要生产松针粉饲料

包括脱叶尧切碎尧烘干渊80~90益冤尧粉碎渊水分 8%~
10%冤尧包装渊黑色袋冤等程序袁要求贮存于避光尧通风尧
干燥尧清洁处遥

松针粉可分为特级尧一级尧二级和三级遥各等级的
粗纤维含量不应高于 32%袁水分为 8%~12%曰此外特
级尧 一级和二级的粗杂质含量应分别不高于 5%尧5%
和 8%曰 松针粉的胡萝卜素含量应分别达到 90尧75尧
60mg/kg遥

针对我国目前市场上松针产品的现状渊主要是营
养成分下降袁质量不合要求冤袁刘玮等渊2001冤对松针粉
加工新工艺进行了研究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先将鲜松针
叶在瞬间渊5~20s冤通过 130~150益的高温处理袁再用
85益以上高温烘干尧粉碎袁所得产品可以获得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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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遥 其中胡萝卜素的含量可达 155mg/kg以上袁而
且色泽翠绿袁气味芳香袁营养成分含量高袁保质期达半
年以上遥 此外袁胡萝卜素及其它活性物质易受针叶细
胞内氧化酶渊主要是脂肪氧化酶尧过氧化酶冤所氧化而
褐变袁而松针叶经瞬间高温处理可以破坏或降低脂肪

氧化酶和过氧化酶的活性袁使胡萝卜素渊包括叶绿素冤
得以最大限量的保留[14]遥
3.2 现代生产工艺要要要生产松针的深加工产品

松针深加工生产工艺流程参见图 1[15]遥
目前袁我国深加工的松针饲用产品有院松针叶绿

素-胡萝卜素软膏尧松针维生素软膏尧松针叶绿素粉尧
松针胡萝卜素粉尧松针蛋白质维生素浓缩物以及松针
生物活性物质饲料添加剂遥

松针生物活性物质呈粉末状尧浅黄绿色袁粉末颗
粒具有油光泽袁其有效成分中含维生素 E 1 266mg/kg尧
胡萝卜素 197~343mg/kg尧 维生素 C 250mg/kg和维生
素 B等袁含赖氨酸尧天门冬氨酸等 18种氨基酸遥 该活
性物质饲料添加剂一般用量为 0.4%[4]遥 此类添加剂不
仅有效地保护和强化了松针中的可利用组分袁而且清
除了不良物质的影响袁从而大大提高了松针产品的效
力遥 一般在饲料中添加万分之几袁就可获得明显的效
果遥 如产蛋母鸡的饲料中加入 0.05%的松针活性物质
后袁产蛋率提高 6.1%袁节省饲料 15.1%曰而且蛋重增
加袁种蛋的孵化率提高袁蛋黄的色泽加深[11]遥 松针生物
活性物质在猪尧牛尧羊的添加量为 0.1%曰鸡尧鸭尧鹅添
加量为 0.3%~0.4%曰水貂尧鸽为 0.2%~0.3%遥

国外已研究出无废物综合利用松针的工艺袁松针
可直接生产出精深产品 9~12种袁 如针叶腊尧 叶绿酸
钠尧维生素原浓缩物尧精叶油尧针叶天然药用提取物尧
PX-87驱虫剂和针叶杀虫剂等遥
4 发展趋势

由于松针中含有对动物有益的特殊成分袁松针饲
用产品饲喂动物的效果显著袁而且我国有丰富的松针
资源袁因此袁松针具有很大的开发利用潜力遥 目前袁我
国松针加工的生产工艺比较落后袁产品单调渊主要产
品仍然是松针粉这种粗加工产品冤遥 为适应市场需要
和缩短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袁我国松针科研部门及
生产厂家应大力开发尧研制和生产多种精尧深尧特产
品袁以提高松针的附加值遥 当前应重视松针中有特殊
作用的成分的开发利用袁 尤其是在饲用和药用两方

面遥同时袁和其它中草药添加剂产品一样袁建立健全产
品质量控制体系和相应产品的专业法规袁以稳定产品
质量袁使松针产品的生产走上健康的道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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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松针饲料生产加工工艺流程

松针→[切碎]→[干燥]→[萃取]→[过滤]→[蒸发]→树脂物质→[皂化]→活性添加剂→[稀释]→[吸附]→[过筛]→粉状松针

↓ 活性物质

残渣→[吹蒸]→[干燥]→[粉碎]→木质饲料

[粉碎]
尹 引

[过筛] 吸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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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核心竞争力是在一个组织内部经过整合了的知
识和技能袁尤其是关于怎样协调多种生产技能和整合
不同技术的知识和技能遥 冶这里的关键词是野整合冶二
字遥 核心竞争力不是技术尧不是人才尧不是市场尧不是
企业家袁而是通过企业的全体力量和各种因素共同整
合的知识与技能遥 从本质上说袁核心竞争力是一种协
调力尧组织力袁是把不同的资源袁包括有形的尧无形的
资源协调和整合起来袁 成功地进行生产运作的能力遥
它是一个企业集体的产物袁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袁是不
可分割的袁同时也是其它企业难以模仿和复制的遥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从管理到战略袁从技术到
产品综合素质的核心体现曰也是企业建立和保持优势
的必要条件遥 它具有向最终产品附加巨大价值的能
力袁同时也提供了进入多样化市场的可能性袁因而能
够帮助企业长期获得竞争优势遥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生存发展之本遥一个企业要想
长久地保持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战略优势袁必须不遗
余力地培育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遥

加入WTO之后袁 我国企业面临着发达国家先进
企业的有力挑战遥 与发达国家相比袁我国饲料企业的
企业规模和管理水平仍有很大差距遥尽管我国饲料企
业总数已达 12 000多家袁然而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袁
即使是大型企业袁 去年前 10位饲料企业产销总量也
仅有 1 800万吨袁 不过相当于美国一个企业的年产
量遥 现在袁全球前 10位甚至前 20位的跨国公司在中
国都有投资袁他们已经加快了在中国饲料市场上的发
展步伐遥随着饲料加工业总体规模的继续增长和市场
集中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袁部分规模小尧设备差尧技术和
管理落后的企业将在竞争中惨遭淘汰遥只有那些具有
规模尧品牌尧科技优势袁符合未来饲料产品健康和环保
要求的饲料加工企业袁才可望在未来的竞争中获得生
存和发展遥

统计资料显示袁中国大小企业近 370万家袁每天
有 12 000家倒闭袁 每分钟有 9家企业破产袁 一年有
400多万家企业被注销遥 在如此激烈的竞争面前袁我

们的饲料企业应积极行动起来袁努力拼搏袁不断发挥
自身优势袁增强市场竞争力袁尤其要大力培育和提升
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遥
1 通过进行战略规划培育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是支撑企业长久竞争优势的基础性

能力袁因而也是战略性能力袁它必须与企业长期战略
相结合遥 中小企业要培育和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袁
就必须对其进行战略定位和规划袁这是取得成功的前
提遥

首先袁是要对本企业究竟培育什么样的核心竞争
力进行准确定位遥 由于各个企业的具体情况千差万
别袁他们所拥有的核心竞争力是不同的遥 这取决于企
业自身的发展经历尧管理水平尧领导者性格尧技术力量
和外部环境等种种因素遥 纵观国内一些著名大企业袁
它们各以自身特有的核心竞争力独树一帜遥如深圳华
为公司袁尽管其销售额在国内 IT行业排名第十袁然而
利润却超过了联想排名全国第一遥它靠的就是其核心
竞争力要要要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遥用华为总裁任正非
的话说院野对核心技术的掌握能力就是华为的生命冶遥
而中集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则是物美价廉遥在集装箱制
造业袁该集团从 1996年起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位袁物美
价廉是最根本的原因遥 与以上公司不同袁联想集团的
核心竞争力是刷新管理理念袁用联想创始人柳传志的
话说院野联想的核心竞争力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管理基
础遥 我们把这管理理念定成我们的管理三要素院建班
子尧定战略尧带队伍遥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遥冶由上
述实例可知袁企业具体情况不同袁它们的核心竞争力
也不同遥 企业要培育核心竞争力袁第一步就要根据本
企业的具体情况袁对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行准确定
位遥

核心竞争力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袁需要企业协调多
方面力量经过长期的努力共同打造袁因此是一项系统
工程遥 企业就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进行定位后袁就需着
手制定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发展战略遥认真研究本企业
的具体情况袁明确为了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袁需要
创造哪些条件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袁采用倒推法确定
发展步骤袁制定出自己的长期目标尧中期目标和短期
目标袁作为行动的指导和依据遥 正如叶蒙牛内幕曳一书
中所说院野从目标出发袁反向推演袁步步链接袁倒推资源
配置袁倒推时间分配袁链接战略战术袁链接方法手段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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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一步步接近既定的目标遥美国著名管理专家德鲁
克先生指出院野在工作和目标的关系方面袁并不是有了
工作才有目标袁 而是有了目标才能确定每个人的工
作遥 企业发展的中尧长尧短期任务袁必须分解为一个一
个细化的目标遥 企业要想提高核心竞争力袁必须建立
相应的战略目标遥 冶

著名成功学大师博恩窑崔西有句名言院野成功等于
目标袁其它都是这句话的注解遥 冶通过战略规划的制
定袁企业确定了培育核心竞争力的目标袁制定了为达
到这个目标所应采取的步骤袁 就象点亮了一座灯塔袁
为企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遥
2 通过实现管理创新培育核心竞争力

如前所述袁核心竞争力是在组织内部经过整合了
的知识和技能遥 能够实现这种整合的最重要手段袁即
是管理遥 因此袁在制定了培育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规划
之后袁企业首先要采取的重要行动袁就是要加强管理袁
实行管理创新遥 管理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遥 鉴于我
国饲料企业总体上管理水平低下袁严重制约企业的发
展袁管理创新就显得更加紧迫遥

管理创新是多方面的袁 它融汇了企业的生产尧采
购尧销售尧人事尧财务尧技术研发等方方面面遥管理创新
包括了管理理念的创新尧管理手段的创新尧管理方法
的创新遥
2.1 管理理念创新袁 应由追求利润最大化向追求企
业可持续成长观转变遥 研究表明袁把利润最大化作为
管理的唯一主题袁是造成企业过早夭折的重要根源之
一遥 在产品尧技术尧知识等创新速度日益加快的今天袁
管理理念创新已经成为现代企业所面临的一个比管

理效率更重要的课题遥 坚持可持续成长管理观袁在管
理中就是要注重整体优化袁讲求系统管理袁实行企业
系统整体功能优化袁不断提高市场竞争优势袁夯实基
础管理遥 讲求管理精细化尧科学化尧程序化尧规范化和
制度化遥
2.2 管理手段创新袁应注重企业组织结构的建设遥 科
学的组织结构是实现企业经营战略的保证遥在大中型
企业中袁传统企业组织管理环节多尧成本高尧效率低遥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市场的瞬息万变要求企业保

持高度的机动灵活性遥 为此袁必须调整和创新组织结
构遥一是扁平化袁即破除传统的多层重复的结构袁减少
管理层次袁压缩职能机构袁建立一种紧缩的垂直组织袁
以提高管理效率遥 二是人性化袁即通过建立临时性组
织来摆脱原有组织形式束缚袁实现灵活性与多样性的
统一袁以增强企业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能力遥 三是虚
拟化袁即通过通讯网络技术袁把实现企业目标所需要
的知识尧信息尧人才等联系在一起袁组成动态的内部资

源利用综合体袁在组织上突破有形的界限袁并利用一
定的外部资源实现企业目标遥

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袁 则更应抛弃那种经验式尧
粗放式尧家长垄断式的随意管理袁革除诸如产权不明尧
股权不清尧治理结构不健全尧管理混乱等种种弊端袁实
行现代化的科学管理遥要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科学管
理制度袁提升企业的战略决策尧组织协调尧人力资源尧
质量跟踪和营销管理水平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企业核
心竞争力的不断提高遥
2.3 管理方法创新袁应大力创造人性化管理氛围遥 人
性化管理的实质在于野面对面尧心碰心冶的沟通交流袁
让企业的每一位员工尧 每一个客户真正感受到企业
野大家庭冶的温暖遥企业中没有性别歧视尧年龄歧视尧级
别歧视尧新老歧视遥企业对员工表示出极大的尊重袁最
大限度地挖掘全体员工的积极性遥

企业通过加强管理袁实现管理创新袁从而具备有
效的整合各种企业资源的能力袁就为拥有核心竞争力
铺平了道路遥
3 通过建设企业文化培育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经营管理袁不仅仅是对企业的设备尧厂房
和资金等有形资产的管理袁还包括了对于无形资产的
管理袁这种无形资产袁主要是指企业文化遥从某种意义
上说袁对企业文化这一无形资产的管理具有更加重要
的意义遥 21世纪不仅是知识经济尧网络经济的时代袁
同样也是文化经济时代袁文化已逐渐成为推动生产力
发展的强劲动力遥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 袁是企
业创新尧发展的源泉遥一种开放的尧积极向上的企业文
化是核心竞争力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遥

企业文化首先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袁它是一种对
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遥通过这种判断标准帮助企业员
工统一对问题的认识袁形成一种共同的境界袁使他们
的行为趋向于企业的目标遥在这种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下袁大家站得高袁看得远袁有目标尧遵纪守法尧爱厂如
家遥 依靠这种核心价值观袁公司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
无坚不摧的力量遥

建设企业文化必须抓住两点遥一是要培育自身独
特的企业精神袁企业必须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经营理
念尧价值观尧道德观和精神风貌遥独特的企业精神能使
企业全体员工团结一致袁充满凝聚力和活力袁使得企
业长盛不衰遥 二是要提高企业的学习能力袁建立学习
型企业和创造型企业袁企业发展的深层原因和最后决
定力量来源于学习能力的提高袁从而使企业比对手更
快地对市场变化作出反应袁及时调整自己袁以适应新
的环境和市场遥

专家指出院野企业文化在十年内很可能成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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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遥企业文化对于企业长期业绩具
有重要的价值遥 冶企业文化水准的高低将决定性地影
响其核心竞争力的形成遥 每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袁都
必须下大力气建设自身的企业文化遥
4 通过掌握核心技术培育核心竞争力

在完成管理创新和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上袁培育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伟大工程便进入了它的关键阶段袁
这就是技术创新袁通过技术创新掌握核心技术遥 掌握
核心技术是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的法宝遥任
何一个试图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袁都必须集中最优
秀的技术力量和相关人员袁努力攻关袁以获得本企业
独有的核心技术遥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袁我国科技成果的利用率是
很低的遥 统计显示院 我国总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
15%袁而最后形成产业的更是只有 5%左右袁远远低于
发达国家的 70%耀80%袁 科技成果资源的浪费十分严
重遥这是我国饲料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
因遥 为了改变这种面貌袁各种类型的饲料企业必须大
力加强科技研发的资金投入遥

我们必须把眼光放远一点袁集中人力尧物力尧财力
用于科技成果向有效生产力的转化袁特别是核心技术
的研发遥 企业要积极引进科技人才和专利技术袁努力
调动科研尧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袁进行产尧
研结合袁积极吸收高校尧科研机构的成果遥

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袁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
题遥 淤创新要以市场为导向遥 企业的技术创新目的是
为了形成自身的核心技术袁从而占领和开拓市场遥 因
此要关注产品成本的合理性尧品质的稳定性以及效果
的收益性袁以便为企业优化最佳赢利模式遥 于创新要
加强产尧学尧研之间的合作遥企业必须通过市场手段获
得企业需要的核心技术和人才袁也可以和具有互补优
势的企业建立战略联盟袁将外来知识有效地沉淀在企
业内部袁形成存在于企业内部完整的知识体系袁从而
达到培育和提升竞争力的目的遥盂创新要走专而精的
道路遥对一个企业来说袁核心技术不可能太多袁要集中
力量攻关袁不要把摊子铺得太大遥

当今的时代是高科技的时代袁企业之间的较量同
时也是高科技的较量遥 研究开发本企业的核心技术袁
将为企业打开通向获得核心竞争力的大门遥
5 通过实施品牌战略培育核心竞争力

通过企业的文化建设和核心技术的研发袁企业最
终应致力于知名品牌的打造袁实施品牌战略遥 拥有知
名品牌袁既是企业掌握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手段袁也是
企业拥有核心竞争力的有利证明遥

品牌要要要是企业为使自己的商品区别于其它企

业商品所作的特殊标志袁是企业形象特征最明显的外
在表现遥 成功的品牌之所以经久不衰袁是由于它的良
好形象在消费者的心目中确立稳固的地位遥可口可乐
公司的老总曾说过院野即使工厂一夜之间烧光袁只要品
牌还在袁我马上就能恢复生产遥 冶良好的品牌形象带来
的高附加值使企业获得巨大的利润袁是企业在复杂多
变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的重要因素遥 美国叶商
业周刊曳公布的全球 100大品牌排行榜袁可口可乐以
696.4亿美元的品牌价值高居榜首遥这意味着袁即使可
口可乐公司立即停产袁光卖这个品牌所得就相当于一
个国家全年 GDP的总合遥 其品牌价值由此可见一斑遥
作为企业的无形资本袁 品牌资本集合了品牌忠诚度尧
知名度尧品质认知度尧品牌联想度等综合要素遥它不仅
代表着一个企业的素质尧信誉和形象袁也是一个民族
的素质和一个国家形象的有力体现遥建立自己的品牌
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遥

首先袁 提高产品质量是实施品牌战略关键的环
节袁要遵循野在发展中创名牌袁在创名牌中求发展冶的
指导思想遥坚持高标准袁坚持自主创新袁加强经营管理
和成本核算袁做到精益求精袁从而生产出高人一筹的
产品来遥

其次袁要对品牌进行准确定位遥要让人们知道袁你
的品牌优势在什么地方遥一旦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起
该企业品牌的形象袁 就为该品牌打开了市场的大门遥
野营销之父冶科特勒特别强调院野要定义你的品牌袁并且
使得它成为持久性的尧活的品牌袁使每一个消费者都
知道品牌的含义遥 冶

最后袁要通过各种手段加强对品牌的宣传袁包括
广告宣传尧多种形式的促销活动尧利用网站帮助人们
从网上获得企业信息尧赞助文体赛事以扩大企业影响
等遥
6 小结

综上所述袁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的生存之本袁是企
业长期保持战略优势的关键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和提升是一项艰巨尧浩大的系统工程袁必须调动企业
的全部人力尧物力袁从制定战略规划入手袁通过企业管
理创新尧企业文化建设尧掌握核心技术袁直到实施品牌
战略袁创建知名企业品牌袁稳扎稳打袁步步为营袁才能
最终拥有预期的核心竞争力袁使企业在未来的市场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遥

面对国际市场的严峻挑战袁我国的饲料企业必须
重视并加快培育尧提升核心竞争力袁它将使众多饲料
企业获得一个质的飞跃袁从而大大增强它们在国际市
场中的竞争能力袁为我国饲料工业赢来无限广阔的发
展空间遥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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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面分布情况

以 2001年为例袁 全省水域总面积约 2 500万亩袁
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10%袁 占全国内陆水域总面积的
9.34%遥 2001年江西省水产养殖面积分布见表 1遥

表 1 2001年江西省水产养殖面积分布（亩）

全省
南昌市
景德镇市
萍乡市
九江市
新余市
鹰潭市
赣州市
宜春市
上饶市
吉安市
抚州市

总面积
5 173 543
750 164
96 842
52 049

933 142
151 010
99 455

570 383
605 928
907 108
539 076
468 386

池塘
1 555 685
162 775
19 099
31 663
236 242
39 168
32 692
269 837
181 892
187 767
248 908
145 642

湖泊
1 222 738
438 363

0
0

421 628
1 556

0
0

9 640
348 665

2 886
0

水库
2 026 910

71 579
73 573
17 532

234 230
107 829
62 988

263 224
339 936
297 865
274 470
283 684

其它
368 210
77 447
4 170
2 854

41 042
2 457
3 775

37 322
74 460
72 811
12 812
39 060

养殖面积
项目

资料来源院江西省水产局渔业统计资料袁下表同遥

2 水产养殖品种

由于江西省为内陆省袁其水产养殖品种均为淡水
养殖品种遥 分常规养殖品种和特种养殖品种袁常规养
殖品种主要包括院青鱼尧草鱼尧鲢鱼尧鳙鱼尧鲤鱼尧鲫鱼尧
罗非鱼尧鳊尧鲂等袁从各种养殖品种的产量渊2001年冤上
来看袁鲢鳙>草鱼>鲤鱼>鲫鱼>鳊鲂>青鱼>罗非鱼曰特
种品种主要包括院兴国红鲤尧婺源荷苞红鲤尧万安玻璃
鲤尧彭泽鲫尧鳗鱼尧鳜鱼尧泥鳅尧黄鳝尧银鱼尧黄颡鱼尧加
州鲈尧斑点叉尾鮰尧乌鳢尧月鳢尧克氏原螯虾尧青虾尧中
华绒毛蟹尧中华鳖尧美国青蛙尧牛蛙等遥 从各养殖品种
的产量渊2001冤上来看袁彭泽鲫>江西三红鲤>鳅鳝>青
虾>鳜鱼>乌鳢>蛙>黄颡鱼>鳗鱼遥
3 水产养殖情况

现以 2001年江西省水产业的养殖情况为例来加
以说明遥 2001年江西省各地水产量见表 2袁2001年国
内内陆水产养殖产量的比较见图 1遥

江西省水产饲料生产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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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1年江西省各地水产量

全省
南昌市
景德镇
萍乡市
九江市
新余市
鹰潭市
赣州市
宜春市
上饶市
吉安市
抚州市

鱼类
1 223 451
209 612
14 525
19 181

212 157
22 624
22 444

148 638
176 762
210 391
97 744
89 373

1 322 576
232 066
15 011
20 270
230 304
25 017
24 629
156 004
192 932
227 537
105 028
93 778

虾蟹类
36 520
9 899

84
114

8 455
505
341

2 594
4 063
7 281
1 974
1 210

贝类
43 150
10 880

272
700

8 466
1 478
1 225
936

6 090
8 155
3 497
1 451

其 中渊t冤
项目

其它
19 455
1 675
130
275

1 226
410
619

3 836
6 017
1 710
1 813
1 744

养殖产量
渊t冤

1 093 865
178 931
12 781
18 882

172 292
21 717
19 723

148 019
161 973
181 027
92 971
85 549

捕捞产量
渊t冤

228 711
53 135
2 230
1 388

58 012
3 300
4 906
7 985

30 959
46 510
12 057
8 229

珍珠产量
渊kg冤

23 891
4 281
800

0
1 120
535
310
100

3 490
7 055
1 940
4 260

总产量渊t冤

从图 1中我们可以看出袁江西省的养殖产量 2001
年在全国位于第 6位遥 养殖产量前 5位中袁有 4个省
渊广东尧湖北尧安徽尧湖南冤是江西的邻省袁所以在江西

省建立水产饲料厂具有很好的辐射力和扩展性袁可以
降低运行成本袁具有良好的地理优势遥
4 江西省饲料企业基本概况

江西鱼用饲料加工业始于 20世纪 70年代初期袁
此阶段仅仅是将饲料原料粉碎袁没有添加剂袁所以产
品只能叫混合饲料遥 80年代中期建有水产配合饲料
加工厂袁 但水产配合饲料的推广应用一直未得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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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重视和渔民的广泛接受遥 90年代袁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和畜禽饲料的广泛应用以及农业产业结构

的调整袁 水产饲料的应用才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和
渔民的认可袁 而至今全面应用配合饲料养殖的面积
不到 30%袁 专业从事水产饲料的生产企业只有通威
饲料一家袁 其它多是畜禽饲料加工企业转向而来袁其
配合饲料技术及人员多是来源于畜禽配合饲料技术

和人员遥 因此袁在水产饲料生产和技术服务上还存在
着差距遥

从江西省饲料办的统计情况来看袁2000 年全省
共有饲料加工企业 585家袁 其中国家企业 250家袁占
42.6%曰集体企业 72家袁占 12.3%曰私营企业 247 家袁
占 42.2%曰合资企业 13 家袁占 2.2%遥 主要分布在南
昌尧赣州尧宜春等地遥 2001年全省共有饲料加工企业
482家袁比上一年减少 103家袁下降 17.6%遥 其中国有
141家袁占 29.3%曰集体 38家袁占 7.9%曰私营 113 家袁
占 23.4%曰合资企业渊含联营尧股份尧外商冤190 家袁占
39.4%遥 2002年袁全省共有饲料加工企业 395家袁比上
一年减少 87 家袁 下降 18.05%遥 其中国有 22 家袁占
5.6%曰集体 40 家袁占 10.1%曰私营 173 家袁占 43.8%曰
合资企业渊含联营尧股份尧港澳台尧外商冤160 家袁占
0.5%遥

2000年袁全省配合饲料 134.2 万吨袁占饲料总产
量的 64%遥 其中猪全价料 79.17万吨袁占 38.1%曰禽全
价料 45.62万吨袁 占 21.9%曰 鱼虾料等 8.05万吨袁占
4%曰 浓缩料 48.36万吨袁 占 23.2%曰 添加剂预混料
25.68万吨袁占 12.3%遥 饲料产值 54.5亿元遥

2001 年袁全省配合饲料产量 1 377 858t袁占饲料
总产量的 63.65%遥 其中猪料 806 376t袁占 58.5%曰蛋禽

料 246 730t袁占 17.9%曰肉禽料 215 309t袁占 15.6%曰水
产料 86632t袁占 6%曰反刍料 10 011t袁占 0.7%曰其它 12 800t袁
占 0.92%遥浓缩料 506 012t袁占饲料总产量 23.37%遥其中
猪料 397 082t袁占 78%曰蛋禽料 56 832t袁占 11%曰肉禽
料 46 747t袁占 9%曰反刍料 5 351t袁占 1%遥 添加剂预混
料 280 983t袁占饲料总产量饲料总产量 12.98%遥 其中
猪料 196 837t袁占 70%曰蛋禽料 47 946t袁占 17%曰肉禽
料 33 687t袁占 12%曰水产料 981t袁占 0.35%曰反刍料 1 532t袁
占 0.55%遥 另外饲料企业的开班率达到 69.39%袁高于
全国水平 51.96%袁位居全国第 5位遥

2002 年袁全省配合饲料 1 415 781t袁占饲料总产
量的 61.59%遥其中猪料 707 891t袁占 50%曰蛋禽料268998t袁
占 19%曰肉禽料 240 683t袁占 17%曰水产料 113 262t袁占
8%曰反刍料 14 158t袁占 1%曰其它 70 789t袁占 5%遥浓缩
料 587 212t袁占饲料总产量 25.55%遥 其中猪料 458 025t袁
占 78%曰蛋禽料 64 593t袁占 11%曰肉禽料 52 849t袁占
9%曰水产料 2 613t袁占 0.4%曰反刍料 5 872t袁占 1%曰其
它 3 260t袁占 0.6%遥 添加剂预混料 295 670t袁占饲料总
产量 12.86%遥其中猪料 206 969t袁占 70%曰蛋禽料 50 264t袁
占 17%曰肉禽料 35 480t袁占 12%曰水产料 2 957t袁占
1%遥

2003 年袁全省渔用饲料 17.355 万吨袁其中配合
饲料 16.76 万吨尧浓缩料 0.28 万吨尧添加剂料 0.315
万吨遥

2004年袁全省渔用饲料 19.252万吨袁其中配合饲
料 18.66万吨袁浓缩料 0.28万吨袁预混料 0.312万吨遥

从饲料企业从业人员的学历构成来看袁2001 年
博士占全国同行业博士人数渊304人冤的 1.97%袁硕士
占 2.22%曰2002 年博士占全国同行业博士人数渊701

2 500 000
2 000 000
1 500 000
1 000 000

500 000
0

图 1 2001年全国各地区内陆水产养殖产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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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冤的 0.9%袁硕士占 1.3%遥
从上述三年的情况来看袁淤饲料企业逐步走向市

场化袁国营企业逐步减少袁私营尧股份制等企业增加袁
饲料企业总体数量逐步减少袁向规模化尧集团化方向
发展遥 于水产饲料正处在一个起步上升阶段袁潜力较
大遥盂饲料工业发展不平衡袁饲料原料工业尧饲料添加
剂工业发展滞后曰企业规模化不够大袁组织化尧社会化
程度低袁竟争能力不强遥榆饲料市场不规范袁存在竞相
斗价尧赊销等不正当竞争现象遥 虞基础薄弱袁人才尧技
术储备不足袁尤其水产饲料设备尧人才严重不足袁缺乏
发展后劲遥
5 江西水产饲料市场的预测

5.1 现以 2001年江西省养殖产量来推算袁 需要水产
饲料量应为院

水产饲料总量渊一年冤=1 093 865伊80%伊40%伊1.8=
630 066. 24抑63万吨遥 渊其中 80%为产量的可信度和
各种风险系数曰40%为产量由饲料转化的量曰1.8为平
均饲料系数冤遥

而 2002 年配合饲料销量只不过 10 万吨左右袁
2004年接近 20万吨袁 显然水产投饲养殖还处在起步
阶段袁随着保护耕地政策进一步加强袁江西要靠进一
步扩大养殖水面来增加产量已不切合实际袁 走向精
养尧调整养殖结构是其今后发展的方向袁这就要依赖
渔用配合饲料的开发与利用遥随着其养殖理念进一步
改变袁投饲养殖会进一步加大袁养殖的科技含量也会
加大遥 因此袁水产饲料市场潜力较大遥
5.2 由于现阶段水产饲料的利润率比畜禽饲料的要

高袁多数从事畜禽饲料生产的厂家纷纷加入水产饲料
生产袁这样进一步加大了市场竞争的力度袁同时也拓
宽了水产饲料的应用遥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袁环
鄱阳湖水产养殖业的深度开发袁其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也会逐步提高袁则水产饲料的用量也会提高袁其市场
也会扩大遥
5.3 现行的水产饲料在江西市场上多是成鱼料袁鱼
种次之袁而开口料尧鱼苗料极少袁饲料的生产未形成系
列化袁制约了一些特种水产品的推广养殖及规模化养
殖遥 同时袁江西市场上水产饲料加工设备多数是利用
畜禽饲料加工设备袁专业水产饲料生产设备不足也制
约了饲料质量的提高遥 因此袁水产饲料加工设备也有
待进一步提高袁具有一定的市场潜力遥
6 江西水产饲料发展的趋势分析

6.1 江西的水产业与全国其它内陆省份相比袁 发展
方向是作一个水产业强省袁 作不了一个水产业大省袁
主要原因是养殖水面有限遥 因此袁精养尧调整养殖结
构尧扩大出口是其重点发展的方向袁而其依赖的水产
养殖业中的产业之一是渔用饲料产业遥必须加大水生
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的研究袁解决精养尧肉食性鱼类
养殖制约饲料的来源遥
6.2 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带来了渔用饲料产业的发

展袁渔用饲料是水产养殖业中的一个重要产业遥 但由
于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袁 渔用饲料归于畜禽管理部
门袁造成了行政管理上的相互脱节袁饲料管理部门对
渔用饲料实际上只停留在注册尧审批和数据统计等工
作上袁而对于饲料如何来服务于水产养殖业袁在把好
饲料质量安全袁提高水产品的质量安全上缺乏应有的
管理手段和措施遥而渔业行政管理部门由于缺乏管理
权限袁不能更好地利用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来带动饲料
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袁 缺乏对渔用饲料产业上的资金尧
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与重视遥渔用饲料业只能通过市场
的调节机制来扩大其发展遥这种管理体制落后于生产
实际袁因此袁对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的发展带来一定
的阻碍作用遥一旦调整到位将对水产饲料业起着重要
的推动作用遥
6.3 突破开口饲料尧鱼苗饲料的生产与应用袁建立各
养殖品种的系列化饲料产品袁符合江西一条鱼一个产
业的发展思路袁并能推动其产业的发展遥因此袁渔用饲
料产业发展方向是产品专业化尧系列化袁向深层次发
展袁走畜禽饲料开发与发展的模式遥如猪料袁有乳猪料
及其它各个生长阶段的料曰鸡有蛋鸡料尧肉鸡料及各
个生长阶段的料等等遥
6.4 水产品是农业出口的主要产业袁 在江西占据第
一位袁因此袁水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是重要的一环遥而
影响水产品质量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是饲料的质量

与安全袁 尤其是饲料中的添加剂袁 必须是无残留尧无
毒尧无害等无公害产品袁因此袁开发与生产无公害渔用
饲料产品是渔用饲料的发展方向和客观要求遥
6.5 江西境内水质比较好袁无重大工业企业污染袁为
保持江西渔业的可持续稳定地增长袁要求使用的渔用
饲料不仅营养全面尧饲料系数低袁而且性价比适宜尧生
态环保遥 因此袁渔用饲料的使用必须高起点尧无公害尧
生态环保袁从而促进渔用饲料的进一步发展遥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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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饲料厂和养殖场生产第

一线的若干问答渊二十四冤
美国大豆协会北京办事处饲料技术主任 程宗佳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副教授 庄 苏

江 南 大 学 食 品 学 院 副 教 授 朱建平

窑本栏目由美国大豆协会协办窑

1 普通豆粕与脱皮豆粕的区别 (陕西读者 张永峰)钥
答院去皮豆粕是经脱皮、浸提油脂等特殊工艺加工而成的优
质植物蛋白原料。它具有粗蛋白含量高、氨基酸含量高、粗

纤维含量低的特点，其特殊的加工处理工艺致使豆粕中的

抗营养因子含量得以降低，使其氨基酸的利用率提高。在美

国，去皮豆粕与普通豆粕的价格比大致变动在 1.07耀1.085
之间；在中国目前为 1.095耀1.10之间。去皮豆粕与普通豆粕
营养比较见表 1、表 2。

表 1 去皮豆粕与普通豆粕营养成分的比较

项目
粗蛋白质渊%冤
粗脂肪渊%冤
粗纤维渊%冤
水分渊%冤
代谢能渊MJ/kg冤
精氨酸渊%冤
赖氨酸渊%冤
苏氨酸渊%冤

普通豆粕
逸44.0
逸0.5
臆7.0
臆12
9.38
3.4
2.9
1.7

去皮豆粕
逸47.5耀49

逸0.5
臆3.3耀3.5

臆12
10.36

3.8
3.2
2.4

项目
蛋氨酸渊%冤
胱氨酸渊%冤
色氨酸渊%冤
组氨酸渊%冤
亮氨酸渊%冤
异亮氨酸渊%冤
脯氨酸渊%冤

普通豆粕
0.65
0.67
0.6
1.1
3.4
2.5
2.2

去皮豆粕
0.75
0.74
0.7
1.3
3.8
2.6
2.7

资料来源院Dale袁N. Feedstuffs袁July袁p24渊1996冤遥

表 2 去皮豆粕与普通豆粕营养指标比较（%）

水分
粗蛋白
粗纤维
粗灰分
尿素酶活性
[以氨态氮计,mg/渊min窑g冤]
氢氧化钾蛋白质溶解度

一级
臆12.0
逸44.0
臆7.0
臆7.0

逸70

二级
臆13.0
逸42.0
臆7.0
臆7.0

逸70

一级
臆12.0
逸48.0
臆3.5
臆7.0

逸70

二级
臆13.0
逸46.0
臆4.5
臆7.0

逸70

普通豆粕 去皮豆粕

臆0.3 臆0.3 臆0.3 臆0.3

项目

注院1.粗蛋白质尧粗纤维尧粗灰分均以 88%或 87%干物质为基础曰
2.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9541-2004袁饲用大豆粕遥

从表 1与表 2可见，去皮豆粕与普通豆粕相比，粗蛋白、
脂肪、各种氨基酸含量以及能量值均高于普通豆粕；纤维含

量则比普通豆粕低得多；总体营养价值高于普通豆粕。从目

前生产应用的效果看，去皮豆粕的营养物质消化吸收率和饲

喂效果远高于普通豆粕。

2 仔猪咬尾的原因及防治措施(河南读者 刘福仁)钥
答院仔猪咬尾症是多发生于断奶仔猪之间，先是个别仔猪啃咬
其它仔猪尾巴而引起仔猪间相互咬尾的一种恶癖症。被咬仔

猪往往因失血而发生贫血，严重影响仔猪的生长发育，甚至个

别仔猪会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咬尾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因素所

引起。

①营养因素

营养水平低于正常需要量而不能满足猪的生长；矿物质、

微量元素、维生素配比或添加量较低；蛋白质供应不足；营养

水平不平衡，如缺钠，磷、钙失衡与缺乏。

②环境因素

卫生条件差，空气污浊，易引发疾病；温度过高或过低，

温差变化大，引起抵抗力下降；通风不良，贼风侵袭引起不

适而休息不良；光照过强，使猪只兴奋烦燥；猪舍环境单调，

猪只互相“玩弄”而引发咬癖；过于噪杂、拥挤，人和动物的

骚扰等。

③管理因素

饲养密度过大，易发生争夺位次，导致咬斗；同一栏猪体

重相差太大而致使弱小猪只成为被咬对象，蔓延至整群；猪只

未去势或去势不完全，因发情爬跨而咬斗；猪群调整而引发重

新争夺位次；供水不足或饥饿都容易引起仔猪烦躁不安、活动

频繁而相互咬斗。

④疾病因素

猪贫血时会引发咬尾；体外寄生虫刺激体表而引发咬斗；

体内寄生虫及其它疾病也会引发咬斗。

仔猪咬尾是由综合因素所引起的恶习，平时应进行综合

防治。具体的防治措施如下。

①调整营养

根据营养需要调整配方，矿物质、微量元素、维生素、其它

添加剂的合理使用；良好的饲料加工技术提高猪的消化吸收

能力；发病后对微量元素、维生素等需要量增大，故可适当多

加；保证饲料贮藏质量，防止发霉变质。

②改善环境

保持干燥、通风良好、合理处理猪粪尿，改善卫生条件，以

使猪只健康生长；做好保温降温工作，保证适宜生长温度；防

止强烈光照，减少强光对猪的刺激，使猪只相对安静；在猪舍

内设吊绳等物以吸引猪只，分散其注意力。

③改善管理

合适的饲养密度，猪群不宜过大，减少猪只争斗，有咬斗

恶癖猪只应单圈饲养；分群时注意体重相对平均，避免体重差

异悬殊，中途一般不宜转群；对猪只及时去势，促使其快速生

长，减少爬跨；定时、定量饲喂配合饲料。

④防治疾病

乳仔猪阶段易发贫血，应注意补铁等；定期驱虫，防止体

内外寄生虫侵害；对发病猪应及时治疗，保证猪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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