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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我国大多数饲料厂均采用环模制粒生产水
产饲料遥 通过环模制粒生产的硬颗粒饲料沉入水底
10耀20min即溃散袁 采食性差袁 部分残留在水域环境
中袁 对水质污染严重曰 而挤压膨化饲料经过高温尧高
压袁是一种低污染尧浪费少尧高转化率的优质环保型饲
料遥 因此袁水产膨化料已有逐步取代硬颗粒料成为水
产饲料主流的趋势遥水产膨化饲料生产过程一般包括
原料粉碎尧混合尧二次微粉尧挤压膨化尧烘干尧冷却等工
序袁 其中挤压膨化在整个工艺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
对饲料的品质尧 生产效率等影响较大遥 为此, 本文就
单尧双螺杆水产饲料挤压膨化机的工作特性和合理选
用进行论述,为厂家正确应用水产饲料挤压膨化机提
供参考, 使挤压膨化技术在生产中真正起到作用, 达
到增产尧降耗袁提高饲喂时养分消化率和能量利用率
的目的遥
1 挤压膨化机的结构特点及工作原理

挤压膨化机主要由一个机筒和在膨化机筒内旋

膨化转的螺杆等部件组成袁有单螺杆挤压膨化机和双
螺杆挤压膨化机两大类遥 在挤压加工过程中袁物料从
喂料口进入模腔袁由螺杆推动向前输送时袁受到挤压尧
混合尧压缩和剪切遥由于推动力尧摩擦力和剪切力及外
加热的作用袁物料受压变热袁达到高温尧高压状态袁熟
化成为改性的糊状物遥 当物料从前面的模孔挤出后袁
由于温度和压力突然降至常温尧常压状态袁致使物料
内水分急剧汽化蒸发袁体积迅速膨胀袁成为膨化物遥
1.1 单螺杆挤压膨化机

单螺杆挤压膨化机的螺杆由一根轴把各种结构

的螺杆单元连接组成遥整个螺杆由三段组成院喂料段尧
揉合段及熔融均化段遥 物料从喂料口进入机筒后袁在
螺杆中经历固体输送尧熔融和均化过程袁使物料从松
散状态转变成连续可塑的面团状遥

在单螺杆挤压腔中物料基本上紧密围绕在螺杆

的周围袁呈螺旋形的连续带状袁螺杆转动时物料沿着
螺旋就像螺母一样向前移动,但当物料与螺杆的摩擦
力大于物料与机筒的摩擦力时,物料将与螺杆产生共
转, 这就不能实现对物料的向前挤压和输送作用了遥
当物料的水分尧油分越高袁这种趋势就越明显遥为避免
这些问题袁现在大多数的单螺杆挤压膨化机采用分段
式袁单尧双螺旋袁压力环与捏合环交错排列的组合螺杆
和内壁开槽机筒袁以适应机腔内物料的变化情况遥

单螺杆挤压膨化机结构相对比较简单袁价格也相
对较低袁其发展较早袁技术相对比较成熟袁设备稳定袁
在膨化水产饲料生产中作为主要设备已有 40多年的
历史袁广泛应用于罗非鱼尧鮰鱼尧草鱼尧鲤鱼等的低蛋
白成鱼饲料生产中遥 另外袁在池塘混养鱼料等低档饲
料生产中袁单螺杆挤压膨化机有明显的优势袁其原料
无需经过超微粉袁粒度 95%通过 30耀50目即可袁大大
降低了设备投资费用袁提高了生产效率遥
1.2 双螺杆挤压膨化机

双螺杆挤压膨化机是多螺杆挤压膨化机中的一

种袁 是在单螺杆挤压膨化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袁在
双螺杆挤压膨化机的机筒中袁 并排安放两根螺杆袁故
称双螺杆挤压膨化机遥根据螺杆的相对位置可分为啮
合型与非啮合型袁啮合型又可分为部分啮合型和全啮
合型袁具体见图 1曰根据螺杆的旋向可分为同向旋转
与反向旋转两类袁 反向旋转又可分为向内和向外两
种袁具体见图 2遥

同向旋转式双螺杆压力区性质不同袁物料在套筒
内腔受螺杆的旋转作用袁产生高压区和低压区袁具体
见图 3渊a冤中符号野+冶尧野-冶所示的位置遥 显而易见袁物
料将沿着两个方向由高压区向低压区流动院一是随螺
杆旋转方向沿套筒内壁形成左右两个 C形物料流渊见
图 4冤袁这是物料的主流曰另一个是通过螺杆啮合部分
的间隙形成逆流[见图 3渊b冤]遥 产生逆流的原因是左螺
杆把物料拉入啮合的间隙袁而右螺杆又把物料从间隙
中拉出袁结果使物料呈野肄冶字形前进袁改变料流方向遥
这不仅有助于物料的混合和均化袁而且还使螺杆的齿
槽间产生研磨(即剪切)与滚压作用袁出现压延效应袁这
个效应与反向螺杆压延效应相比要小得多遥 当然袁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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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a冤非啮合型 渊b冤部分啮合型 渊c冤全啮合型
图 1 双螺杆啮合类型

延效应小袁物料对螺杆的磨损也就减小袁物料就是这
样经过输送尧剪切尧混合和机筒外壳的加热袁在高温尧
高压的作用下达到熟化袁最后被挤出筒外遥

物料流

渊a冤 渊b冤

+
-

+
-

图 3 同向旋转式双螺杆

图 4 扭曲的 C型空间

反向旋转双螺杆挤压膨化机一般采用两根尺寸

完全相同袁但螺纹方向相反的螺杆遥 向内旋转和向外
旋转的区别在于压力区的位置不同袁双螺杆向内旋转
产生的压力为上高下低袁物料通过双螺杆时袁在入口
会产生极高的压力袁造成进料困难袁目前这种向内反
向旋转式很少采用曰双螺杆向外旋转产生的压力为上
低下高袁有利于进料遥但反向旋转与同向旋转相比袁物
料在螺杆内形成的 C形物料流不能从一根螺杆移向
另一根螺杆袁物料产生的混合程度显著降低袁其自洁
能力也没有同向旋转双螺杆有效和稳定遥

反向旋转双螺杆由于上下有压力差袁 产生使螺
杆向两侧偏移的分离力 袁 螺杆在 作用下压向机

筒袁加速了机筒和螺杆的磨损袁且转速越高袁 越大袁
磨损越严重袁从而限制了螺杆的转速曰而同向旋转双
螺杆不存在分离两螺杆的力袁故磨损较小袁可高速运
转袁并能达到很高的产量袁故同向旋转双螺杆应用较
广泛遥

物料所需要的热量来源袁除了与单螺杆相同的部
分外袁大部分来自啮合间隙曰受啮合螺纹的剪切尧挤压
和混合袁产生热量袁并使热量均匀化遥间隙的大小对膨
化质量影响很大袁间隙小尧剪切力大袁但通过的物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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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物料输送方式
自清洁性
工作可靠性
控制方式
挤压时物料内的热分布
适应性
物料允许水分
加工产品
设备价格
生产能力

单螺杆挤压膨化机
摩擦输送
无
较平稳袁但可能堵塞
手动不易控制
不均匀
适应范围较小
10%耀30%
品种较少袁品质较好
较低
小

同向旋转双螺杆挤压膨化机
强迫滑移输送
有较好的自洁作用
平稳尧可靠
控制参数较多易于控制
均匀
适应范围广袁含水尧含油均可
5%耀95%
可加工多种产品袁品质优良
较高
较大

表 1 单螺杆与双螺杆挤压膨化机的差别

减少曰间隙大袁通过的物料量增加了袁但剪切力减小遥
双螺杆强制输送和自洁的特性袁使物料在机筒中停留
时间短而均匀曰双螺杆良好的混合性能使物料得到的
热量及时均化袁加快了物料的熟化程度袁减少了料温
的波动袁提高了膨化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遥

双螺杆挤压膨化机具有适应性强尧滑移输送及自
洁等优点袁但其结构复杂袁投资成本高袁相应的维修和
操作成本也较高遥 因而袁双螺杆挤压膨化机一般用于
那些具有高附加值的水产和宠物饲料生产中袁 如鳗
鱼尧甲鱼及幼鱼饲料的生产袁因为这些产品在市场上
销售的价格足以回报双螺杆技术的制造产品所需的

费用曰另外一些特种水产饲料如微粒水产饲料渊直径为
0.8耀1.5mm冤尧高脂肪水产料及生产量小但配方常变的
饲料也需采用双螺杆挤压膨化机进行生产遥

双螺杆挤压膨化机在国内发展相对较晚袁 对于
中型以上的双螺杆挤压膨化机袁 由于其原料特性变
化范围较大袁需要螺杆转速在较大范围内调整袁由于
其工作原理不同于单螺杆挤压膨化机袁 在具体结构
上有较大的差异袁特别是机筒尧螺杆尧推力轴承及齿
轮箱的布置比较复杂袁造成设备成本的增加遥 在同等
生产能力下袁 同向旋转双螺杆挤压膨化机与单螺杆
挤压膨化机的对比结果见表 1遥

2 水产饲料挤压膨化机选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在新建水产饲料加工厂或改造原饲料生产线时,
选用挤压膨化机首先要考虑其类型, 根据饲料生产能
力选择相匹配的挤压膨化机曰 尤其是老厂改造时, 还
应考虑原粉碎机尧烘干机尧冷却器的生产能力是否足
够遥 选用时应重点考虑几个问题遥
2.1 膨化机的膨化效果

对于水产饲料来说,好的膨化效果就是颗粒成形
率 99%以上尧颗粒粉化率小于 1%尧颗粒漂浮率渊下沉
率冤100%袁颗粒大小均匀尧色泽一致袁具有很好的耐水
性曰上浮型水产饲料在水中保持 10h尧下沉型水产饲
料在水中保持 3h不溃散等遥
2.2 挤压膨化机的投资价格

双螺杆挤压膨化机设备投资费用是同等生产能

力的单螺杆挤压膨化机的 1.5耀1.7倍曰 易损件的费用
大约是单螺杆挤压膨化机的 1.5倍曰电耗费用也大约
为单螺杆挤压膨化机的 1.5倍遥
2.3 挤压膨化机的使用寿命

不同厂家的挤压膨化机由于结构特征和使用材

质的不同, 使用寿命也不尽相同遥所以, 在选用挤压膨

化机时, 应特别注意一些易损件的耐磨性, 以及其结
构设计上是否合理, 能否达到减少螺杆磨损的目的曰
另外, 在选用挤压膨化机时还要考虑该机器是否能真
正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遥 对于没有经过超微粉的原
料袁其易损件的磨损将更加严重袁特别是双螺杆挤压
膨化机袁这种情况选用单螺杆挤压膨化机更合理遥
3 挤压膨化机的控制方式

挤压加工大多数为人工或半自动操作袁挤压产品
的质量与操作人员自身的素质有很大关系袁人为控制
进料尧蒸汽和水的添加速度以及产品的温度将会造成
颗粒产品质量不稳定袁尤其是水分的不均匀性袁从而
烘干后水分含量达不到指标袁生产出不合格品袁给饲
料厂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遥 以时产 6t的水产膨化机
为例袁当颗粒水分超过安全储藏水分后袁颗粒将发霉曰
当颗粒水分达到安全储藏水分后袁每降低一个百分点
的水袁饲料厂一年的经济损失将达 80多万遥全自动控
制方式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控制物料尧 水和蒸汽的流
量袁根据设置自动添加袁对所有故障实施报警袁消除了
与挤压膨化机操作相关的人为因素影响和无法避免

的产品质量波动遥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刘雄伟等：水产饲料挤压膨化机的特性分析和正确选用 工 艺 设 备

4

mailto:cuicengde@tom.com


1 调质工艺的现状

饲料生产企业无论是生产膨化料还是颗粒料袁都
无一例外地要对物料进行调质袁以期达到稳定的工艺
条件遥 在生产过程中袁许多企业在调质这一环节大多
采用普通单轴调质器或双轴调质器袁调质效果很难达
到工艺要求遥

所谓调质袁就是要将加入调质器内的饱和干蒸汽
与物料充分混合并被物料吸收袁使物料达到一定的温
度和水分要求袁满足后序加工的条件袁在调质器搅拌
桨叶的快速翻转和搅动作用下袁 促使水分均匀一致袁
温度稳定遥

在许多情况下袁 普通调质器很难达到上述效果袁
究其原因是院淤调质时间短袁即使将搅拌桨叶角度调
整到使调质筒内物料充满系数达到 80%以上袁低气压
加大蒸汽进汽量袁 物料仍不能具有较好的调质效果曰
于物料水分低袁吸收热量的能力差袁导致物料吸收蒸
汽量少袁调质后物料水分增加量低袁因为物料在调质
筒内本身是一个湿热交换和传递的过程袁只有在适当
的湿度下袁蒸汽的热量才能较好地渗透到物料来进行
加热袁在湿度渊水分冤达不到一定程度时袁蒸汽加热只
是在物料的表面袁调质后反映出的物料温度并不是真
实的物料温度遥

从上述分析看袁要增加调质时间袁采用双轴差径
调质器很容易满足调质工艺条件袁但势必增加设备投
资遥本文旨在从另一方面探讨提高调质工艺效果的方
法袁使蒸汽更好地被调质物料所吸收袁使调质物料湿
度渊水分冤易控尧温度均匀袁为后序加工提供稳定条件遥
2 加水系统在调质工艺中的应用方法

提高调质工艺效果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袁就是通过
测定调质前物料的水分含量袁在物料混合时加入定量
的水袁再计入 3%的蒸汽量袁使物料含水量满足调质后
对水分的要求袁从而使蒸汽在调质过程中最大限度的
被物料吸收遥 适宜的水分还能起到湿润剂的作用袁对
后序制粒成形有利遥

2.1 物料中加水

加水的关键在于将定量的水雾化后袁均匀地喷在
调质物料或混合物料的表面袁使其在搅拌过程中与物
料均匀混合遥

定量加水如果配置小管径尧小流量的变送器和控
制器来控制加水袁配置费用高袁最好利用已有水源袁压
力不低于 0.2MPa袁通过玻璃转子流量计定量加水遥
2.2 雾化水的方式

液体雾化的方式一般有 3种院压力雾化尧气流雾
化和离心雾化遥

压力雾化需另配加压水泵袁利用水泵产生的液压
能提供雾化能量袁将雾化水从喷嘴喷出袁与被调质物
料混合,在加水量所占物料比例不到 5%的情况下, 难
以实现连续工作曰 离心雾化在此种条件下不适应袁适
宜的方式是采用气流雾化遥
2.3 雾化喷嘴的形式

根据使用条件和安装位置不同,可选择以下 3种
形式的喷嘴遥

淤缝隙式喷嘴渊见图1冤
缝隙式喷嘴喷出扇形液体,其流量分布呈正态曲

线,喷嘴中心最多,沿缝隙两侧逐渐减少,其分布宽度
(即喷雾角)与液体压力成正比遥

于锥孔形喷嘴渊见图 2冤
其流量分布亦呈正态曲线,喷嘴喷出锥形分布的

液体,喷雾面不随压力的增大而增大遥
盂折射式喷嘴渊见图 3冤
折射式喷嘴喷出的水雾呈线形分布袁 其分布宽度

渊喷雾角冤与液体压力成正比袁此种喷嘴喷出的水雾直
接冲击在喷嘴斜面上袁雾化程度要好遥

各式喷嘴的相关参数见表 1遥
表 1 喷嘴的参数（mm）

项目
d
h
b
椎
L

缝隙式喷嘴
0.5耀2
2耀3
2耀3

12耀15
40耀50

锥孔形喷嘴
0.5耀2

折射式喷嘴
0.5耀2

2.4 喷嘴的安装

喷嘴在安装时应尽量置于调质器内的空白区袁以

加水系统在调质工艺中的应用
张文新

张文新，广东省佛山市顺康动物营养饲料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510545，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良田镇陈洞村路口。
收稿日期：2006-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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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使雾化水向物料抛扬区喷射遥喷嘴的缝隙方向与搅
拌轴线一致袁达到均匀喷射的效果遥
3 系统设置

为保证加水系统连续均匀地将水雾喷入到调质

物料上袁系统管路中应有 0.2耀0.4MPa的压力袁而且喷
水的压力可以通过压缩空气减压阀稳定在一定数值袁
便于通过调节出水阀门来控制加水量袁具体加水系统
设置见图 4遥

图 4 雾化系统

1 2 3 4 5
6

7

8
910

1.过滤器 2.单向阀 3.7.球阀 4.雾化装置 5.转子流量计 6.压力表 8.调质器 9.汽源球阀 10.减压阀

d

图 1 缝隙式喷嘴 图2 锥孔形喷嘴

d

60毅

d

图 3 折射式喷嘴

4 效果评价

在调质过程中袁均匀适宜的水分含量袁不仅对物
料吸热尧制粒成形有好处袁而且对比较干燥的物料来

讲袁也是一种经济的做法遥只要物料水分控制均匀袁后
序冷却尧干燥设备满足要求袁把成品水分控制在标准
范围内袁就能产生比较客观的经济效益遥

张文新：加水系统在调质工艺中的应用 工 艺 设 备

禽 流 感 影 响 巴 西 鸡 肉 出 口 和 生 产
窑信息采撷窑

巴西鸡肉出口商协会报道：尽管巴西目前还远离禽流感，但世界禽流感导致巴西鸡肉出口下降，严重影响了养鸡业的发

展。2006年 2月份，巴西鸡肉出口 19.8万吨，比上月下降 7%，比 2005年同期下降 8%。最近两个月，巴西 5万吨鸡肉出口受
阻，导致国内鸡肉价格下跌，有些地方价格滑坡达到 30%以上。为防止过度库存，巴西鸡肉出口商会不得不决定减少鸡生产
量，2月份减少生产 15%，3月份减少 25%。

鸡肉是巴西主要出口产品之一，2005年出口鸡肉达到 280万吨，收入 35亿美元。目前，由于禽流感，国际市场鸡肉价格
下跌 16%，国内市场供应增长，价格随之下跌，巴西养鸡业面临收缩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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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肽渊Antibacterial peptide袁ABP冤广泛存在于生
物体内袁是生物细胞特定基因编码产生的一类小分子
多肽袁 其生成和释放是机体炎症反应的组成部分袁是
宿主防御病原微生物入侵的重要分子屏障 (Kamysz,
2005)遥 与传统抗生素相比袁抗菌肽具有分子量小尧热
稳定尧水溶性好尧强碱性尧广谱抗菌和作用机制独特等
特点遥 近年来袁抗生素的滥用尧耐药菌株的产生尧国际
贸易中药残含量超标等问题严重阻碍着养殖业的快

速发展袁加之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袁对畜产品质量
要求越来越高袁这就给传统养殖方式和抗生素药物应
用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遥 因此袁大多数专家把目光
转向开发绿色尧无公害的兽用抗生素和添加剂曰而抗
菌肽因其独特的作用机制和优良的特性而有望成为

一代新型尧高效尧低毒尧无残留的绿色环保抗菌物质而
被科学家和养殖专业人员看好遥
1 抗菌肽的发现及来源

很早以前,人们就考虑一个问题:家蝇从幼虫到成
虫均生活在杂菌横生的环境里袁在人类和动物间传播
多种疾病,而其自身却很少患病遥 在 1972年袁瑞典科
学家 Boman 等首先在果蝇中发现抗菌肽及其具有免
疫功能袁随后以惜比古天蚕渊Hyalophora cecropia冤的蛹
为实验材料 袁 向其注射蜡样芽孢杆菌 渊Bacillus
cerceus冤 时发现了抗菌肽遥 20世纪 80年代初袁Hult鄄
mark等 (1980) 领导的研究小组将活的大肠杆菌渊E.
coli冤注入滞育的惜比古天蚕渊Hyalophora cecropia冤蛹
中进行诱导袁从其血淋巴中分离出三种具有抗菌活性
的蛋白袁 第一种蛋白的分子量为 15kD袁 是一种溶菌
酶曰另两种蛋白分子量在 7kD左右袁与氨基酸组成相
似袁具有热稳定性遥这两种蛋白的物理特性尧抗菌特异

性说明该蛋白不属于溶菌酶袁而是一类新型的抗菌蛋
白遥 随后 Steiner等(1981)测定了它们的一级结构并给
这类肽命名为天蚕素渊Cecropins冤袁从此袁揭开了抗菌
肽研究的新篇章遥由于这些肽类物质和抗生素一样具
有抑菌活性袁人们就称它为野肽抗生素冶 渊Peptide an鄄
tibiotics冤遥野抗菌肽冶是我国学者对它最初的译名袁所以
国内现在一直沿用并习惯上称野抗菌肽冶遥

Hultmark 的研究小组从惜比古天蚕渊Hyalophora
cecropia冤中分离出 Cecropins 抗菌肽后袁起初人们以
为此类物质为昆虫独有遥 但随着更多的抗菌肽被发
现袁经研究证实院抗菌肽是自然界许多物种普遍拥有
的对抗外来病原体侵袭的一类物质袁是宿主先天性免
疫的重要组成部分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领域的扩
大袁 迄今为止袁 人们已发现 880 多种抗菌肽 (Kim袁
2005)袁 它们广泛存在于哺乳动物的中性粒细胞尧各
种脏器黏膜袁两栖类动物尧鱼类尧昆虫尧细菌及植物
花尧果尧叶之中(Kamysz袁2005)遥
2 抗菌肽的特点

2.1 抗菌肽的理化特点

抗菌肽的理化性质现已基本清楚,主要有以下几
点:淤分子量小遥 一般在 4kD左右,氨基酸组成大多都
在 15耀45个左右(Boman,2003)遥 于热稳定性高遥 100益
加热 10耀15min,仍能保持一定的活力遥盂水溶性好遥榆
等电点(isoelectric point,PI)一般大于 7,具有较强的阳
离子特征遥 虞对较高或较低的 pH值和较大的离子强
度都有较好的抗性遥
2.2 抗菌肽的结构特点

抗菌肽具有广谱抗菌和其它优良的特性袁与它自
身的结构特点密不可分遥 虽然抗菌肽种类繁多袁来源
也不同袁但它们的一级结构渊即氨基酸序列冤具有较强
的保守性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院淤N 端富含极性氨
基酸袁如 Lys尧Arg 等袁呈强碱性袁含过剩的正电荷袁使
抗菌肽呈阳离子特性曰于C端通常酰胺化袁呈中型疏
水性袁富含 Ala尧Val尧Gly等非极性氨基酸袁这可能与抗

《饲料工业》·圆园园6年第 圆7卷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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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肽的广谱抗菌活性有关曰盂中间连接部分富含 Pro袁
末端大多酰胺化袁 它也直接影响抗菌肽的杀菌活性曰
榆大部分抗菌肽在第二位上的氨基酸为 Trp袁 它对抗
菌肽的杀菌活性的高低起重要作用遥
2.3 抗菌肽的生物功能特点

淤广谱高效的抗菌活性遥 抗菌肽对 G+和 G-菌均
有高效广谱的杀伤作用袁国内外已报道有 113种以上
的不同细菌均能被抗菌肽所杀灭袁此外袁对真菌尧原虫
也有广泛的杀菌活性袁并且它的抗菌浓度小袁浓度单
位一般在 滋mol/l水平(Schonwetter,1995)遥 于抗病毒活
性遥抗菌肽对单疱疹病毒尧流感病毒尧爱滋病病毒等囊
膜病毒有明显的杀伤力遥 盂不易产生耐药性遥 抗菌肽
相对传统的抗生素而言,细菌对抗菌肽更难产生耐药
性遥 榆抗肿瘤活性遥 抗菌肽使肿瘤细胞不能贴壁和正
常生长遥 虞安全无残留尧无毒副作用遥 愚作用机制独
特袁对真核细胞几乎没有作用,仅作用于原核细胞和
发生病变的真核细胞遥
3 抗菌肽的作用机理

目前袁国内外对抗菌肽作用机制的研究还不是十
分清楚袁 尽管学者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理论和假说袁如
细胞膜电势依赖通道尧抑制细胞呼吸和细胞外膜蛋白
合成尧楔形模型尧孔道模型假说尧栅桶式机制尧毯式机
制等袁 但抗菌肽真正的作用机理还没有一个定论袁尤
其是对抗真菌的作用机理研究更少遥 目前袁只是普遍
认为离子通道学说更具有说服力遥

关于离子通道形成的具体过程,研究者们提出了
几种模式遥 Christensen等(1988)认为,离子通道的形成
可分为 3个步骤院淤抗菌肽分子通过其两亲性 琢- 螺
旋上的正电荷与细菌细胞质膜磷脂分子上的负电荷

之间的静电吸引而被吸附到细胞质膜上曰于抗菌肽分
子中的疏水段借助分子中的连接结构的柔性插入细

胞质膜中曰盂抗菌肽分子的疏水尧亲水两亲性分子的
琢-螺旋插入膜内,通过膜内分子间的相互位移,使多个
抗菌肽分子相互聚集尧共同作用形成离子通道遥 Fink
渊1989冤则认为,当抗菌肽作用于细胞膜时,N-端的两亲
螺旋结合在膜表面,只有 C端的疏水螺旋插入膜中,进
而形成离子通道遥而 Clague(1989冤认为,抗菌肽通过作
用于膜蛋白,引起蛋白质凝聚失活,细胞膜变性而形成
离子通道遥

在离子通道形成之后袁抗菌肽的作用过程可以分
为两种情况遥

一种情况是袁有时抗菌肽与细胞膜作用直接导致
细胞死亡袁在此情况下袁可能的机制有以下几种院淤膜

的裂解产生严重的物理性破坏袁 导致内容物外泄
渊Yoonkyung袁2003冤曰于在脂双层中袁脂质的不规则分
布造成了细胞膜功能的紊乱渊Tomas袁2002冤曰盂去极化
作用袁通过改变膜构象袁形成众多离子通道袁膜内的 K+

通过离子通道大量外流袁造成 ATP合成下降袁最后菌
体因细胞呼吸受阻而死亡遥

另一种情况下袁 抗菌肽形成离子通道的时间很
短袁这样不足以立即杀死病原体遥 抗菌肽通过进入靶
细胞内部袁导致一系列关键物质的破坏袁可能包括以
下过程渊Kragol袁2001冤院淤抗菌肽诱导菌体产生降解细
胞膜的水解酶袁从而导致整个细胞的解体曰于抗菌肽
与胞内多聚阴离子(如 DNA)作用袁使 DNA失活袁从而
杀死病原体遥

有意义的是抗菌肽对真核细胞几乎没有作用,而
对原核细胞和发生病变的真核细胞有溶菌活性遥 其
原因在于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的结构存在不同袁尤
其是膜结构的不同,真核细胞质膜含有丰富的膜蛋白
和胆固醇,特别是后者的存在,阻止抗菌肽的疏水面
插入磷脂双分子层遥 而且哺乳动物细胞中还存在高
度发达的细胞骨架系统,其中的微丝尧微管与质膜内
层有着许多结合位点,这种结构是细胞维持特殊形态
和渗透压的首要因素,它的存在抵抗了抗菌肽的溶菌
作用遥 另一种可能是袁高等动物细胞膜外表面的唾液
酸与膜的距离有 80埃袁 它可能与抗菌肽的带正电区
结合而阻止其接近细胞膜发挥杀伤作用 渊杨星剑等袁
2005冤遥
4 抗菌肽在畜牧生产体系中的应用

4.1 抗菌肽作为饲料添加剂

由于抗菌肽具有潜在的重要临床应用前景和可

观的经济价值,人们在进行其基础研究的同时,努力研
发抗菌肽新产品一直是国内外诸多科研单位和高新

企业追逐的目标遥将抗菌肽制剂作为饲料添加剂应用
于畜禽生产中也是许多抗菌肽研究者的设想和研究

重点之一,但目前在实际生产中应用还没有报道,只有
少数的相关试验研究遥 温刘发等渊2001冤报道,抗菌肽
制剂具有较好的抗仔猪腹泻功能,但效果受仔猪的生
长阶段影响遥黄永彤等渊2004冤将柞蚕抗菌肽基因克隆
于酵母中高效表达,生产抗菌肽酵母制剂袁用作畜禽
及水产饲料添加剂袁预防及治疗仔猪腹泻尧雏鸡白痢
及对虾的病毒病有良好效果袁特别是在饲喂肉鸡的试
验中,抗菌肽能够使肉鸡饲料转化率提高 3.64%尧成活
率提高 10%遥
4.2 畜禽疾病治疗

陈琛等：抗菌肽及其在畜牧生产体系中的应用 肽 营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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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gden 等渊1996冤研究报道袁来源于绵羊肺泡表
面活性物质中的抗菌肽 SAAPs袁对病原体有很强的杀
伤活性遥 Kalfa等渊2001冤研究表明袁在体外试验中绵羊
抗菌肽对金色葡萄球菌尧绿脓杆菌尧草绿色链球菌尧乙
型溶血性链球菌尧粪链球菌和猪腹泻大肠杆菌尧假绿
单胞菌均有很强的抑制作用遥以不同剂量的抗菌肽长
期喂养小鼠,动物生长良好尧饮食正常尧体重增加,对
肝尧肾尧造血系统无不良影响遥 因此,抗菌肽作为新的
抗菌药物来开发,首先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即符合抗感
染药物抗菌谱广尧作用强尧不良反应小尧安全范围大的
发展方向渊徐振文等袁1998冤曰同时抗菌肽对单疱疹病
毒尧流感病毒尧艾滋病病毒等囊膜病毒有明显的杀伤
力遥 而传统的抗病毒药类极少,治疗用药的选择不多,
发生病毒病时疗效较差遥抗菌肽为人们找到了新的可
靠方法袁如若研制成功袁它将开辟畜禽疾病治疗的新
纪元遥
4.3 提高动物生产性能

抗菌肽具有促进畜禽生长和保健作用袁其原因可
能与肽链的结构功能有关袁具有特殊生理活性的抗菌
肽袁参与机体的生理活动袁从而促进生产性能的提高遥
施用晖等报道袁 在蛋鸡基础日粮中添加肽制品后袁其
产蛋率和饲料转化率显著提高袁蛋壳强度也有提高的
趋势遥 陈晓生等渊2005冤在肉鸭饲料中添加抗菌肽, 试
验结果表明袁抗菌肽制剂与金霉素一样具有促进肉鸭
生长尧提高肉鸭产肉率尧降低腹脂率的作用遥李焕友等
渊2005冤在生长猪日粮中添加少量的肽后袁能明显提高
肉猪的生长速度及饲料利用效率,降低饲料成本,增加
经济效益遥
4.4 动物抗病育种

主要是用于培育畜禽抗病品种遥由于抗菌肽对多
种动物病原菌有杀菌活性袁将抗菌肽基因导入动物体
内表达可望提高其抗病能力遥抗菌肽转基因动物的研
究也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袁比如可以通过基因工程的
方法来阻断一些虫媒疾病的传播遥Possani等渊1998冤以
pGEXZT 为载体将谷胱甘肽 S 转移酶和另一种 Ce鄄
cropin B突变体基因 Shiva-3在蚊子体内表达袁 可以
抑制疟疾的传播遥 Durasula等通过在长红猎蟋的共生
菌中表达 CecropinA明显减少了其体内锥虫的数量遥
Reed等渊1997冤将 Shiva-la转入小鼠中袁转基因小鼠对
布鲁氏杆菌的抵抗力显著增强遥这为人工培育抗病畜
禽新品种提供了新思路遥
4.5 作为畜禽肉制品的生物防腐剂

畜禽肉制品的保鲜与防腐问题历来是人们日常

生活中一个难题遥 最初人们采用淹渍渊糖尧醋尧盐等冤尧
熏制尧干燥等手段解决这一问题袁但是它们严重影响
肉制品的自然风味与口感遥随着化学与微生物学的发
展袁人们研发出化学防腐剂遥 化学防腐剂虽然在生产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袁 但它对食用者亦有毒副作用曰
而肽类防腐剂是一种蛋白质袁在消化系统中容易降解
成氨基酸袁对人类毒副作用小尧使用安全袁如乳酸链球
菌肽渊nisin冤袁已在全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
用于食品防腐保鲜渊袁静等袁2002冤遥来源于天然尧无毒
副作用的肽类防腐剂渐渐有取代传统化学防腐剂的

趋势袁相信未来抗菌肽在畜禽肉制品的防腐中将会担
当重要的角色遥
4.6 在绿色畜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抗生素在畜禽生产中的大量的使用袁 药物
在畜禽体内严重残留及其耐药微生物的产生使动物

性食品的安全性问题日益突出袁 这严重威胁着人民
身体健康和整个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也给我国畜产
品出口贸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遥 抗菌肽具有广谱抗
菌活性且快速杀菌袁 不受传统抗生素耐药突变株影
响袁不易产生耐药菌株袁与传统抗生素协同作用袁中
和内毒素和在动物体内起有效作用等特性遥 所以在
绿色尧安全尧环保的畜牧业发展中袁抗菌肽会发挥重
要的作用遥
5 结语

目前袁对于抗菌肽的免疫原性尧毒性尧药动学及药
效学的研究还较为有限,抗菌肽的临床试验仍局限于
局部治疗袁对于抗菌肽的基础与临床应用研究有待进
一步深入遥 其次袁抗菌肽分子量小袁分离纯化困难曰含
量极微,天然提取步骤繁琐尧得率低曰化学合成成本高,
价格昂贵袁难以在实际中推广应用曰利用基因工程技
术在微生物中直接表达抗菌肽基因袁抗菌肽对宿主菌
有很强的杀伤力而不能获得表达产物曰这就需要以融
合蛋白的形式表达抗菌肽基因,但有表达效率低等问
题遥 要解决此问题,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强启动子,以
提高抗菌肽的生产效率袁降低其生产成本遥

但可以预见,随着抗菌肽基因工程技术研究的深
入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在抗菌肽上的成熟应用袁 不久袁
将会有一批用现代生物技术方式大量生产且抗菌活

性高的抗菌肽新产品出现袁并在畜牧生产体系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遥

（参考文献 23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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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是动物降解蛋白质过程中的中间产物袁是由两
个或两个以上的氨基酸以肽键相连的化合物遥两个氨
基酸以肽键相连的化合物称二肽袁三个氨基酸以肽键
相连的化合物称三肽袁依次类推袁分子量小于 1 000D
的称为寡肽遥 一般认为袁小肽是二肽或三肽遥

传统的蛋白质消化尧吸收理论认为袁蛋白质在肠
道内袁在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作用下生成游离氨基酸
和小肽袁小肽在肽酶的作用下被完全水解成游离氨基
酸袁并以游离氨基酸形式进入血液循环袁即动物对蛋
白质的需要就是对氨基酸的需要袁给动物提供充足的
必需氨基酸袁 动物就能获得满意的生产性能遥 早在
1921年 Boegland就提出了小肽转运的可能性袁 但人
们受传统蛋白质消化吸收理论的影响袁对小肽完整吸
收的观点难以接受遥 20世纪 60年代以后袁 许多学者
做了大量的试验后发现袁用纯合日粮或低蛋白氨基酸
平衡的日粮饲喂动物并不能达到最佳生产性能 [1]遥
Newey和 Smith (1960)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小肽可被完
整吸收的论据袁 证实了完整的甘氨酰原甘氨酸能被转
运吸收[2]遥 Hara等(1984)也指出袁蛋白质在消化道中的
消化终产物的大部分是小肽袁且小肽能完整地通过肠
粘膜细胞而进入体循环[3]遥 小肽的 I型载体(Fei袁1994)
和域型载体(Adibi袁1996)分别被克隆遥 这样小肽能被
完整吸收的观点逐渐被人们认识和利用遥

1 小肽的吸收机制

1.1 单胃动物小肽的吸收机制

小肽与游离氨基酸渊FAA冤的吸收机制不同袁它们
是两种相互独立的转运机制遥 FAA由肠细胞主动转
运袁存在着中性尧碱性尧酸性和亚氨基酸 4类系统袁是
逆浓度梯度转运袁 通过不同的 Na+转运系统而进行[4]遥
近 20年的大量研究表明袁大部分小肽没有被水解袁而
是通过特殊转运系统完整地进入血液中遥Mccollum和
Webb(1998)研究了羊瓣胃的 Gly-Sar的吸收机制袁结
果表明袁其转运是由载体介导袁依赖 H+的浓度梯度进
行的遥关于小肽的转运机制袁目前还不十分清楚袁但学
者提出了以下几种可能的转运方式[5]院淤具有 pH值依
赖性的氢离子和钠离子转运体系袁不消耗 ATP遥 小肽
转运的动力来源于质子的电化学梯度袁质子向细胞内
转运产生的动力驱使小肽向细胞内运动袁这样小肽就
以扩散的形式进入细胞袁引起细胞浆的 pH值下降袁从
而活化钠离子及氢离子通道袁 氢离子被释出细胞袁细
胞内的 pH值恢复到原来水平遥 于依赖氢离子或钙离
子浓度的主动转运过程袁需要消耗 ATP遥Takwwa(1985)
首次证实袁在氢离子浓度存在下的囊泡膜刷状缘肽的
主动加速转运袁这种转运方式在缺氧或在添加代谢抑
制剂的情况下被抑制遥 盂谷胱甘肽(GSH)转运系统遥
GSH 的跨膜转运与钠离子尧钾离子尧锂离子尧钙离子尧
锰离子的浓度梯度有关袁而与氢离子浓度无关遥 由于
GSH在生物膜内具有抗氧化作用袁因而袁GSH转运系
统可能具有特殊的生理意义遥
1.2 反刍动物体内小肽的吸收机制

Webb(1993)提出反刍动物氨基酸和小肽的吸收

摘 要 小肽是蛋白质降解为氨基酸过程中的中间产物，是动物蛋白质营养中的重要物质；小肽

的吸收部位除小肠外，还有瘤胃、瓣胃等；小肽的转运机制与氨基酸明显不同；小肽吸收具有耗能低、

速度快、载体不易饱和等优点，小肽吸收具有降低游离氨基酸间的吸收竞争、促进氨基酸（除蛋氨酸

外）的吸收等作用；小肽还能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矿物质元素的吸收代谢。蛋白质的种类、消化酶的活

性、小肽本身的性质都会影响小肽的释放、吸收及代谢。

关键词 小肽；氨基酸；营养；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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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肠系膜系统和非肠系膜系统两种途径遥 空肠尧结
肠尧回肠尧盲肠吸收的小肽进入肠系膜系统袁而由瘤
胃尧瓣胃尧网胃尧皱胃尧十二指肠吸收的小肽则进入非
肠系膜系统遥 Pirienzo(1990)用血管瘘管技术测定了绵
羊氨基酸和肽的吸收袁从肠系膜系统吸收的游离氨基
酸和小肽量分别为 36.74g/d和 52.01g/d曰 在非肠系膜
系统游离氨基酸和小肽的吸收量分别为 4.51g/d 和
306.40g/d遥 可见袁在反刍动物体内袁肽的吸收以非肠系
膜系统为主要途径袁 其吸收的主要部位在瘤胃与瓣
胃遥反刍动物对小肽的吸收有的以被动扩散的形式进
行袁有的则是由载体介导的主动转运过程遥 Mccollum
和 Webb(1998)研究了羊瓣胃 Gly-Sar的吸收机制袁结
果表明袁其转运是由载体介导的袁并依赖氢离子的浓
度梯度进行遥
2 小肽的吸收特点

小肽的吸收比 FAA具有更多的优越性袁 小肽的
吸收具有速度快尧耗能低尧载体不易饱和的特点袁可以
消除以游离氨基酸形式吸收时氨基酸之间的相互竞

争袁加速蛋白质的合成遥 Rerat等(1988)报道袁向猪十二
指肠内分别灌注小肽和游离氨基酸混合物后袁除蛋氨
酸外袁出现在门静脉中的小肽比灌注相应游离氨基酸
快袁而且吸收峰高遥动物肠粘膜上存在肽的转运载体[6]袁
而且一些动物的载体基因已被克隆表达遥 Daneil等
(1994)[7]认为袁小肽载体的吸收能力可能高于各种氨基
酸载体吸收能力的总和袁小肽中氨基酸残基被迅速吸
收的原因袁除了小肽吸收机制本身外袁可能是小肽本
身对氨基酸或氨基酸残基的吸收有促进作用遥 Bamba
(1993)指出袁作为肠腔的吸收底物袁小肽不仅能增加刷
状缘氨肽酶和二肽酶的活性袁而且还能提高小肽载体
的数量遥 乐国伟等(1997)[8]报道袁分别在鸡的十二指肠
灌注 CSP(主要由小肽组成的酶解酪蛋白)和相应组成
的游离氨基酸混合物袁10min后袁CSP组门静脉血液循
环中的某些小肽量和总肽量均显著高于游离氨基酸

组遥 这表明小肽的吸收不仅比 FAA快袁而且还有吸收
率高尧吸收强度大的优势遥 一些小肽可完整地进入血
液循环袁血液循环中的小肽量可能受到日粮中小肽的
影响[9]遥小肽的作用是氨基酸所不能替代的袁因为某些
肽的生理活性是与其特定的结构有关袁它们在消化过
程中发挥重要的生理作用[10]遥
3 小肽的营养作用

3.1 消除 FAA的吸收竞争袁促进氨基酸的吸收
FAA的吸收存在竞争现象袁如精氨酸和赖氨酸在

吸收时相互竞争载体上的结合位点而发生拮抗袁大量

游离精氨酸有降低门静脉赖氨酸水平的倾向遥施用晖
等[11]渊1996冤在研究不同比例小肽与 FAA吸收影响时
发现袁当完全以小肽的形式供给动物时袁赖氨酸的吸
收速度不再受精氨酸的影响遥 小肽吸收本身不易饱
和袁转运速度快袁能缓解肠壁细胞对不同 FAA摄入的
竞争袁 故小肽的氨基酸能够迅速吸收遥 Bamba 等
渊1992冤报道袁小肽作为肠腔的吸收底物袁不仅增加刷
状缘膜的氨基酸肽酶活性袁而且提高二肽酶和氨基酸
载体的活性和载体数目遥 Kara等渊1993冤研究表明袁饲
喂酪蛋白日粮的大鼠袁小肠对寡聚蛋氨酸的吸收速度
高于大豆蛋白日粮遥而且日粮蛋白质中的小肽可以在
消化道中随着消化过程而释放袁其中具有生物活性的
小肽可影响鱼类消化吸收和血液循环中小肽种类和

含量袁从而促进机体对氨基酸的吸收和利用[12]遥
3.2 提高蛋白质的合成

小肽能以完整形式被机体吸收进入循环系统袁从
而被组织利用来合成蛋白质或直接成为生理活性物

质遥 一些学者认为小肽对动物的营养具有重要作用袁
为使其达到最佳生产性能袁必须供给动物一定量的小
肽遥 小肽不仅能被小肠粘膜吸收利用袁而且其合成分
子蛋白的速度远远高于氨基酸遥 大量试验证明袁血液
循环中的小肽能直接参与组织蛋白质的合成[13]遥 小肽
吸收避免了游离氨基酸在吸收时的竞争袁合成蛋白质
的效率也随之升高遥 施用晖等(1996)在研究不同比例
小肽与游离氨基酸对鸡氨基酸吸收时发现袁当完全以
小肽的形式供给动物氮源时袁赖氨酸的吸收速度不再
受精氨酸的影响袁从而使蛋白质的沉积率升高遥 乐国
伟渊1996冤观察到雏鸡在灌注酪蛋白水解物小肽时袁组
织蛋白质合成率显著高于相应游离氨基酸混合组遥
Adibi等渊1977冤通过向小鼠静脉灌注双甘肽和甘氨基
酸-l-亮氨酸发现袁这些肽在血浆中消失的很快袁但尿
液中都没有发现其存在遥同时发现某些组织中与肽水
解有关的酶活性很高袁而在血浆中这些酶几乎没有活
性袁表明这些肽很可能是在组织中分解而不是在血浆
中分解遥此外袁动物以小肽形式作为氮源时袁整体蛋白
质沉积高于相应的游离氨基酸日粮或完整蛋白质日

粮[14]遥
3.3 提高矿物元素的吸收利用率

Fouad(1974)指出袁位于五元或六元环络合物中心
的金属离子可通过小肠绒毛刷状缘袁以小肽的形式被
吸收遥 Maria等(1995)报道袁肉类水解物中的小肽能使
亚铁离子可溶性尧吸收率提高遥 张滨丽(2000)报道袁酪
蛋白磷酸肽(CPP)在动物小肠内能与钙结合而阻止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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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钙沉淀的形成袁 使肠道内溶解性钙量大大增加袁从
而促进了钙的吸收和利用遥施用晖等(1996)试验证明袁
在蛋鸡日粮中添加小肽制品后袁血浆中铁尧锌的含量
显著高于对照组袁蛋壳强度提高遥 李永富等(2000)报
道袁 对 1耀21 日龄的乳猪分别添加小肽铁尧 右旋糖苷
铁袁14日龄时测血清铁蛋白含量袁其中添加小肽铁组
明显高于添加右旋糖苷铁组和对照组袁这说明以小肽
络合物形式存在的矿物离子更易被机体吸收遥
3.4 提高生产性能

多种生物活性小肽渊磷酸肽尧阿片肽尧内啡肽尧促
泌肽等冤可在消化过程中释放出来袁促进消化道的蠕
动袁改善消化机能袁促进动物生长[15]遥Parisini等渊1989冤
在生长猪日粮中添加少量的小肽制品后袁提高了猪的
日增重尧蛋白质利用率和饲料转化率袁其原因可能是
与肽链的结构功能有关[16]遥 施用晖渊1996冤报道袁在蛋
鸡基础日粮中添加小肽制品后袁蛋鸡的产蛋率尧日产
蛋量和饲料转化率均显著提高袁 蛋壳强度有提高的
倾向[17]遥 Fante渊1992冤试验表明袁饲喂富含小肽的蛋白
质水解物日粮能使蛋白质营养不良的大鼠体重快速

恢复袁 而饲喂游离氨基酸组恢复较慢遥 大量试验表
明袁在日粮中添加小肽对动物的生产性能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遥
3.5 对动物体的免疫作用

Samoro等渊1988冤发现袁人乳和牛乳受酪蛋白酶作
用后可释放免疫调节肽袁 在体外试验中有明显促进
人尧绵羊体内的吞噬作用袁增加淋巴细胞转移与淋巴
因子释放遥 高萍等渊2000冤研究表明袁注射一定剂量的
猪胰多肽袁可提高仔猪的血清球蛋白水平袁增强仔猪
免疫力遥Hyown尧Jore等从牛乳中分离出可抑制肿瘤细
胞生长的小肽[18]遥
4 小肽的研究动向和开发前景

随着人们对小肽认识的逐步加深袁小肽的研究工
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袁也对蛋白质的消化和吸收理论
提出了新的看法和见解遥日粮配制时在满足各种氨基
酸需要的基础上要尽量多的提高以小肽形式存在的

蛋白原料袁 这样可以显著地提高生产性能和经济效
益遥 目前袁动物营养研究的热点是动物怎样才能对采
食的蛋白质进行最充分尧合理的利用遥 确定动物在最
佳氨基酸利用时小肽和游离氨基酸的比例袁进而确定
不同蛋白质原料的使用量遥探讨小肽吸收代谢机制也
为进一步发展蛋白质营养理论开辟一条新的道路遥

利用酶解尧发酵等手段来提高蛋白原料中小肽的
含量已广泛应用遥 随着基因重组技术的发展袁用特殊

的菌种来表达生产不同种类生物活性小肽制品也成

为可能袁开发生产具有生物活性的小肽应该具有十分
广泛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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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是母猪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袁也是
种猪生产中最关键的环节遥 因此袁母猪营养物质需要
一直是猪营养研究领域的重点尧难点和热点遥 本文对
近年来母猪维生素营养需要研究进行综述遥
1 维生素 A

繁殖母猪饲粮中添加维生素 A袁 可改善胚胎质
量袁 有利于提高窝产仔数和断奶仔猪数 (Antipas袁
2003)遥 母猪肝脏具有较强贮存维生素 A的能力袁给母
猪饲喂不添加维生素 A的饲粮袁在至少两个繁殖周期
内袁母猪繁殖性能没有受到影响渊Mahan等袁1997冤袁因
此袁 繁殖母猪维生素 A的需要量很难确定遥 Brief等
渊1985冤研究表明袁与摄入 2 100IU 维生素 A 相比袁每
天每头初产母猪摄入 12 300IU维生素 A袁胚胎死亡率
降低 13.79豫袁 窝产仔数和断奶仔猪数分别提高
10.13豫和 6.58豫遥 Kairov渊1998冤在授精前给 60头大白
母猪分别饲喂添加维生素 A 0.5万渊对照组冤尧2.5尧5.0尧
7.0尧12.5尧25 万 IU/kg 的试验饲粮袁结果表明袁与对照
组相比袁 各试验组母猪妊娠期体重增加 5%耀19%袁断
奶与发情间隔天数降低 3.8耀7.4d袁窝产仔数和仔猪初
生重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遥 可见袁适当提高饲粮维
生素 A的添加量袁可以提高母猪繁殖性能遥
2 维生素 E

繁殖母猪饲粮中添加维生素 E袁 可提高窝产仔
数袁改善机体免疫机能袁预防乳房炎-子宫炎-无乳综
合征渊MMA冤渊Susan袁2000冤遥由于维生素 E通过胎盘转
运给胎儿的量较低渊Mahan袁1991曰Jensen袁2003冤袁新生
仔猪必需通过母乳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E遥 Chung 等
渊1995冤 研究证明袁 提高妊娠母猪饲粮维生素 E的水
平袁可显著增加初乳中 琢-生育酚的含量遥 因此袁繁殖
母猪饲粮中添加维生素 E还可预防仔猪维生素 E缺
乏袁提高仔猪生长性能和成活率遥 关于繁殖母猪维生
素 E的需要量研究较多袁部分研究结果见表 1遥

表 1 繁殖母猪维生素E需要量研究部分文献
资料来源

Mahan渊1994冤

Hayek等(1989)尧
Babinszky等(1991)尧
Wuryastyti等(1993)尧
Nemec等(1994)

研究结果
饲粮维生素 E添加量为 16IU/kg时袁 仔猪
断奶 28d时出现维生素 E缺乏症状袁在第
2尧3胎中更明显遥根据母猪体重变化尧繁殖
性能和仔猪生长性能等指标的测定结果袁
提出繁殖母猪饲粮维生素 E添加量应为
66IU/kg
为维持足够的乳中维生素 E浓度袁母猪饲
粮维生素 E水平不应低于 35IU/kg
给母猪饲粮中补充 44 IU/kg 或 66 IU/kg
维生素 E提高了窝产活仔数袁随饲粮维生
素 E水平增加袁MMA发病率下降袁初乳及
常乳维生素 E浓度上升袁同时增强了母猪
机体抗氧化能力袁提高了免疫水平

通过 5个繁殖周期的研究表明袁将母猪饲
粮维生素水平由 30IU/kg提高到 60IU/kg袁
可显著提高初乳尧 常乳和 21日龄仔猪血
清和肝脏中维生素 E的浓度

Mahan(1991)

Mahan渊1993冤

Mahan渊2000冤

母猪妊娠后期的饲粮中袁维生素 E的添加
水平应超过 60IU/kg袁 以获得最佳免疫水
平和繁殖性能

由表 1可见袁为获得最低母猪体重损失袁最佳母
猪繁殖性能袁仔猪生长性能和母尧仔猪免疫机能袁繁殖
母猪饲粮中维生素 E的添加量不应低于 60IU/kg遥 但
是袁NRC渊1998冤总结 1969耀1994 年的相关研究结果袁
给出的繁殖母猪维生素 E需要量为 44IU/kg曰 另一方
面袁在整个繁殖周期的不同阶段袁母猪对维生素 E的
需要量有所不同袁如在排卵期或妊娠后期添加维生素
E 50 IU/kg或 66IU/kg袁 可显著降低不发情母猪的数
量尧提高仔猪成活率渊Grandhi袁1993曰Mahan袁1991冤遥
3 生物素

大量研究表明袁向繁殖母猪饲粮中添加生物素可
缩短断奶至发情间隔天数 渊Lewis等 1991曰Watkins等
1991冤尧增大子宫空间渊Antipas袁2003冤袁改善蹄部健康袁
改善皮肤和被毛状况渊Bryant等袁1985冤袁从而提高母
猪生产效率和使用年限袁改善母猪繁殖性能遥因此袁生
物素对于繁殖母猪营养非常重要遥

关于繁殖母猪饲粮中添加生物素的效果和生物

素营养需要研究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80 年代遥 Ko鄄
rnegay渊1990冤对 1977耀1989 年间 16个关于繁殖母猪
和后备母猪饲粮添加生物素效果的试验结果进行了

母 猪 维 生 素 营 养 需 要 研 究 进 展
周桂莲 蒋宗勇 林映才 蒋守群

周桂莲，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510640，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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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袁饲粮中添加 0.1耀0.55mg/kg的生物素袁能有效改
善母猪窝产仔数尧受胎率以及断奶至发情间隔袁其中
缩短断奶至发情间隔更明显遥 1990年以后相关研究
报道仅见 4篇遥Lewis渊1991冤在 3个试验站对 303头母
猪进行了 3个繁殖周期的研究袁结果表明袁向玉米原豆
粕型饲粮渊生物素含量 0.14mg/kg冤添加 0.33mg/kg 生
物素袁可显著提高 21日龄仔猪数量袁缩短断奶至发情
间隔袁对其它测定指标渊母猪体重尧窝产仔数尧蹄部健
康冤无显著影响遥 Brooks等渊1997冤报道袁在母猪饲粮中
添加 0.227mg/kg 生物素使母猪窝产活仔数提高
9.5%尧窝断奶仔猪数提高 10%袁断奶至发情间隔由原
来的 15.3d缩短为 6.2d遥彭国良等渊1994冤研究认为袁限
位栏饲养条件下袁母猪玉米原豆粕原麸皮型饲粮生物素
的适宜添加量为 0.2mg/kg遥 但是袁Watkins等渊1991冤用
3年时间对 90头母猪共 223窝仔猪的研究则得到相
反的结果院 向玉米原豆粕型饲粮添加 0.44mg/kg生物
素袁对母猪繁殖性能尧蹄部健康和仔猪生长性能没有
显著的改善作用遥 因此袁认为没有必要向母猪饲粮中
添加生物素遥不同研究者得到不同研究结果的主要原
因在于院 淤饲料原料中生物素的生物学效价不同曰于

饲料存储条件不同袁Hamilton渊1984冤提出袁过分干燥尧
储存条件很差或产生霉变等可降低玉米中生物素的

生物利用率曰盂饲养管理水平不同袁如地板类型袁猪能
否接触到粪便等遥
4 叶酸

Lindemann渊1993冤总结了 1980耀1989年间进行的
15项研究袁发现各研究得到结果一致院泌乳母猪饲粮
中添加叶酸袁 并没有改善母猪繁殖性能或仔猪生长性
能袁而向妊娠母猪饲粮中添加叶酸袁可显著提高窝产仔
数遥 饲粮中叶酸可提高胚胎和胎儿的成活率渊Antipas袁
2003冤袁从而提高母猪窝产仔数遥最近的研究发现袁叶酸
还可能通过调节胚胎和子宫内膜组织内的瘦素渊Lep鄄
tin冤受体系统袁影响母猪的繁殖性能渊Guay等袁2001冤遥

繁殖母猪饲粮中叶酸最佳添加量还没有完全确

定渊John袁1999冤遥 表 2列出了最近 10年的相关研究结
果遥 由表 2可见袁繁殖母猪饲粮中叶酸添加量从 2耀15mg/kg
不等袁差异如此之大袁除了因叶酸在机体内的代谢较
为复杂外袁还受许多因素的影响袁如母猪生理阶段尧胎
次尧叶酸的来源以及饲粮中的微量元素尧维生素等渊邹
成义袁1999冤遥

表 2 繁殖母猪叶酸营养需要研究部分文献

资料来源
Matte渊1992冤
Matte渊1993冤淤
Matte渊1996冤

兰旅涛等渊1997冤
Giguere渊1997冤
Matte渊1999冤
周学光等渊2000冤
Giguere渊2000冤
Barkow渊2001冤
Harper渊2003冤于
闻爱友等渊2004冤

叶酸添加量
15mg/kg
15mg/kg
15mg/kg

6mg/kg
5mg/kg

妊娠第 1 周添加
15 mg/kg袁 以后添
加 10mg/kg至分娩

6mg/kg
15mg/kg
10mg/kg
2.1mg/kg
5mg/kg

判断指标
胚胎叶酸含量尧仔猪生长性能
后备母猪生长性能
胚胎发育尧子宫分泌活动
妊娠 45d的胚胎成活率尧 重量和 DNA含量袁
胎盘长度和重量
母猪体重变化尧窝产仔数尧仔猪生长性能
窝产仔数尧胚胎成活率
母猪繁殖性能

窝产仔数尧仔猪初生重尧经济效益
仔猪窝重尧胚胎死亡率尧尿液 PGE2浓度
初生仔猪尧初乳和常乳中叶酸含量
第 1产和第 2产的繁殖性能
窝产仔数尧产活仔数尧初生窝重

饲喂阶段
妊娠母猪
9月龄后备母猪耀妊娠后 7周
经产母猪妊娠第 1尧2周
第 1尧2尧3个繁殖周期
妊娠尧泌乳母猪
初产母猪

妊娠母猪

妊娠尧泌乳母猪
配种耀妊娠后 30d
妊娠后期
妊娠第 105d耀产仔
配种前渊7耀10冤d耀断奶

2mg/kgHarper渊1996冤

注院淤对繁殖性能影响不显著袁主要原因在于初产母猪排卵数相对较低曰
于添加叶酸的效果第 2产优于第 1产遥

5 核黄素

母猪妊娠早期食入较高剂量的核黄素袁可增加母
体核黄素向胎儿的转移量袁从而提高受胎率和胚胎成
活率渊Mahan等袁1997冤遥 Frank等渊1984冤根据母猪产仔
性能和 EGRAC渊红细胞谷胱甘肽还原酶活性系数冤测
定结果袁饲粮中添加 3.2耀3.3mg/kg核黄素足以满足妊
娠母猪的需要曰1988年该研究者用同样的方法袁确定
青年母猪和经产母猪泌乳期核黄素需要量分别为

16.3和 16.2mg/d 渊基础饲粮浓度为 4.25mg/kg冤渊Frank
等袁1988冤遥 Bazer和 Zavy渊1988冤研究表明袁母猪配种后
4耀7d袁饲喂 100mg/d核黄素可提高活胚胎数尧胚胎存
活率尧产仔率和窝产活仔数遥 Tilton(1991)研究证实袁在
妊娠早期给母猪补充 90耀100mg/d核黄素可显著提高
母猪产仔率遥 Pettigrow等(1996)得到类似结论袁在母猪
妊娠期头 21d 分别补充 10尧60尧110 和 160mg/d 核黄
素袁母猪受胎率分别为 66.7%尧85.7%尧93.3%和 86.7%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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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袁妊娠母猪对核黄素的需要量高于
泌乳母猪遥
6 维生素 C

繁殖母猪是否需要补充维生素 C是一个有争议
的问题渊Mahan等袁1997冤遥 但母猪在繁殖期间尤其在
夏季高温或分娩前后经受环境或生理应激袁而维生素
C具有较强抗应激作用袁可以通过缓解应激袁改善母
猪繁殖性能遥 另外袁乳汁是初生耀7日龄仔猪唯一的维
生素 C源渊Ching等袁2001冤袁在母猪妊娠和泌乳期补充
维生素 C 可降低仔猪断奶前死亡率 渊Corini 等 袁
1986冤遥 尽管仔猪 7日龄后可以合成维生素 C袁但合成
量不能满足需要袁同时袁母乳中维生素 C的含量随泌
乳期的持续而急剧下降遥 因此袁应在仔猪饲粮中补充
75耀100mg/kg维生素 C渊Wegger袁1984冤遥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袁繁殖母猪自身合成的维生素
C似乎可以满足繁殖和胎儿发育所需袁没有必要给予
额外补充渊Mahan 等袁1997冤袁但是从初生仔猪和抗应
激角度考虑袁应根据具体情况适当予以补充遥
7 其它维生素

关于繁殖母猪对其它维生素营养需要的新研究较

少袁仅见关于维生素 K尧维生素 B6尧烟酸的研究报道遥
7.1 维生素 K

陈璎等渊1999冤的研究表明袁怀孕母猪日粮中添加
100mg/kg维生素 K3使产仔数提高 5.66豫;哺乳母猪日
粮中添加 100mg/kg维生素 K3可提高仔猪增重 7.78豫
和仔猪成活率 3.81豫遥
7.2 维生素 B6

Knights等渊1998冤在妊娠母猪饲粮中添加 15mg/kg
维生素 B6渊对照组 1mg/kg冤袁可使断奶至发情间隔减少
1.1d遥
7.3 烟酸

Ivers等(1993)在母猪妊娠期和泌乳期日粮中补加
33mg/kg烟酸袁母猪繁殖性能没有得到改善遥 而 Bold鄄
uan(1993)报道袁尽管饲粮添加烟酸对仔猪生长性能和
母猪繁殖性能没有影响袁但母猪子宫炎-乳房炎-无乳
综合征发病率降低 30%遥

（参考文献 48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近年来袁尽管动物营养学家已把研究的重点放在
了纤维性物质上袁但长期以来对饲粮纤维渊Fiber冤的认
识并不统一袁对饲粮纤维的认识很不全面袁对其定义
至今还有争议遥 在比较常用的粗纤维渊CF冤尧中性洗涤
纤维 渊NDF冤尧 酸性洗涤纤维 渊ADF冤 或非淀粉多糖
渊NSP冤等指标中袁许多人认为 NDF是目前表示纤维最
好的指标袁 因为 NDF涵盖了被认为是组成纤维的大
多数物质遥 本文拟从饲粮中中性洗涤纤维的定义出
发袁就其构成成分以及由不同分析方法得到的纤维组
分的化学组成及其在动物营养中的作用进行讨论遥
1 中性洗涤纤维的定义和成分

从营养学的观点来看袁饲粮中中性洗涤纤维的成
分包括以下几种渊见表 1冤遥

表 1 饲粮中中性洗涤纤维的构成

构成成分 化学成分
茁-渊1袁4冤葡萄糖
半乳糖糖醛酸糖
阿拉伯半乳糖醛酸糖
阿拉伯木聚糖
茁-葡聚糖
葡糖酸阿拉伯木聚糖渊糖蛋白冤
多酚木质素渊结构性非碳水化合物冤

半纤维素

果胶物质

纤维素

NDF是对植物细胞壁或纤维成分的一种测量指
标袁根据 Van Soest渊1967冤提出的洗涤纤维分析方法袁
所测得的 NDF主要包括纤维素尧 半纤维素和木质素
等成分袁 即由不溶性的非淀粉多糖和木质素所组成袁
能够较准确地反映纤维的实际含量[1]遥 在细胞壁的构
成中袁与 NSP和木质素相连的蛋白质渊细胞壁镶嵌蛋
白或细胞壁蛋白冤是细胞壁的重要构成成分遥 这种蛋
白质主要是一种高度不溶的糖蛋白要要要伸展蛋白袁单
胃动物对其消化率低袁因此袁这类蛋白质也被认为是
饲粮纤维的构成成分渊Annison, 1993冤[2]遥
2 中性洗涤纤维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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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 NDF分析方法时袁Van Soest认为袁应将饲
料划分为可消化和不完全消化的两部分遥用新的纤维
分析方法进行分析时可消化的部分应是可溶的曰而不
完全消化渊不可溶冤的部分则被称为野纤维冶渊Van Soest
和 Moore袁1965冤[1]遥 其基本方法是院 在含有 3%十二烷
基硫酸钠渊SDS冤和 19% EDTA渊pH=7的磷酸缓冲液冤
的中性洗涤剂中煮沸样品袁所得到的残渣减去灰分即
为 NDF遥 在测定高淀粉含量样品的 NDF时袁 应加入
琢-淀粉酶处理渊Schaller袁1977冤[3]遥 测定 NDF的目的是
分析饲料原料中细胞壁成分袁但未能回收所有的水溶
性纤维物质袁包括细胞壁中的果胶物质袁只包含了细
胞壁中的纤维素尧绝大多数半纤维素和木质素及与细
胞壁相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等遥 尽管测定 NDF的目
的是测定样品中的细胞壁袁 但细胞壁与 NDF的定义
和化学成分并不完全等同[4]袁如谷实类饲料的细胞壁
中不含果胶曰 而苜蓿类植物的细胞壁中果胶含量很
高遥 因此袁NDF可以准确度量谷实类饲料的细胞壁含
量袁但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其它植物尤其是苜蓿类植物
的细胞壁含量渊Chesson和 Austin袁1998冤[5]遥由此看来袁
NDF的测定结果也并不完全符合日粮纤维的定义袁不
能完全代表日粮中所有的纤维成分遥
3 中性洗涤纤维对动物的畜牧学意义

通常认为袁饲粮中的 NDF含量与非纤维碳水化合
物渊NFC冤尧能量浓度尧干物质采食量渊DMI冤呈负相关[6]遥
不同饲料中 NDF的化学组分及其所含的纤维素尧半纤
维素和木质素等成分的比例不同袁会影响 NDF的可消
化性遥 NDF比非纤维碳水化合物难消化袁 故饲粮中
NDF的含量与其能量浓度呈负相关遥 NDF中纤维素尧
半纤维素组成的差异影响着 NDF的消化性袁 故 NDF
含量相同的饲粮并不一定含有相同的有效能值袁也可
能存在这种情况袁NDF含量高的饲粮袁 其有效能值高
于另外一种 NDF含量低的饲粮[7]遥 NDF的组成会影响
到 NDF的消化率袁从理论上说袁纤维素和半纤维素是
可以完全被反刍动物消化的袁但是由于木质素和半纤
维素形成的酯键将纤维素包裹在其中袁影响到反刍动
物瘤胃微生物对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消化利用袁而木
质素又几乎完全不能被瘤胃微生物降解袁故饲粮纤维
中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并不能全被微生物发酵利用袁
其消化率取决于木质素的含量袁尤其是 NDF中木质素
所占比例的大小袁从而揭示出饲粮纤维的品质遥

饲粮中含有一定量 NDF对维持瘤胃正常的发酵
功能具有重要意义袁 但过高的 NDF则会对干物质采
食量产生负效应遥 在乳牛研究中已查明袁饲粮 NDF的
最低需要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瘤胃的状况遥NDF的浓
度与瘤胃的 pH值呈负相关袁因 NDF的消化速度慢且

较难被消化渊即瘤胃中酸的产生量少冤[7]遥 常规饲粮中
NDF大多数来源于粗料袁其物理结构能够促进咀嚼和
唾液分泌袁故通常以乳脂率尧瘤胃 pH值尧瘤胃挥发性
脂肪酸浓度和咀嚼时间作为检测瘤胃环境的指标 [8]遥
精饲料中 NDF在这方面的作用不及粗料 NDF袁 若饲
粮中粗料来源的 NDF数量下降袁 或饲粮粗料被切得
较碎时袁NDF的最低需要量应当增加袁 这里就涉及到
了有效纤维渊effective fiber冤的概念遥

所谓有效纤维袁 最初是指制定配方时不仅要考虑
NDF袁而且需考虑饲粮中营养物质促进咀嚼的能力袁即
能有效保持乳脂率稳定和动物健康的那部分纤维遥 有
效纤维的数量是根据乳脂率的变化来调整的遥 咀嚼能
力是饲料的一个重要指标袁 奶牛需要最低的咀嚼活动
[9]遥Mertens渊1997冤提出了两个术语来区分维持乳脂率和
促进唾液分泌的有效纤维袁 即有效中性洗涤纤维
渊eNDF袁 即 effective NDF冤 和物理有效中性洗涤纤维
渊peNDF袁即 physically effective NDF冤遥 eNDF是指有效
维持乳脂率稳定总能力的饲料特性袁 它必须是所测定
的某种饲料替代饲粮中干草或粗饲料的总能力袁 这种
替代不会引起乳脂率和瘤胃 pH 值的改变曰peNDF指
的是与纤维的物理性质渊主要指碎片大小袁多指长度冤
有关的尧 刺激动物咀嚼活动和建立瘤胃内容物两相分
层的能力 [10]遥 饲料中 peNDF总是低于其 NDF含量袁
eNDF可以低于也可以高于 NDF含量遥eNDF不仅包括
所有与 peNDF相关的因素袁而且还包括与内源缓冲能
力渊或中和酸能力冤有关的饲料特性尧脂肪含量与组成尧
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含量尧 蛋白质含量尧 挥发性脂肪酸
渊VFA冤比例与产量等因素[11]遥 与 peNDF密切相关的动
物反应是咀嚼活动变化遥从概念上看袁peNDF与纤维特
性渊fibrosity characteristic冤尧粗饲料价值指数渊roughage
value index冤尧物理结构渊physical structure冤和纤维指数
渊fibrosity index冤都有关系袁而不是与随测定条件变化
的生物学反应要要要如单纯的每千克饲料干物质的咀嚼

时间有关[12]遥因为 peNDF与纤维的物理特性有关袁所以
它是一个比 eNDF更具体的术语和概念遥

饲粮中 NDF的最大含量袁 与奶牛维持良好的瘤
胃发酵所需要的 NFC的最低量和 NDF较高时对采食
量潜在的负效应等有关遥 在苜蓿为基础饲粮和玉米为
主要淀粉来源的奶牛试验中 渊Colenbrander等袁1991曰
Hansen 等袁1991曰Weiss 和 Shockey袁1991曰Clark 和 Ar鄄
mentano袁1993冤袁饲粮 NDF总量为 25%时袁牛的产奶量
和乳成分与 NDF含量更高的饲粮相近遥 在这些试验
中袁16%~20%的 NDF 渊DM基础冤 来源于粗料遥 饲粮
NDF总量小于 25%且粗料来源的 NDF小于 16%时袁
乳脂率降低 渊Clark和 Armentano袁1993曰Depies和 Ar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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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no袁1995冤[13]遥 以青贮玉米为基础饲粮时袁 对NDF
最低需要量的试验研究进行的很少遥 Cummins渊1992冤
的试验表明袁饲粮 NDF含量为 24%的奶牛袁其乳脂率
低于饲喂饲粮 NDF含量为 29%或 35%的奶牛[14]遥 但
在 Bal等渊1997冤的一个试验中袁饲喂青贮玉米为基础
饲粮尧NDF含量为 25%和 29%的饲粮时袁其产奶量和
乳品质没有差异[15]遥 根据上述的试验结果可以得出袁
在以青贮玉米或青贮苜蓿为主要粗料来源和以玉米

粉为主要淀粉来源时袁 泌乳奶牛饲粮干物质中 NDF
的总量应为 25%袁而且其中必须有 19%渊DM为基础冤
来自粗料遥 奶牛饲粮的 NDF必须保证有 75%由粗料
提供袁 因粗料 NDF与饲粮采食量高低和瘤胃功能正
常发挥直接有关渊NRC袁1985冤[16]遥

通常许多非粗料来源的 NDF具有相对较多的潜
在可降解 NDF尧较小的粒度和相对较大的比重渊Batajoo
和 Shaver袁1994冤[17]曰 非粗料来源纤维与粗料来源纤维
相比袁 通常具有相似或较快的外流速度 渊Bhatti 和
Firkins袁1995冤和相似或较慢的 NDF消化速度遥大部分
非粗料来源纤维的潜在可利用 NDF 可逃逸瘤胃发
酵袁导致瘤胃内酸的生成量较少渊Firkins袁1997冤 [18袁19]遥
大多数非粗料来源的 NDF维持乳脂率的效果明显不
如 粗 料 来 源 的 NDF 渊Swain 和 Aamentao袁1994曰
Vaughan等袁1991冤[7]遥根据 Allen渊1997冤得出的关系式袁
非粗料来源的 NDF在维持瘤胃 pH 值方面的有效性
只有粗料来源 NDF的 0.35倍[20]遥 Firkins渊1997冤认为袁
非粗料来源的 NDF维持 NDF 在胃肠道消化率的有
效性只及粗料来源 NDF的 0.6倍[19]遥 在刺激咀嚼活动
上袁Mertens渊1997冤得出的结论是袁高 NDF的非粗料来
源渊如副产品冤的有效性相当于粗料来源 NDF的 0.4
倍袁 另外一些精料来源 NDF的有效性相当于粗料来
源 NDF的 0.3~0.8倍[21]遥根据上述的研究袁非粗料来源
NDF的有效性平均只相当于粗料来源 NDF的 50%遥
NDF含量在饲粮中低于 19%时袁 来源于粗料的 NDF
每减少 1个百分点渊DM基础冤袁饲粮 NDF总量的推荐
值就应增加 2个百分点袁NFC最大浓度就需要下降 2
个百分点遥 一般来说袁饲粮 NDF和 NFC的含量存在着
高度负相关渊Armentano 和 Pereira袁1997冤[22]袁因此袁必
须将 NDF的最低需要量与 NFC的含量联系起来遥
4 小结

近年来袁虽然中性洗涤纤维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
进展袁但由于测定方法的不完善袁在配合饲粮和评定
饲粮营养价值时采用较少遥然而从众多的研究结果可
看出袁NDF在反刍动物袁 尤其是乳牛营养中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袁并涉及到了有效中性洗涤纤维尧物理有
效中性洗涤纤维及中性洗涤纤维来源的问题袁故在今

后的研究中袁我们要重视这些方面的问题袁从而促进
动物营养研究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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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海 安明理 王红云 徐其常

生物菌酶蛋白的开发应用研究

近年来袁 许多学者致力于开发优质蛋白质资源袁
尤其是微生物蛋白质资源遥发酵微生物蛋白的蛋白含
量高袁且氨基酸含量丰富尧配比合适尧营养全面尧消化
吸收率高尧适口性好遥生物菌酶蛋白富含活性益生菌尧
酶制剂尧优质蛋白活性肽及多种氨基酸尧维生素促生
长因子袁主要技术指标达到院优质蛋白逸30%尧枯草芽
孢杆菌逸4.5伊1010cfu/kg尧 乳酸菌逸1伊109cfu/kg尧 酵母
菌逸1伊109cfu/kg尧纤维素酶活力逸1.2伊105U/kg尧糖化酶
活力逸5.0伊104U/kg尧 木聚糖酶活力逸3.5伊105U/kg尧水
分臆8%遥 生物菌蛋白用于畜禽养殖试验袁畜禽发病率
降低 5%~10%袁消化道传染病降低 70%以上袁死亡率
降低 12%袁预防白痢尧腹泻总有效率可达 90%左右遥猪尧
肉鸡日增重提高 6%~10%袁 蛋鸡产蛋率提高 8%~10%袁
奶牛产奶率提高 8%~10%袁奶质纯净新鲜尧无药物残
留袁促进消化吸收袁降低料肉比袁综合饲料报酬提高
3.5%以上遥

本试验研究以高活力的纤维素酶菌株为主尧蛋白
酶菌为补充共生制曲后袁再与益生菌株枯草芽孢杆菌
为主袁德氏乳酸杆菌尧酿酒酵母为辅的多菌种固态混
合发酵袁生产出生物功能酶蛋白产品袁产品富含活性
酶制剂尧益生素和小肽蛋白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种

纤维素酶菌种 U9-5尧米曲霉菌 AS3.951尧枯草芽孢
杆菌 AS1.108 德氏乳杆菌 AS1.2624尧酵母菌 K酵母遥
1.2 培养基

1.2.1 纤维素酶和米曲霉培养基

察氏培养基院NaNO3 3.0g尧KCl 0.5g尧FeSO4 0.01g尧
K2HPO4 1.0g 尧MgSO4窑7H2O 0.5g 尧 蔗糖 20.0g尧 琼脂
20.0g尧蒸馏水 1 000ml袁pH值为 6.7遥

发酵培养基院麸皮 60g尧纤维素粉 40g尧豆粕 10g尧
渊NH4冤2 SO4 2g尧MgSO4窑7H2O 0.05g尧K2HPO4 0.18g遥

1.2.2 枯草芽孢杆菌 AS1.108培养基
营养肉汁琼脂培养基渊试管冤院蛋白胨 10.0g尧牛肉

提取物 3.0g尧NaCl 5.0g尧琼脂 15.0g尧蒸馏水 1 000ml袁
pH值为 7.0遥

种子培养基渊液体冤院蛋白胨 10.0g尧牛肉提取物
3.0g尧NaCl 5.0g尧蒸馏水 1 000ml袁pH值为 7.0遥

发酵培养基渊液体冤院蛋白胨 2.0g尧葡萄糖 2.0g尧豆
粕粉 30g尧鱼粉 5g尧K2HPO4 0.7g尧MgSO4窑7H2O 0.3g尧Ca鄄
CO3 0.1g尧蒸馏水 1 000ml袁pH值自然遥
1.2.3 乳酸菌 AS1.2624培养基

保藏培养基渊试管冤院酪蛋白胨 10.0g尧牛肉提取物
10.0g尧酵母提取物 5.0g尧葡萄糖 5.0g尧乙酸钠 5.0g尧柠
檬酸二胺 2.0g尧Tween80 1.0g尧K2HPO4 2.0g尧MgSO4窑
7H2O 0.2g尧MnSO4窑H2O 0.05g尧CaCO3 20.0g尧 琼脂15.0g尧
蒸馏水 1 000ml袁pH值为 6.8遥

种子培养基渊液体冤院酵母膏 7.5g尧葡萄糖 10g尧蛋
白胨 7.5g尧K2HPO4 2.0g尧 西红柿汁 100ml尧Tween80
0.5g尧蒸馏水 1 000ml袁pH值为 7.0遥

发酵培养基渊液体冤院酵母膏 5g尧葡萄糖 30g尧蛋白
胨 5g尧K2HPO4 0.5g尧MgSO4窑7H2O 0.5g尧NaCl 0.15g尧CaCO3
22g尧蒸馏水 1 000ml袁pH值自然遥
1.2.4 酵母菌 K酵母培养基

麦芽汁培养基渊试管冤院5~6Be'尧麦芽汁 1 000ml尧
琼脂 20g袁pH值为 6.0遥

种子培养基渊土豆培养基冤院洗净去皮尧挖去芽眼
的土豆 200g袁 切成片状或丝状袁 加水 1 000ml袁 煮沸
15min袁过滤袁加葡萄糖 20g袁再加热使溶化袁补水至体
积为 1 000ml遥

发酵培养基院取比例为 41的玉米面和麸皮袁加
4倍水袁搅拌均匀后升温至 80益袁加入 琢-淀粉酶糊化尧
液化 10~15min袁降温至 55~60益袁加入糖化酶糖化 4h袁
降温至 28益袁待接入酵母遥

上述培养基灭菌条件为 1.01伊105Pa灭菌 30min遥
1.3 生产工艺流程

试管寅小三角瓶寅大三角瓶寅卡氏罐 固体纤曲饮
三级种子饮二级种子饮试管 引 引

原料寅粉碎寅按比例混合寅接种寅发酵池
发酵寅发酵寅低温干燥寅后处理寅质检寅包装寅成品

1.4 分析方法

刘德海，河南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450008，郑
州市花园路 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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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酶活力采用 DNS法测定袁其中水分的测定
按 QB/T6435方法进行袁铅尧砷的测定按 QB/T13079方
法进行曰木聚糖酶采用 DNS法测定曰中性蛋白酶活力
的测定按 QB1804 方法进行曰 粗蛋白测定按 GB/
T6432-1994进行曰总酸的测定用酸碱中和滴定法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固态发酵基质的选择

固态发酵基质来自于含淀粉尧蛋白质和纤维素的
农副产品或农业资源袁它们不仅来源广泛袁价格低廉袁
而且利用这些材料还能解决它们的废弃物造成的环

境和经济问题遥选择适宜菌种生长繁殖尧成本低尧来源
充足尧产品营养价值高尧适口性好的原料袁确定出较佳
的配方渊原料有棉粕尧花生粕尧芝麻饼尧麸皮尧玉米皮尧
无机盐尧微量元素冤遥
2.2 菌种的选择

由于饲料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和木质素等抗营

养因子袁我们分离筛选出了高酶活力的纤维素酶菌种
U9-5遥经大量试验检测袁此菌株产生丰富的木聚糖酶和
能产生丰富蛋白酶的蛋白酶菌种 AS3.951混合制曲袁
该成曲以纤维酶尧木聚糖酶为主袁补充了蛋白酶活力袁
有利于帮助分解饲料中大的蛋白质分子分解成多肽尧
小肽等易吸收的小分子量蛋白质分子遥

益生有益菌株的选择院目前袁市场上销售动物用
微生态制剂袁有一部分为非芽孢类活菌制剂渊如乳酸
菌冤袁普遍存在保存期短尧活性不稳定等缺点袁在通过
饲料添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历高温或特殊 pH
值的生产尧运输及饲喂环节袁在此情况下其益生菌活
性大大降低袁进而严重影响使用效果袁给实际应用带
来很多困难遥因此袁本研究益生菌种的选择袁以含芽孢
类菌剂为主袁乳酸杆菌尧酵母菌为辅袁以提高对恶劣环
境因素的抗性袁延长制剂保存期袁稳定活性遥

枯草芽孢杆菌 AS1.108是一种好氧菌袁有氧条件
下袁菌体生长繁殖快袁消耗氧气袁能形成芽孢袁经过长
期驯化袁其生物学特性和遗传学特性高度稳定尧不变
异尧耐逆性强袁对人畜无毒袁可抑制肠道有害菌袁促进
有益菌生长袁能减少肠内氨气等的含量袁产生多种维
生素和酶类促生长因子袁提高饲料利用率袁促进动物
生长袁 作为微生态益生制剂功效显著遥 乳酸杆菌
AS1.2624尧 酵母菌 K 酵母在生产中也经过了长期驯
化袁生产性能稳定袁能产生乳酸尧乙醇等袁使产品具有
酸香味尧酒香味袁具有良好的适口性袁又可掩盖饲料
中药物尧微量元素等不良气味袁起到调味的目的袁有利
于提高采食量遥 另外袁乳酸等微生物代谢产物还可以

直接参与体内代谢袁提高营养物质消化率袁与一些难
溶性矿物质形成整合物袁促进矿物质的吸收袁降低胃
肠 pH值袁改善肠道微生物酶袁提高酶活力遥

上述菌株分工明细又相互协作袁 分解抗营养因
子袁优化生态环境袁降低动物舍内氨气尧臭气等有害气
体的浓度曰减少粪便中有机物氨氮尧有机磷等物质的
含量曰改善饲养环境袁明显减少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曰维
持并调节肠道的菌群平衡袁 抑制致腐性大肠杆菌尧沙
门氏菌等有害菌的生长繁殖袁有效防止仔猪黄尧白痢袁
提高成活率遥
2.3 纤维素酶尧米曲霉混合制曲接种量的接种比例

生长旺盛的菌体是其生物活性物质产生的基础袁
接种量的大小关系到菌体的生长尧形态袁进而影响到
其生物活性物质的产生遥 接种量过低袁对菌体生物量
和其活性物质的生长菌不利曰接种量过高袁菌体代谢
产生的抑制产物较多袁反而不利于生物活性物质的生
长袁因此袁必须有适宜的接种量遥 根据试验经验我们选
择接种量为 0.3% 袁 纤维素酶产生菌 U9-5和蛋白酶产
生菌米曲霉 AS3.951不同接种比例配方在发酵培养基
上试验结果见表 1遥
表 1 纤维素酶、米曲霉不同接种比例试验结果（U/g）
项目
21
31
41
51

纤维素酶活力
7 896
7 982
8 060
8 010

木聚糖酶活力
4 960
5 064
5 100
5 090

中性蛋白酶活力
720
690
700
680

从表 1中可以看出袁纤维素酶尧米曲霉接种量比
为 41较佳袁纤维素酶活力达到 8 060U/g袁木聚糖酶
活力达到 5 100U/g袁中性蛋白酶活力达到 700U/g遥 这突
出了纤维素酶活力为主袁较为符合设计要求遥
2.4 枯草芽孢杆菌 AS1.108发酵培养基组成试验
2.4.1 不同碳源对菌体浓度的影响渊见表 2冤

表 2 不同碳源对菌数的影响（个/ml）

菌数
葡萄糖
8.0伊108

蔗糖
5.0伊108

乳糖
4.5伊108

可溶性淀粉
3.2伊108

碳源
项目

分别以葡萄糖尧蔗糖尧乳糖尧可溶性淀粉为碳源袁
培养基中其它成分不变袁对枯草芽孢杆菌进行液体摇
瓶培养袁摇床往复 80次/min袁液体装量 500ml三角瓶
装 150ml发酵液体培养基袁培养 20h遥表 2所示的结果
表明以葡萄糖为碳源效果最好遥
2.4.2 不同氮源对菌体浓度的影响

刘德海等：生物菌酶蛋白的开发应用研究试 验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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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1 不同类型蛋白胨对菌体浓度影响

分别以胰蛋白胨尧牛肉蛋白胨尧大豆蛋白胨尧酪蛋
白胨为主要氮源袁培养基中其它成分不变袁对枯草芽
孢杆菌进行液体摇床培养 20h袁结果见表 3遥由表 3可
知袁胰蛋白胨的培养处理最好遥

表 3 不同类型蛋白胨对菌数的影响（个/ml）
项目
菌数

胰蛋白胨
7伊108

牛肉蛋白胨
6.2伊108

大豆蛋白胨
5.6伊108

酪蛋白胨
6.5伊108

2.4.2.2 氮源配比对菌体浓度的影响

参考枯草芽孢杆菌的生长要求尧 培养基成本因
素袁本试验以胰蛋白胨尧豆粕尧粉鱼粉为复合氮源袁进
行不同添加量配比试验袁培养 20h袁结果见表 4遥 由试
验结果可知袁第 5组氮源配比最佳渊胰蛋白胨 0.2豫尧
豆粕粉 3.0豫尧鱼粉0.5豫冤遥

表 4 氮源配比对菌数的影响（个/ml）
项目
胰蛋白胨渊豫冤
豆粕粉渊豫冤
鱼粉渊豫冤
菌数

1
0.1
2.0
0

6.0伊108

2
0.2
3.0
0

6.1伊108

3
0.2
4.0
0

6.0伊108

4
0.1
2.0
0.5

6.5伊108

5
0.2
3.0
0.5

7.2伊108

6
0.2
4.0
0.5

7.1伊108

2.4.3 不同金属离子渊K垣尧Mg2垣冤 对含芽孢菌体浓度的
影响

参考有关文献的报道院 淤K垣尧 Mg2垣对灯草芽孢杆
菌的芽孢形成有促进作用曰于枯草芽孢杆菌在生长过
程中会产生少量的酸袁使得 pH值降低袁不利于菌体的
生长尧芽孢的形成遥 故本试验培养基配方中添加磷酸
二氢钾尧硫酸镁以促进芽孢形成袁少量 0.01豫的碳酸
钙以调节 pH值遥 试验结果见表 5遥

表 5 K垣、Mg2垣对含芽孢菌数的影响

项目
葡萄糖渊%冤
胰蛋白胨渊%冤
豆粕粉渊%冤
鱼粉渊%冤
KH2PO4渊%冤
MgSO4渊%冤
CaCO3渊%冤
含芽孢菌数渊个/ml冤
总菌数渊个/ml冤
芽孢转化率渊豫冤

1
0.2
0.2
3.0
0.5
0

0.01
6.0伊108
8伊108

75

2
0.2
0.2
3.0
0.5

0.07
0.01

6.5伊108

8.1伊108

80

3
0.2
0.2
3.0
0.5
0.07
0.03
0.01

6.6伊108

8.0伊108

82.5

2.4.4 培养基配方确定

枯草芽孢杆菌培养基配方院葡萄糖 0.2豫尧胰蛋白
胨 0.21豫尧 豆粕粉 3.0豫尧 鱼粉 0.5豫尧 磷酸二氢钾

0.07豫尧硫酸镁 0.03豫尧碳酸钙 0.01豫遥
2.5 枯草芽孢杆菌 AS1.108液态发酵过程观测 渊见
图 1冤

20
16
12
8
4

5 10 15 20 25 30 35 40
时间渊h冤

图 1 菌数变化曲线

由图 1可以看出袁培养 15h左右菌体进入对数生
长期袁30h达到稳定期袁菌数达到 18伊108个/ml遥

2.6 固态发酵过程的观测

在固态发酵培养基菌体生长曲线如图 2袁粗蛋白
变化曲线如图 3遥

1
10

8
6
4
2

5 10 15 20 25 30 35 40

2

3

时间渊h冤
注院1.为枯草芽孢杆菌 AS1.108曰

2.为德氏乳杆菌 AS1.2624曰
3.为酵母菌 K酵母遥
图 2 菌体生长曲线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10 20 30 40
时间渊h冤

图 3 粗蛋白变化曲线

2.7 在畜禽生产中的应用

选长白伊荣昌 F1 体重相近渊25kg 左右冤尧公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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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相同的猪随机分为 2组袁即对照组和试验组袁每组
20头袁公母各半袁饲喂方式采用群饲袁日喂 4次袁自由
饮水袁常规饲养管理袁试验期 38d遥 试验日粮组成及主
要营养水平见表 6袁试验组以 5%菌酶蛋白代替 5%豆
粕袁又免去了复合酶尧益生素尧部分抗生素的添加遥 对
猪生产性能的影响见表7袁经济效益分析见表 8遥

表 6 试验日粮组成和营养水平

项目
原料渊%冤
玉米
豆粕
菌酶精华素
麸皮
植物油
沸石粉
预混料
营养水平
消化能渊MJ/kg冤
粗蛋白渊%冤
钙渊%冤
有效磷渊%冤

对照组

60
27
0
6
1
2
4

13.13
17.92
0.55
0.22

试验组

60
22
5
6
1
2
4

13.15
17.26
0.55
0.22

表 7 对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对照组
试验组

始重
渊kg冤
25.50
25.10

末重
渊kg冤
53.30
54.20

日增重
渊g冤

731.6
765.7

2.39
2.30

腹泻率
渊%冤
10.0
5.0

日采食量
渊g冤

1 750.0
1 761.1

项目 料重比

从表 7试验结果看袁在 25~55kg阶段 38d的试验
中袁 试验组较对照组日增重提高 34.1g尧 料重比下降
0.09袁腹泻率降低 50%尧日采食量增加 11.1g袁差异显著
渊P<0.05冤遥

由表 8可知袁试验组平均每头猪盈利 111.8元袁对

照组 98.1元袁试验组较对照组每头多盈利 13.7元袁增
加经济效益十分明显遥

表 8 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

对照组
试验组

总增重
渊kg冤
556
582

单价
渊元/kg冤

8.0
8.0

增重收入
渊元冤
4 448
4 656

总饲料费
渊元冤
2 487
2 421

毛盈利
渊元冤
1 961
2 235

饲料单价
渊元/kg冤

1.87
1.81

盈利
渊元/头冤

98.1
111.8

3 小结

试验结果表明袁在饲料中添加菌酶蛋白袁可以减
少价格较高的蛋白质饲料原料使用量袁没有影响到畜
禽的生产性能袁而且饲料中可免加复合酶尧益生素袁免
加或少加抗生素袁降低了饲养成本袁增加经济效益遥同
时袁降低了氮的排泄量袁减少了粪便臭味袁减少对环境
的污染袁菌酶蛋白显示了明显的功效袁是一种理想的
饲料添加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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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禽类羽毛资源每年有几十万吨袁家禽的羽毛
大部分被用来生产羽绒制品袁下脚料羽梗经过简单的
加工后制成羽毛粉添加到饲料中袁以提高饲料粗蛋白
的含量[1]袁但是羽毛粉产量很低袁绝大部分羽毛没有得
到充分利用而浪费掉了袁这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遥
禽类羽毛中的蛋白质主要由角质蛋白构成袁也含有维
生素 B12和一些未知的生长因子遥 其粗蛋白含量高达
85%耀90%袁胱氨酸含量高达 4.65%袁羽毛蛋白中除赖
氨酸尧蛋氨酸的含量明显较低外袁其它动物必需氨基
酸的组成略高于鱼粉[2]遥 羽毛蛋白质是一种不溶性蛋
白质袁蛋白质骨架的内部的肽链之间形成许多呈索状
结构的二硫键袁阻碍了蛋白水解酶的作用袁畜禽对这
种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很低袁 这些阻碍了其开发利
用遥因此袁寻求一种科学的加工方法袁破坏角质蛋白的
空间结构袁提高羽毛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是国内外研
究的热点遥 Williams等报道袁嗜热地衣形杆菌(PWD-1
株) 能发酵羽毛并将羽毛转变为部分水解的产物袁其
营养价值和饲用大豆蛋白质相当遥与经过热压处理的

羽毛粉进行厌氧发酵后袁 可产生大量的氨基酸和小
肽遥 如此处理后的羽毛粉按 5%添加于日粮食中不影
响饲喂效果袁且降低了成本遥

另有报道袁从土壤中分离出的费氏链霉菌和细霉
菌袁从动物和人体皮肤病灶处分离出的皮真菌要要要颗

粒发癣菌分泌的酶可分解角质蛋白袁经处理后的角质
蛋白再经胃蛋白酶水解即可制得消化率较高的产品遥

本文通过大量实验得到了可以降解角质蛋白的

菌种袁经过微生物转化后的羽毛粉很容易被动物消化
吸收遥生物转化后的羽毛粉是一种新型的饲料蛋白质
资源袁这不但降低了养殖成本袁而且还使羽梗得到了
综合利用遥 羽毛粉生物转化技术的研究袁在畜牧生产
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实用价值遥
1 实验材料与仪器设备

1.1 实验羽毛

羽毛由长春市德大肉鸡屠宰场提供曰昆明种小鼠
40只袁雌雄各半袁体重为渊20依2冤g袁由长春高新医学动
物实验研究中心提供袁合格证号为 050005遥
1.2 试剂

氢氧化钠渊分析纯试剂冤尧氯化纳渊分析纯试剂冤尧
氯化钾渊分析纯试剂冤尧磷酸氢二钾渊分析纯试剂冤尧硫
酸镁渊分析纯试剂冤尧硫酸亚铁铵渊分析纯试剂冤尧硝酸
铵渊分析纯试剂冤尧二甲苯渊分析纯试剂冤尧蔗糖渊分析纯
试剂冤尧葡萄糖渊分析纯试剂冤尧乙醇渊分析纯试剂冤尧番

鸡 羽 毛 的 生 物 转 化
张凤清 张 昕 解丛林

张凤清，长春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130012，吉
林省长春市延安大路 17号。
张昕，吉林粮食高等专科学校。

解丛林，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6-01-13

《饲料工业》·圆园园6年第 圆7卷第 7期

摘 要 从自然界中分离了一种可以降解鸡羽毛粉中角质蛋白的菌种，纯化后菌种中有较强的

蛋白质分解能力。生物转化后的羽毛粉氨基酸含量充足，蛋白质的表观消化率达到 91.08%，蛋白质的
生物学价为 83.79%。该菌种不产毒素，动物可以安全饲用。生物转化后的羽毛粉可以替代豆粕、鱼粉等
饲料蛋白质，是一种新型、优质的饲料蛋白源。

关键词 羽毛；羽毛粉；生物转化

中图文分类号 S816.4
Biological transforming of chicken feather

Zhang Fengqing, Zhang Xin, Xie Conglin
Abstract Bacterium which can decompose the horny protein of chicken feather meal was extracted.It
has a better ability to decompose protein after purification. The content of amino acids is enough, effi鄄
ciency of digestion is 91.08%, biology value of protein is 83.79%.The bacterium will not produce toxin,
and can be eaten by animals. Chicken feather meal can replace the soybean meal and fish meal,is a new
kind of feeding protein.
Key words feather曰feather meal曰microorganism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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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红渊生物染色剂冤尧结晶紫渊生物染色剂冤尧琼脂渊生
化试剂冤尧牛肉膏渊生化试剂冤尧牛肉蛋白胨渊生化试
剂冤尧香柏油遥
1.3 实验仪器设备

光学显微镜渊CHK2-F-GS冤尧电热恒温鼓风干燥
箱渊ZBY149-83冤尧电热恒温培养箱渊HH.B11.500冤尧电
热恒温培养箱渊HG303-4K冤尧调温调湿箱渊DL302型冤尧
电子调节万用炉渊220V-AC院0耀1 000W冤尧煤电两用手
提式灭菌消毒器渊SYQ-MDX-280型冤尧电冰箱尧天平尧
凯氏定氮仪遥
2 实验方法

2.1 微生物转化羽毛工艺路线

自然界菌种寅分离、纯化寅扩大培养寅优良菌种
引

羽毛寅 浸泡 寅 常压蒸煮 寅 冷却 寅 接菌
引

产品性能表征 饮 干燥 饮 成熟 饮 开放培养
2.2 培养基配方

淤斜面培养基院牛肉膏 3g尧蛋白胨 10g尧氯化钠
5g尧琼脂 15耀20g尧水 1 000ml袁灭菌条件为 121益尧20耀
30min曰

于菌种筛选培养基院水解羽毛粉 15g尧糖 6g尧氯化
钠 3g尧琼脂 15耀20g尧水 1 000ml尧温度 36益袁灭菌条件
为 121益尧20耀30min曰

盂富集培养基 [3]院 水解羽毛粉 15g尧 玉米秸秆粉
15g尧 水 1 000ml尧 温度 36益袁 灭菌条件为 121益尧20耀
30min曰

榆鸡羽毛无糖培养基院羽毛 80g尧蒸馏水 200ml袁
灭菌条件为 121益尧20耀30min曰

虞鸡羽毛含糖培养基渊优化培养基冤院羽毛 80g尧蒸
馏水 200ml袁灭菌条件为 113益尧30min遥
2.3 原始菌种筛选方法

2.3.1 取样

在德大肉鸡屠宰厂存放羽毛的车间寻找已经腐

败的羽毛袁因为其上已经生长了能够初步降解羽毛中
角质蛋白的微生物菌种遥

分别取样 50g袁装入无菌的塑料袋中袁扎好袁记录
采样时间尧地点尧环境情况等以备考证遥将选取的腐败
羽毛带回实验室袁分成 10组并编号袁然后将其放在装
有无菌水的三角瓶中进行培养袁培养温度保持在渊36依
1冤益遥 培养 1星期后袁观察羽毛降解的速度袁并且对每
一瓶进行氨基酸含量测定袁这样根据外观状态和氨基
酸含量的高低来选择菌种遥

2.3.2 富集培养

将选取的目的菌种接入富集培养基中袁放入恒温
培养箱中在 渊36依1冤益的条件下培养 3d袁 选取生长旺
盛尧菌落大尧对培养基降解效果好尧利用率高的菌种遥
2.3.3 纯化[4]

取增殖后的含菌样品 25ml 放入 225ml 无菌水
中袁摇匀袁制成菌悬液袁使细胞均匀地悬浮于无菌水
中袁再进行 10-1尧10-2尧10-3尧10-4尧10-5尧10-6六个不同浓度
梯度的稀释遥将富集菌种在菌种筛选培养基表面按平
板划线分离方法划线分离遥培养 2d左右袁挑取所需单
菌落 A9于无糖羽毛培养基上继续培养遥
2.4 显微镜检测

对纯化后的单菌落进行革兰氏染色并在显微镜

下进行形态观察遥
2.5 菌株对羽毛生物转化能力考察

将纯化后菌种 A9和颗粒发癣菌 F 渊作为对照组冤
分别接入羽毛无糖培养基中袁以蛋白质转化率和外观
状态为主要考察指标袁观察它们对羽毛的降解效果遥
2.6 葡萄糖对生物转化的影响

将 A9菌种分别接入羽毛无糖培养基和羽毛加糖
培养基中袁观察在相同条件下袁不同培养基中 A9对羽
毛的降解情况遥
2.7 羽毛粉的性能指标

蛋白质含量测定院凯氏定氮法曰
氨基酸测定方法院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曰
蛋白质的消化率和蛋白质的生物学价值(BV)[5]院
真消化率=食物氮-渊粪氮-粪代谢氮冤/食物氮曰
蛋白质的生物学价=氮贮留量/氮吸收量遥

2.8 羽毛粉的急性毒性试验

2.8.1 口服给药的急性毒性(LD50)试验
取小鼠 20 只袁 生物转化羽毛粉用蒸馏水配成

55.5%浓度袁小鼠每 10g体重按 0.3ml渊相当于生物转
化羽毛粉 16.7g/kg冤添加量一次性灌胃袁然后连续观察
7d袁记录动物死亡数遥
2.8.2 小鼠口服最大给药剂量测定

取小鼠 20只袁禁食不禁水约 12h袁生物转化羽毛
粉以蒸馏水配制成 55.5%浓度 渊该浓度近似流浸膏袁
是配制的最高浓度冤袁按每 10g体重 0.3ml添加量给小
鼠灌胃袁1日内给药 2次袁 每次给药间隔 6h袁 用药后
动物再连续观察 7d袁记录动物反应情况袁并于第 8d处
死小鼠袁进行剖检遥
3 结果与分析

3.1 菌种显微镜形态观察渊见图 1冤

张凤清等：鸡羽毛的生物转化试 验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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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菌种显微镜下形态

所选取的单菌落是由 2种细菌互生在一起组成

的袁其中一种是双连杆菌袁为嗜热地衣形杆菌袁呈革兰
氏阳性曰另外一种为枣状短杆菌袁呈革兰氏阴性遥
3.2 菌株对羽毛生物转化能力考察

为了观察 A9中的嗜热地衣形杆菌和枣状短杆菌
这两种菌体对羽毛的降解作用的差别袁 实验对 A9菌
种进行了分离和纯化遥 得到了单一的嗜热地衣形杆
菌菌种和枣状短杆菌菌种遥将 A9菌种尧单一嗜热地衣
形杆菌菌种尧枣状短杆菌菌种和商品菌种要要要颗粒发

癣菌 F渊作为对照组冤分别接入完全相同的羽毛无糖
培养基中袁观察它们对羽毛的降解效果袁试验结果见
表 1遥

由表 1知袁单一菌种中的任何一种都对羽毛有降
解作用袁其中嗜热地衣形杆菌对羽毛的降解速度要略
高于枣状短杆菌袁但是它们两种中的任何一种对羽毛
的降解效果和降解率都不如它们混合在一起时的效

果好遥 因此袁最终确定混合菌种 A9即是所要寻找的可
以降解羽毛的理想微生物菌种遥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内完成对羽毛的生物转化袁 菌种 A9所分泌的酶可以
将羽毛角质蛋白中的二硫化物键破坏袁使羽毛中的角
质蛋白降解为容易被动物消化吸收的蛋白质和氨基

酸袁从而大大提高了羽毛粉的饲用价值袁变废为宝袁使
用廉价羽毛粉代替鱼粉和豆粕添加到禽类饲料中成

为了可能遥
3.3 葡萄糖对生物转化的影响

将 A9菌种分别接入羽毛无糖培养基和羽毛加糖
培养基中各 1瓶袁观察在相同条件下不同培养基中 A9
对羽毛的降解情况遥发现加糖羽毛培养基中的菌体比
无糖羽毛培养基中的菌体生长旺盛袁对降解速度要高
于无糖培养基中的菌体袁并且加糖培养基内的降解羽

毛粉颜色较好遥 由此说明袁在羽毛中添加一定量的葡
萄糖对羽毛的生物转化是十分有利的遥
3.4 生物转化羽毛粉的测定指标

淤氨基酸含量的测定渊见表 2冤曰
于微量元素含量的测定渊见表 3冤曰
盂蛋白质的消化率可以达到 91.08%袁BV为 83.79%遥

3.5 急性毒性试验结果

3.5.1 口服给药的急性毒性(LD50)试验
给小鼠一次性灌 55.5%浓度的生物转化羽毛粉袁

观察 7d袁动物无一死亡袁故 LD50无法测出袁未进行分
组继续试验遥
3.5.2 口服最大给药剂量测定

7d连续观察袁外观检查未见异常情况袁于第 8d处
死动物袁剖检亦未见组织和脏器有器质性改变遥 故限
于给药浓度和给药容积袁测得小鼠灌胃生物转化羽毛
粉最大给药剂量为 33.3g/kg遥

该种微生物不会在代谢过程中产生对动物有侵

害作用的毒素袁动物可以安全饲用遥

表 1 三种菌对羽毛的降解效果

项目

蛋白质
转化率
渊%冤

外观
状态

菌种名称
混合菌 A9
嗜热地衣形
杆菌
枣状短杆菌
颗粒发癣菌
F渊对照组冤

嗜热地衣形
杆菌

颗粒发癣菌
F渊对照组冤

1d
5

3.0

2d
9.2

5.7

少量羽毛破
碎

3d
48.6

29.2

一部分羽毛
破碎
少量羽毛破
碎
少量羽毛破
碎
一部分羽毛
破碎

4d
50.3

31.3

大部分羽毛
破碎
少量羽毛破
碎
少量羽毛破
碎
一部分羽毛
破碎

5d
52.1

32.9

羽毛几乎全
部破碎
少量羽毛破
碎
少量羽毛破
碎
大部分羽毛
破碎

6d
53.3

33.6

一部分羽毛
破碎
少量羽毛破
碎
大部分羽毛
破碎

7d
53.6

34.4

一部分羽毛
破碎
一部分羽毛
破碎
羽毛几乎全
部破碎

3.2 6.1 30.4 32.9 34.6 35.7 36.2

4.2 8.5 45.3 47.6 49.4 50.6 51.2
混合菌 A9 无明显变化 少量羽毛破碎 羽毛成泥状 羽毛成泥状

无明显变化 无明显变化

枣状短杆菌 无明显变化 无明显变化

无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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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物转化羽毛粉氨基酸含量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检验项目名称
天门冬氨酸
丝氨酸
脯氨酸
丙氨酸
颉氨酸
异亮氨酸
酪氨酸
赖氨酸
色氨酸
苏氨酸
谷氨酸
甘氨酸
胱氨酸
蛋氨酸
亮氨酸
苯丙氨酸
组氨酸
精氨酸
水分
粗蛋白

胃蛋白酶消化率
蛋白质

实测结果渊%冤
5.26
7.74
6.92
5.02
5.31
2.68
3.66
1.15
0.62
2.63
10.37
9.62
4.76
0.55
6.78
3.37
0.58
4.41
9.2

83.03
74.72
82.73

注 1.氨基酸含量单位为 g/100g渊以干样计算冤曰
2.含氮量换算成蛋白的系数为 6.25遥

表 3 生物转化羽毛粉微量元素的测定（mg/kg）
序号

1
2
3
4
5

检验项目名称
铜
锌
铁
锰
钴

实测结果
9.5

75.4
1664
32.3
2.6

4 结论

本试验从腐败的鸡羽毛中分离纯化了一株能够

降解羽毛粉中角质蛋白的优良微生物菌种 A9袁通过与
国内外多方面资料进行的对比和研究袁 最终确认 A9
菌种为两种细菌混合在一起生长的袁其中一种为嗜热
地衣形杆菌曰另外一种为枣状短杆菌遥 利用微生物产
生的酶袁打开角质蛋白中的二硫化物键袁使羽毛中的
角质蛋白大量转化成氨基酸袁同时羽毛中还含有部分
维生素 B12及生长因子袁 可以提高羽毛粉中蛋白质在
动物体内的消化吸收率遥

经过生物转化的羽毛粉蛋白质的消化率可以达

到 91.08%袁BV为 83.79%遥
急性毒性试验结果表明袁该种微生物不会在代谢

过程中产生对动物有侵害作用的毒素袁动物可以安全
饲用遥

生物转化羽毛粉可以替代豆粕尧鱼粉添加到饲料
中去袁是一种新型优质的饲料蛋白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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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研究表明袁目前一些人食入大量的高脂肪
食品袁引起了许多诸如糖尿病尧肥胖症尧动脉粥样硬
化尧大肠癌等野现代病冶的发生遥 广大消费者在深受这
些野现代病冶困扰的同时袁已经意识到这些来自畜禽的
脂肪对人体的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遥 因此袁人们对
低脂高蛋白的畜禽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袁而广大的
畜牧生产者也意识到畜禽胴体品质对消费者健康的

影响袁积极地从营养调控尧品种选育等方面进行了研
究遥血液生化指标能够从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家禽的肥
度袁对血清生化指标和家禽体脂肪沉积的相关性研究
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与检测项目

按单因素试验设计袁 将体重相近尧 性别各半的
180只 41日龄健康朗德鹅随机分成 3个处理组袁每组
3个重复袁每个重复 20只遥饲养 4周末测定腹脂率尧皮
脂率尧胸肌含脂率尧腿肌含脂率尧肝脏含脂率尧总胆固
醇渊TC冤尧甘油三酯渊TG冤尧高密度脂蛋白渊HDL冤尧低密度
脂蛋白渊LDL冤尧极低密度脂蛋白渊VLDL冤尧载脂蛋白 B
渊ApoB冤尧谷丙转氨酶渊ALT冤尧谷草转氨酶渊AST冤尧碱性
磷酸酶渊ALK冤尧总蛋白渊TP冤尧葡萄糖渊GLU冤尧淀粉酶

渊AL冤遥
1.2 试验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日粮按照等能量等蛋白尧相同日粮组成的原则配
制袁配方见表 1遥

表 1 试验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项目
原料组成渊%冤
玉米
麸皮
豆粕
棉粕
菜粕
鱼粉
统糠
石粉
磷酸氢钙
大豆油
饲料级油脂
预混料
合计
营养水平
总能渊MJ/kg冤
粗蛋白质渊%冤
粗纤维渊%冤
中性洗涤纤维渊%冤
酸性洗涤纤维渊%冤
纤维素渊%冤
木质素渊%冤

试验 1 组
70.97
3.00

13.00
5.00
2.69
0.00
2.85
1.00
0.50
0.00
0.00
1.00

100.00
18.46
15.01
4.06

12.26
6.16
4.47
1.23

试验 2组
58.18
0.00

18.00
0.00
0.00
2.50

14.93
0.90
0.50
0.99
3.00
1.00

100.00
18.33
15.02
8.02

24.24
12.13
8.80
2.41

试验 3组
41.47
0.00
17.00
0.00
0.00
5.00
25.43
0.84
0.29
3.00
5.97
1.00

100.00
18.32
15.02
12.06
37.15
19.04
13.23
3.73

1.3 数据分析

用 Excel 2003和 SPSS 12.0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
分析遥
2 试验结果

周世霞，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430070，武汉市洪
山区狮子山街 1号。
梅春生（通讯作者）、何瑞国、刘祥友、王爱英，单位及通讯

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6-01-04

《饲料工业》·圆园园6年第 圆7卷第 7期

摘 要 将体重相近的 41日龄健康朗德鹅 180只随机分成 3个处理组，每组 3个重复，每个重
复 20只，进行试验，探讨在等能等氮条件下日粮不同粗纤维水平（4豫、8豫、12豫）对朗德鹅血清生化指
标与体脂沉积相关性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除 3个试验组的胸肌含脂率与总蛋白显著正相关（P<
0.05）外，3个试验组的腹脂率、皮脂率、胸肌含脂率、腿肌含脂率以及肝脏含脂率与总胆固醇、甘油三
酯、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等血清生化指标的相关性及显著性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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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德鹅血清生化指标和体脂沉积相关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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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腹脂率与血清生化指标浓度的表型相关性分析

渊见表 2冤
表 2 腹脂率与血清生化指标浓度的表型相关性

项目
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
高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极低密度脂蛋白
载脂蛋白 B
谷丙转氨酶
谷草转氨酶
碱性磷酸酶
总蛋白
葡萄糖
淀粉酶

试验 1组
-0.136
0.247

-0.340
-0.238
-0.858淤
-0.100
0.984于

0.352
0.321

-0.261
0.990于

0.869淤

试验 2组
-0.149
0.655
0.731
0.738

-0.028
-0.275
0.875淤
0.418
0.165
0.786
0.925于
0.063

试验 3组
0.503
0.811
0.389
0.678
0.160
0.185
0.814淤

0.274
-0.774
0.250
0.136
0.446

注院 淤表示差异显著(P<0.05)曰
于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遥 下表同遥

由表 2可知院试验 1组的腹脂率与淀粉酶显著正
相关渊P<0.05冤袁与谷丙转氨酶尧葡萄糖极显著正相关
渊P<0.01冤袁与极低密度脂蛋白显著负相关渊P<0.05冤曰试
验 2组的腹脂率与谷丙转氨酶显著正相关渊P<0.05冤袁
与葡萄糖极显著正相关渊P<0.01冤曰试验 3组的腹脂率
与谷丙转氨酶显著正相关渊P<0.05冤曰其它相关性均不
显著遥
2.2 皮脂率与血清生化指标浓度的表型相关性分析

渊见表 3冤
表 3 皮脂率与血清生化指标浓度的表型相关性

项目
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
高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极低密度脂蛋白
载脂蛋白 B
谷丙转氨酶
谷草转氨酶
碱性磷酸酶
总蛋白
葡萄糖
淀粉酶

试验 1组
0.762

-0.861淤
0.807
0.394

-0.371
0.708
0.324

0.932于
-0.738
0.639
0.140
0.590

试验 2组
0.075
0.475
0.648
0.802
0.293

-0.092
0.725
0.356
0.313
0.853淤

0.941于
0.153

试验 3组
-0.169
0.154
0.293
0.117
0.910淤
0.577
0.112
0.931于
-0.050
0.941于

0.920于
0.756

由表 3可知院试验 1组的皮脂率与谷草转氨酶极
显著正相关 渊P<0.01冤袁 与甘油三酯显著负相关 渊P<
0.05冤曰 试验 2组的皮脂率与总蛋白显著正相关 (P<
0.05)袁与葡萄糖极显著正相关渊P<0.01冤曰试验 3 组的
皮脂率与谷草转氨酶尧总蛋白尧葡萄糖极显著正相关
渊P<0.01冤袁与极低密度脂蛋白显著正相关渊P<0.05冤曰其
它相关性均不显著遥

2.3 胸肌含脂率与血清生化指标的表型相关性分析

渊见表 4冤
表 4 胸肌含脂率与血清生化指标浓度的表型相关性

项目
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
高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极低密度脂蛋白
载脂蛋白 B
谷丙转氨酶
谷草转氨酶
碱性磷酸酶
总蛋白
葡萄糖
淀粉酶

试验 1组
0.684

-0.897淤

0.871淤
0.615

-0.081
0.872淤
0.059
0.749

-0.836
0.847淤
-0.144
0.387

试验 2组
0.958于
0.287

-0.662
-0.283
0.810
0.955于
0.073
0.682

-0.195
0.902淤
0.090
0.756

试验 3组
-0.341
-0.548
-0.193
-0.523
0.907淤
0.685

-0.376
0.849淤
0.458
0.864淤
0.909淤
0.630

由表 4可知院试验 1组的胸肌含脂率与高密度脂
蛋白尧载脂蛋白 B和总蛋白显著正相关渊P<0.05冤袁与
甘油三酯显著负相关渊P<0.05冤曰试验 2组的胸肌含脂
率与总蛋白显著正相关渊P<0.05冤袁与载脂蛋白 B尧总胆
固醇极显著正相关渊P<0.01冤曰试验 3组的胸肌含脂率
与谷草转氨酶尧总蛋白尧极低密度脂蛋白尧葡萄糖显著
正相关渊P<0.05冤曰其它相关性均不显著遥
2.4 腿肌含脂率与血清生化指标浓度的表型相关性

分析渊见表 5冤
表 5 腿肌含脂率与血清生化指标浓度的表型相关性

项目
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
高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极低密度脂蛋白
载脂蛋白 B
谷丙转氨酶
谷草转氨酶
碱性磷酸酶
总蛋白
葡萄糖
淀粉酶

试验 1组
0.446

-0.402
0.309
0.032

-0.790
0.323

0.816淤

0.843淤
-0.258
0.179
0.711

0.899淤

试验 2组
0.969于
0.082

-0.557
-0.098
0.578
0.873淤
-0.075
0.653

-0.027
0.862
0.128
0.524

试验 3组
0.787

-0.400
0.282
0.689

-0.257
0.482
0.956于

-0.179
-0.990于
-0.205
-0.252
0.239

由表 5可知院 试验 1组的腿肌含脂率与淀粉酶尧
谷丙转氨酶尧谷草转氨酶显著正相关渊P<0.05冤曰试验 2
组的腿肌含脂率与载脂蛋白 B显著正相关 渊P<0.05冤袁
与总胆固醇极显著正相关渊P<0.01冤曰试验 3组的腿肌
含脂率与碱性蛋白酶极显著负相关渊P<0.01冤袁与谷丙
转氨酶极显正相关曰其它相关性均不显著遥
2.5 肝脏含脂率与血清生化指标浓度的表型相关性

分析渊见表6冤

周世霞等：日粮不同粗纤维水平对朗德鹅血清生化指标和体脂沉积相关性的影响试 验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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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肝脏含脂率与血清生化指标浓度的表型相关性

项目
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
高密度脂蛋白
低密度脂蛋白
极低密度脂蛋白
载脂蛋白 B
谷丙转氨酶
谷草转氨酶
碱性磷酸酶
总蛋白
葡萄糖
淀粉酶

试验 1组
0.051

-0.552
0.557
0.746

-0.131
0.946于
-0.022
0.304

-0.763
0.955于
-0.130
0.168

试验 2组
0.755
0.242
-0.534
-0.250
0.921于
0.791
0.090
0.431
0.178
0.718
0.076
0.727

试验 3组
0.332
0.328

-0.090
-0.031
0.851淤
0.857淤

0.436
0.908淤
-0.282
0.884淤

0.794
0.950于

由表 6可知院试验1组的肝脏含脂率与载脂蛋白
B和总蛋白极显著正相关渊P<0.01冤曰试验 2组的肝脏
含脂率与极低密度脂蛋白极显著正相关渊P<0.01冤曰试
验 3组的肝脏含脂率与载脂蛋白 B尧 谷草转氨酶尧总
蛋白尧极低密度脂蛋白显著正相关(P<0.05)袁与淀粉酶
极显著正相关渊P<0.01冤曰其它相关性均不显著遥
3 讨论与结论

有研究表明袁血浆中的极低密度脂蛋白与体脂沉
积尧屠体肥度等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渊李辉等袁1997曰张
军等袁2003曰龚道清等袁1999冤遥 因此袁人们力求通过研
究血浆低密度脂蛋白和体脂沉积的相关性袁从遗传的
角度根据血浆低密度脂蛋白来选育获得低脂沉积的

品种遥 但从本试验研究结果看来袁日粮对朗德鹅体脂
的沉积也是有一定影响的袁且在等能等氮不同粗纤维
水平下袁朗德鹅的血清生化指标与体脂沉积的相关性
并不一致遥 在本试验条件下袁除 3个试验组的胸肌含
脂率与总蛋白显著正相关渊P<0.05冤外袁3个试验组的
腹脂率尧皮脂率尧胸肌含脂率尧腿肌含脂率以及肝脏含
脂率与总胆固醇尧甘油三酯尧高密度脂蛋白等血清生
化指标的相关性并不完全一致遥 此外袁一些相关报道
也认为袁不同日粮条件下血浆生化指标与腹脂等的相
关性并不一致遥 陈金文等渊1998冤研究发现袁在不同的
能量和蛋白水平下袁腹脂尧血脂随日粮水平变化规律
并不相同袁血浆 VLDL 含量最易受日粮的影响袁血浆
胆固醇水平不易受日粮影响曰腹脂与血浆 VLDL存在
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渊r越0.27袁P<0.05冤遥 Whitehead 等
渊1982冤研究认为袁在日粮低脂肪渊如 2.5豫冤情况下血
浆 VLDL与腹脂相关性较大渊0.6耀0.7冤曰而在高脂肪水
平渊9.1豫冤下两者相关程度降低渊0.43耀0.47冤遥 Harvey
(1990)和 Elwingerl(1980)等证明鸡脂肪沉积的量与血
脂水平有相关性袁且两者的相关程度受日粮的影响遥

结合本试验结果以及其它学者的研究结果袁 可以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院 虽然品种选育是一个改善家禽体
脂沉积过多的方法袁 但是日粮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
要因素袁 不同的日粮对血清生化指标及体脂的沉积的
影响并不一致遥品种选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袁在短期内
是不可能彻底的解决家禽体脂沉积过多这个难题的袁
而通过日粮来调节则是一个较为行之有效的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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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麦(Triticale)是一种新型优质饲料作物袁为小
麦和黑麦属间杂交经染色体加倍人工合成的新物种[1袁2]遥
随着我国畜牧业不断发展袁饲草饲料资源短缺问题将
越来越严重袁饲草不足是制约高寒牧区畜牧业发展的
重要因素遥为了高寒牧区畜牧业稳步尧健康的发展袁栽
培高产优质人工牧草是解决冬春饲草不足尧缓解草场
压力的重要措施袁但优质人工牧草的栽培又受到该地
区恶劣自然环境的影响而显得品种单调[3]遥 小黑麦对
不良的自然条件袁如沙性尧酸性尧碱性尧高山冷冻尧贫瘠
土壤等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遥 同时袁小黑麦秸秆的粗

蛋白含量为 4援6% 尧粗脂肪 2援24%尧粗纤维 33.46%尧无
氮浸出物 42援50% 尧 粗灰分 6援93% 尧 钙 0援37%尧 磷
0.01%袁营养价值高袁易消化吸收袁家畜喜食遥

这些年袁国外流行野向奶牛要肉冶袁生产野奶肉牛冶
与野奶牛肉冶遥 据有关国家统计袁目前袁牛肉的 60%来
源于淘汰奶牛和奶牛的公犊袁而专门肉牛的牛肉只占
40%袁其中欧共体国家牛肉的 45豫来自奶牛群曰英国
牛肉 80豫来自奶公犊与淘汰奶牛曰美国牛肉 30豫来自
奶牛曰日本的牛肉 55豫出自奶牛群袁其中 80援3豫出自
奶公犊遥同时袁我国奶牛养殖量剧增袁每年出生奶公犊
也在增长袁然而奶公犊生产牛肉还没有形成商品化生
产袁但潜力很大遥 本文对小黑麦在断奶初期奶公犊瘤
胃的动态降解进行了研究袁以便为小黑麦营养价值的
系统评定袁小黑麦在奶公犊快速肥育上的应用及这一
时期奶公犊瘤胃发育提供参数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

选用 3头 3月龄左右尧体重相近尧健康无病的荷
斯坦奶公犊袁按 1尧2尧3编号袁 驱虫尧健胃遥 先通过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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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断奶初期奶公犊瘤胃内动态降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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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 3头 3月龄左右、装有瘤胃瘘管的荷斯坦奶公犊，按 3伊3完全拉丁方试验设计，喂给三
种日粮，日粮组成按精粗比分别为：玉组，7030；域组，6040；芋组，5050，研究不同日粮组成下高
寒地区小黑麦的 DM、CP以及 NDF在断奶初期奶公犊瘤胃内动态降解。试验结果表明：日粮精粗比为
6040时，其 CP的降解率 和降解参数明显低于精粗比为 7030和 5050的日粮，差异显著（P<
0.05）；其 DM和 NDF的降解率 和降解参数明显高于精粗比为 7030和 5050的日粮，差异显著（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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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dynamic degradation in rumen of the initial stage of weaning calf to triticale

within different composition diets
Song Zhiqiang, Luo Qiujiang, Yin Junling, Chen Ning, Liu Fuyuan, Li Zhouquan

Abstract Three rumen fistulated Holstein calf with three months were used at the different proportions
in 3伊3 Latin square design袁and breed three diets. The composition diets with forage to concentrate ra鄄
tio袁玉尧70院30曰域尧60院40曰芋尧50院50 to study of the DM尧CP and NDF of degradation in rumen of the ini鄄
tial stage of weaning calf about of the triticale in high cold region within different composition diets. The
experiment results indicated that dietary forage to concentrate ratios of 60院40 the CP of degradation and
parameter in rumen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other groups diets(P< 0援05 )袁meanwhile袁the DM and NDF
of degradation and parameter in rumen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other groups diets(P<0援05).
Key words triticale；initial stage of weaning；degra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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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安装瘤胃永久性瘘管遥 手术后加强护理袁提高饲
料营养水平袁 每天每头肌肉注射青霉素 640万单位尧
链霉素 400万单位袁连续注射 7d袁伤口每天用 10豫的
碘酊消毒袁恢复 1个月开始进入试验期遥
1.2 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整个试验期的日粮由粗料和混合精料组成 ,粗料
为苜蓿干草,混合精料由玉米尧豆粕为主要成分,均为
定量供给遥其精料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1遥3 种试验日
粮精粗比分别为院玉组袁7030曰域组袁6040曰芋组袁
5050遥

表 1 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风干基础）

域组
40.00
35.00
8.50
3.50
2.50
6.00
0.25
0.46
0.40
0.29
3.00
11.53
14.56
0.71
0.45

项目
日粮组成渊%冤
苜蓿干草
玉米
豆粕
棉粕
葵粕
麸皮
石粉
磷酸氢钙
食盐
小苏打
预混料
营养水平
DE渊MJ/kg冤
CP渊%冤
Ca渊%冤
P渊%冤

玉组
30.00
40.00
10.00
4.50
3.00
8.00
0.35
0.40
0.40
0.35
3.00
11.95
15.41
0.69
0.41

芋组
50.00
30.00
6.50
3.00
2.00
4.00
0.25
0.70
0.40
0.15
3.00
11.10
13.68
0.74
0.47

注院1. 主要养分含量以 DM为基础袁CP尧Ca尧P为实测值袁DE为计算值遥
计算值取自中国饲料成分表 (1990)遥 其营养含量符合 NRC
(1989)[4]的营养要求遥

2. 预混料主要成分为 院VA尧VD3尧VE尧VK3尧VBl尧VB2尧VB3尧VB6尧
VB12尧VC尧叶酸尧烟酸尧抗氧化剂等遥

1.3 饲养管理

试验牛栓系饲养袁不运动袁单槽单独饲喂袁每天
8院00尧15院00和 20院00三次饲喂袁先精后粗袁自由饮水遥
每 3d刷拭牛体一次,并保持圈舍清洁尧干燥,注意牛胀
肚和拉稀等各种疾病的预防与治疗遥
1.4 试验设计

采用 3伊3完全拉丁方设计袁 分 3期进行袁 每期
13d袁其中预饲期 10d袁正试期 3d遥 拉丁方设计见表 2遥

表 2 试验拉丁方设计

试验 1期
试验 2期
试验 3期

7030
牛 1
牛 2
牛 3

6040
牛 2
牛 3
牛 1

5050
牛 3
牛 1
牛 2

日粮精尧粗料比例
项目

1.5 试验步骤及方法

1.5.1 尼龙袋的制备与样品的收集

选用上海产孔径为 30滋m 尼龙筛绢网袁 制成
10cm伊8cm尼龙袋袁袋的三边以细涤纶线作双道缝合袁
针孔用防水耐温胶密封遥袋底部尧两角呈圆形袁袋口用
尼龙绳扎紧遥称取被测样品渊小黑麦冤3g左右放入尼龙
袋中袁每个样品做一个平行样袁共 36个袋遥 分别将 2
个袋夹在 1根约 50cm长的半软性塑料管上袁 于第 11d
上午 8院00 借助 1根木棍将尼龙袋送入瘤胃腹囊处袁
管的另一端挂在瘘管盖上袁 每头牛瘤胃内放 6根管袁
12个袋样遥分别在放后 6尧12尧24尧36尧48尧72h 6个时间
点从每头牛胃中取出一根管袁立即用自来水冲洗尼龙
袋袁直至水清为止袁再将尼龙袋放入 65益烘箱内袁烘干
至恒重(约需 48h)遥
1.5.2 计算方法

样品成分降解率=[渊放入瘤胃前袋内的成分含
量-消化一定时间后残渣中成分含量冤/放入瘤胃前袋
内的成分含量]伊100%遥

将不同时间点的干物质(DM)尧粗蛋白(CP)和中性
洗涤纤维 (NDF)拟合曲线 = + 渊1-e-c冤渊椎rskov&Mc
Donald,1979冤[5]袁计算出 尧 尧 遥
式中院 要要要待测样品的瞬时降解率渊%冤曰

要要要饲料快速降解部分曰
要要要慢速降解部分曰
要要要b部分的降解速度渊%/h冤曰
要要要样品在瘤胃中的时间渊h冤遥

1.5.3 测定指标和方法

测定降解各时间点干物质渊DM冤尧粗蛋白(CP)和中
性洗涤纤维(NDF)遥 干物质(DM)测定采用饲料常规分
析法 [6]曰粗蛋白(CP)测定采用凯氏定氮法(GB6432-86
饲料粗蛋白质测定方法)曰中性洗涤纤维(NDF)测定采
用范氏(Van Soest)测定法遥
1.6 数据处理

数据的基本处理用 Excel渊2003冤软件进行袁最后
用 SAS软件进行拟合曲线和方差分析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日粮组成下小黑麦干物质在断奶初期奶公

犊瘤胃中的降解率渊见表 3冤
由表 3可知袁无论饲喂何种日粮袁小黑麦主要营

养物质在奶公犊瘤胃内的消失率随着饲料在瘤胃内

培养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遥培养时间越长袁消失率越大曰
培养时间越短袁消失率则越小遥同时可知袁当日粮精粗
比为 6040袁其 DM在瘤胃的消失率显著高于其它两

宋志强等：不同日粮组成下高寒地区小黑麦在断奶初期奶公犊瘤胃内动态降解的研究 饲 养 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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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日粮渊精粗比为 7030 和 5050冤渊P<0.05冤袁这说
明小黑麦在精粗比为 6040日粮中有较高的 DM瘤
胃降解率 遥

2.2 不同日粮下小黑麦粗蛋白渊CP冤在断奶初期奶公
犊瘤胃中的降解率渊见表 4冤

由表 4可知袁无论饲喂何种日粮袁小黑麦 CP在奶

表 3 不同日粮下小黑麦干物质在断奶初期奶公犊瘤胃中的降解率（%）
取样时间点渊h冤

玉组
域组
芋组

6
18.95依0.24
21.25依0.22a

19.34依0.21

12
24.46依0.15
26.54依0.26b

24.86依0.19

24
33.40依0.56
35.29依0.34c

33.86依0.36

36
40.15依0.47
42.07依0.64a

40.68依0.51

48
45.24依0.41
47.32依0.58c

45.84依0.42

72
51.97依0.29a
54.53依1.02b

52.73依0.76a

项目

注院同列渊行冤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曰未标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下表同遥

表 4 不同日粮下小黑麦粗蛋白在断奶初期奶公犊瘤胃中的降解率（%）
取样时间点渊h冤

玉组
域组
芋组

6
11.35依0.15c

9.58依0.20
10.23依0.14

12
17.30依0.20a

14.60依0.13
15.73依0.23

24
26.56依0.16b

22.53依0.15
24.30依0.17

36
33.17依0.36a

28.31依0.34
30.42依0.33

48
37.88依0.41b

32.52依0.31
34.80依0.28

72
43.64依0.21c

37.82依0.19a
40.16依0.17b

项目

公犊瘤胃内的消失率随着饲料在瘤胃内培养时间的变

化而变化遥培养时间越长袁消失率越大曰培养时间越短袁
消失率则越小遥 同时可知袁当日粮精粗比为 6040袁其
CP在瘤胃的消失率显著低于其它两种日粮渊精粗比为

7030和 5050冤渊P<0.05冤袁 这说明小黑麦在精粗比
为 6040日粮时有较低的 CP瘤胃降解率遥
2.3 不同日粮下小黑麦 NDF在断奶初期奶公犊瘤胃
中的降解率渊见表 5冤

表 5 不同日粮下小黑麦中性洗涤纤维在断奶初期奶公犊瘤胃中的降解率（%）
取样时间点渊h冤

玉组
域组
芋组

6
6.23依0.11
7.92依0.16a
6.54依0.15

12
11.13依0.13
13.88依0.17b
11.50依0.19

24
19.37依0.18
23.48依0.16c
19.79依0.24

36
25.91依0.22
30.66依0.21a
26.30依0.30

48
31.09依0.31
36.02依0.25b
31.41依0.24

72
38.45依0.27
43.00依0.26c
38.57依0.29

项目

由表 5可知袁无论饲喂何种日粮袁小黑麦 NDF在
奶公犊瘤胃内的消失率随着饲料在瘤胃内培养时间

的变化而变化遥培养时间越长袁消失率越大曰培养时间
越短袁消失率则越小遥 同时可知袁精粗比为 6040日
粮袁 其 NDF在瘤胃的消失率显著高于其它两种日粮

渊精粗比为 7030和 5050冤渊P<0.05冤遥 这说明小黑
麦在日粮精粗比为 6040 时有较高的 NDF 瘤胃降
解率遥
2.4 不同日粮下小黑麦在断奶初期奶公犊瘤胃的降

解参数渊见表 6冤
表 6 不同日粮下小黑麦在断奶初期奶公犊瘤胃的降解参数

取样时间点渊h冤
DM
玉组
域组
芋组
CP
玉组
域组
芋组
NDF
玉组
域组
芋组

a
12.604 5依0.704 6
15.239 1依0.902 3
12.995 2依0.804 6
4.309 5依0.257 9
3.699 3依0.264 8
3.728 2依0.210 3
0.729 7依0.014 2
1.026 0依0.020 1
0.939 3依0.013 4

b
48.250 6依1.243 6
50.103 0依1.145 8a
49.023 5依1.364 9
45.303 8依2.459 8b

40.101依3.2149a
42.105 4依1.089 4c

50.182 5依1.952 6
50.805 8依2.001 3a
49.113 1依2.014 6

c
0.023 5依0.001 4
0.021 3依0.004 2
0.023 1依0.001 6
0.028 2依0.003 4
0.026 4依0.001 8
0.028 0依0.002 0
0.019 4依0.001 1
0.024 3依0.002 3
0.020 1依0.001 2

a+b
60.856 0依1.948 2
65.342 1依2.048 1a
62.018 7依2.169 5
49.613 3依2.717 7a

43.800 3依3.461 7b
45.833 6依1.299 7c

50.912 2依1.966 8
52.031 8依2.021 4
50.052 4依2.028 0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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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6可以看出袁 饲喂不同精粗比饲料的日粮袁
小黑麦在断奶初期奶公犊瘤胃内 DM尧CP 和 NDF 的
降解参数各不相同遥 从 DM和 NDF降解参数可见院精
粗比为 6040日粮的 a值和 a+b显著高于精粗比为
7030和 5050的日粮渊P<0.05冤曰b值和 c值与其它
两组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从 CP降解参数可见院精粗
比为 6040 日粮的 b 值和 a+b 显著低于精粗比为
7030和 5050的日粮渊P<0.05冤曰a值和 c值与其它
两组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3 讨论与结论

尼龙袋内饲料的降解率反映奶牛瘤胃中的消化

生理试验情况袁它与消化率以及自由采食量有一定的
相关性(卢德勋等袁1991)[7]遥 本次试验所测得的数据较
有规律袁对曲线方程 = + 渊1-e-ct冤拟合程度较好遥 无
论饲喂何种日粮时袁通过不同时间点营养物质瘤胃降
解率 袁说明用曲线方程 = + 渊1-e-ct冤来计算小黑麦
在不同时间点的降解率准确度较高遥

试验结果表明院在瘤胃内袁当饲喂精粗比为 60
40日粮时袁其 CP的降解率明显低于精粗比为 7030
和 5050 的日粮,差异显著渊P<0.05冤曰其 b 值和 a+b
低于精粗比为 7030 和 5050的日粮袁 差异显著
渊P<0.05冤曰a 值和 c 值与其它两组差异不显著 渊P>
0.05冤遥 当饲喂精粗比为 6040 日粮时袁 其 DM 和
NDF 的降解率明显高于精粗比为 7030 和 5050

的日粮袁差异显著渊P<0.05冤曰其 a值和 a+b高于精粗比
为 7040和 5050的日粮袁差异显著渊P<0.05冤曰b值
和 c值与其它两组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CP瘤胃降解率的大小反映了饲料营养损失的多
少袁 而 DM和 NDF瘤胃降解率的大小反映了饲料消
化的难易程度遥就本试验来看袁精粗比为 6040的日
粮有利于小黑麦在断奶初期奶公犊瘤胃内的消化吸

收袁其营养价值利用最高袁有利于这个时期奶公犊的
快速育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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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强等：不同日粮组成下高寒地区小黑麦在断奶初期奶公犊瘤胃内动态降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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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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仔猪对疾病的感染率袁提高母猪生产力和
栏舍利用率袁渊14依2冤 日龄超早期隔离断奶(Segregated
Early weaning)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遥 但超早
期隔离断奶又会对仔猪产生心理尧环境和营养的应激
反应袁对血清总蛋白尧白蛋白尧球蛋白尧白球比尧血清尿
素氮和 IgG等生化指标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袁使仔猪
免疫能力尧营养代谢能力严重下降袁表现为腹泻尧呼吸
道疾病尧生长迟滞尧饲料氮沉积利用率低等渊Armstrong
等袁1980曰张振斌等袁2000曰吴金节等袁2000冤[1袁5袁6]遥 对此袁
国内外主要是通过日粮组成的改变袁 如添加抗生素尧
益生素尧寡糖尧小肽以及微生态制剂袁饲喂尧注射免疫
球蛋白 IgG等[7尧8]袁或温控以及其它小环境的控制来促
进早期断奶仔猪的氮的沉积和免疫能力的提高遥但这
会造成药物残留或者需要高额的投入袁 在国内养殖
场袁 特别是小型养殖场和农村散养户很难应用于实
践遥 因此袁找出低成本尧安全尧易行的营养模式调控仔
猪超早期断奶后的营养代谢和免疫能力具有重要的

意义遥 在本试验中袁液态饲料采用与干态饲料几乎相
同的配方和同等的生产成本袁省去了抗生素尧微生态
制剂尧IgG的添加或注射袁 直接饲喂超早期断奶仔猪袁
初步得出液态饲料对仔猪超早期断奶后的部分血清

生化指标的影响袁以及氮的沉积利用率和免疫能力的
影响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援1援1 试验动物

从云南省楚雄洲种猪场选择品种尧 胎次相近的
渊14依2冤 日龄断奶的撒坝仔猪 20头作为试验动物袁平
均体重渊2援63依0.15冤kg遥
1援1援2 试验日粮

基础日粮为玉米-全脂膨化大豆型日粮袁 试验组
和对照组日粮原料来源完全相同遥
1援1援3 日粮处理

试验日粮共分为 3 个阶段院淤14耀28 日龄袁对照
组饲喂基础粉状日粮袁 试验组饲喂相同饲料原料组
成尧相当营养水平的液态饲料曰于29耀45日龄袁所有试
验用仔猪均饲喂第 2阶段粉状日粮曰 盂46耀70日龄袁
所有试验仔猪均饲喂第 3阶段粉状日粮遥
1援1援3援1 第 1阶段粉状日粮渊对照组粉状日粮冤

玉米尧全脂膨化大豆经过 30min高温蒸汽破坏抗
营养因子及熟化淀粉后袁待冷却后与其它原料一起配
比进入饲粮中袁最终日粮调制成潮湿粉状遥
1援1援3援2 第 1阶段试验组日粮渊液态日粮冤

玉米尧全脂膨化大豆尧鱼粉均匀混合后在 87耀91益
下和水成混合成均一糊精袁破坏抗营养因子并熟化淀
粉[9]遥待冷却到室温后将其它原料混合均匀袁倒入糊精
中袁由搅拌机渊3 000r/min冤搅拌均匀袁最终日粮调制成
悬浮尧稳定尧均一的糊状袁水渊液态饲料溶剂冤与饲料原
料质量比为 31[2]遥

液 态 饲 料 对 超 早 期 断 奶 仔 猪 血 清 生 化 指 标 的 影 响

曹渝晖 李朕杰 戴志明 陈 强

曹渝晖，云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650201，云南昆明。
李朕杰（通讯作者）、戴志明，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

者。

陈强，云南农业大学动物营养与饲料重点实验室。

收稿日期：2006-01-13
绎 云南省农业厅 2003年重点资助项目

《饲料工业》·圆园园6年第 圆7卷第 7期

摘 要 为研究液态饲料对超早期断奶仔猪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试验选用平均体重为（2援63依
0.15）kg、（14依2）日龄的断奶仔猪（云南地方撒坝猪）20头，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 2组，进行 57d对
比试验。试验分为 3个阶段：14耀28日龄，对照组饲喂基础粉状日粮，试验组饲喂相同饲料原料组成、相
当营养水平的液态饲料；29耀45日龄，所有试验用仔猪均饲喂第 2阶段粉状日粮；46耀70日龄，所有试
验仔猪均饲喂第 3阶段粉状日粮。分别于 45日龄和 70日龄早 8：00空腹对所有试验仔猪前静脉采
血，测定血清生化指标。试验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液态饲料总体上使血清总蛋白、白蛋白、球蛋白

和 IgG含量显著升高，白球比、血清尿素氮显著降低。
关键词 液态饲料；超早期断奶仔猪；血清生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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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援1援3援3 第 2尧3阶段粉状日粮
对照组和试验组均饲喂相同的玉米-全脂膨化大

豆型基础日粮袁玉米尧全脂膨化大豆不再经过高温蒸
汽熟化而直接和其它原料均匀混合制成粉状饲料遥
1援1援4 供试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参照美国 NRC 渊1998冤3耀5kg尧5耀10kg 以及 15耀
20kg仔猪营养需要配制渊见表 1冤遥

表 1 试验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日粮组成渊%冤
玉米
膨化全脂大豆
乳清粉淤渊美国冤
SDPP淤渊中国冤
鱼粉淤渊秘鲁冤
甘蔗糖蜜
大豆油
CaHPO4
石粉
NaCl
胆碱
L-Lys
DL-Met
预混料盂

乳化剂榆
悬浮剂虞
营养水平
消化能(MJ/kg)
粗蛋白(%)
钙(%)
总磷(%)
有效磷(%)
盐(%)
赖氨酸(%)
苏氨酸(%)
色氨酸(%)
蛋氨酸(%)
粗蛋白实测值(%)
钙实测值(%)
总磷实测值(%)

第 1阶段愚

渊14耀28日龄冤
31.31
34.00
16.00
6.15
7.00
3.00
0
0.50
0.70
0
0.06
0.40
0.14
1.00
0.10
0.195
15.34
25.00
0.96
0.82
0.62
0.64
1.846
1.195
0.183
0.443
25.02
0.96
0.82

第 2阶段
渊29耀45日龄冤

49.21
36.00
5.00

0
6.91

0
0.79
0.63
0.46

0
0
0
0

1.00
0
0

14.24
22.00
0.72
0.67
0.41
0.72
1.326
1.179
0.294
0.387
21.18
0.75
0.67

第 3阶段
渊46耀70日龄冤

53.25
41.25

0
0

3.00
0
0

0.85
0.60
0.30

0
0
0

0.75
0
0

14.84
21.15
0.73
0.63
0.40
0.74
1.20
0.81
0.29
0.69
21.30
0.74
0.62

项目

注淤血浆蛋白粉(SDPP)含 CP 78%袁美国乳清粉含乳糖 80%袁秘鲁
鱼粉含 CP 58%曰

于日粮每千克含矿物质院Fe 100mg尧Cu 6mg尧Mn 4mg尧I 0.14mg尧Zn
100mg尧Se 0.3mg曰

盂每千克预混料含院Cu 20g尧Fe 8g尧Zn 14g尧Mn 5g尧I 22g尧Se 15g尧
Go 15尧VA 1 200kIU尧VD3 300kIU尧VE 3 000IU尧VK3 500mg尧VB1
300mg尧VB2 800mg尧VB6 200mg尧VB12 4mg尧烟酸 4 000mg尧叶酸
100mg尧泛酸 2200mg尧生物素 20mg曰

榆乳化剂为 3/10蔗糖脂肪酸脂+7/10大豆卵磷脂[5]曰
虞悬浮剂为黄原胶袁由云生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曰
愚液态饲料的溶剂为水袁其中加入防腐剂袁防腐剂组成为 1/3的
苯甲酸+2/3的丙酸袁用量为液态饲料成品总质量的 0.3%[10]遥

1援2 试验方法

1援2援1 试验设计

20头仔猪按体重尧遗传相近的原则随机设计袁分
成 2个处理组要要要试验组和对照组袁 每组 5个重复袁
每个重复 2头仔猪袁公母各半袁两两混合饲养渊表 2冤遥
不经过预试期直接进入正试饲养试验期袁饲养试验期
为 57d遥本试验分为 3个阶段院淤14耀28日龄曰于29耀45
日龄曰盂46耀70日龄遥 各阶段分别按照上述日粮的阶
段安排进行饲喂遥

表 2 试验分组及设计

项目
第 1阶段渊14耀28日龄冤
第 2阶段渊29耀45日龄冤
第 3阶段渊46耀70日龄冤

试验组渊10头冤
第 1阶段液态饲料
第 2阶段粉状饲料
第 3阶段粉状饲料

对照组渊10头冤
第 1阶段粉状饲料
第 2阶段粉状饲料
第 3阶段粉状饲料

1援2援2 试验仔猪的饲养管理

仔猪断奶以后袁转入通过严格消毒的云南省动物
营养与饲料重点实验室试验猪舍遥仔猪饲养于 99cm伊
82cm伊65cm的铁笼中袁铁笼距地面高 46cm袁每只笼子
2头仔猪遥 该仔猪由于为超早期断奶渊非常规冤袁饲养
管理不能按照常规的断奶仔猪饲养管理模式进行袁因
此给予仔猪特别的照顾与关心袁并做好相关的防疫工
作遥 第 1阶断袁仔猪日喂 6次袁断奶后头 3d限制饲喂
渊以 70%为宜冤袁 以后饲喂时应保持料槽中稍有余料遥
仔猪饮水采用自吸式水龙头袁 供给冷开水自由饮水遥
保持猪舍清洁卫生袁空气质量良好袁每 3d消毒一次遥
仔猪以红外灯取暖袁 温度在第 1 阶段保持为 渊27依
2冤益袁相对湿度为渊60依2冤%遥 在第 2阶段和第 3阶段袁
日饲喂 4次袁供给清洁自来水使其自由饮水袁关掉红
外灯袁温度保持在渊23依2冤益袁相对湿度为渊64依2冤%遥
1援2援3 采血

分别于 45 日龄和 70日龄早 6院00耀8院00 空腹对
所有试验仔猪前静脉采血 10ml袁 放入离心管后置于
冰盒内取回实验室袁在室温下倾斜放置 30min 后袁
3 500r/min离心 10min袁 分离血清袁 于-20益下保存备
用遥为了在试验过程中尽量减少超早期断奶仔猪的应
激袁本试验取消了第 1阶段对仔猪的采血遥
1援3 血清生化指标的测定

1.3.1 血清总蛋白尧白蛋白尧球蛋白尧白球比尧血清尿素氮
上述 5个指标在 70日龄采血后一并送到昆明医

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生化室测定遥
1.3.2 IgG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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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0日龄采血后一并送到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免疫室测定遥
1.3.3 数据分析

采用卡方独立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袁 并用
SPSS软件中的 T-test程序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遥
2 结果与分析

血清生化指标的测定结果见表 3袁液态饲料组血
清总蛋白尧白蛋白尧球蛋白尧IgG均比对照组有了一定
程度的提高袁白球比也有所降低遥
表 3 液态饲料对超早期断奶仔猪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项目
第 2阶段渊45日龄冤
血清总蛋白渊g/l冤
白蛋白渊g/l冤
球蛋白渊g/l冤
白球比
血清尿素氮渊mmol/l冤
IgG渊mg/dl冤
第 3阶段渊70日龄冤
血清总蛋白渊g/l冤
白蛋白渊g/l冤
球蛋白渊g/l冤
白球比
血清尿素氮渊mmol/l冤
IgG渊mg/dl冤

对照组

51.69依3.11b
37.36依0.38b
19.06依0.15b

1.96
5.44依0.32B

19.10依0.18B

61.5依0.31
46.6依0.28
13.7依0.37

3.2
6.8依0.19b

50.0依0.26b

试验组

60.43依1.45a
42.73依0.51a
24.98依0.47a

1.74
3.21依0.15A

26.81依0.34A

61.8依0.14
45.5依0.23
16.4依0.21

2.86
5.5依0.13a
61.1依0.11a

注院表中数据为 M依SD或 M袁同一行肩标字母小写者表示差异显著
渊P<0.05冤曰大写时为极显著渊P<0.01冤遥

2援1 液态饲料对超早期断奶仔猪血清总蛋白尧 白蛋
白尧球蛋白尧白球比的影响

从表 3可以看出袁在第 2阶段(45日龄)血清生化
指标中袁与对照组相比袁试验组血清总蛋白值得到提
高袁达到 116.91%(P<0.05)曰在白蛋白的结果中袁液态饲
料组比对照组提高了 14.37%( P<0.05)曰在免疫球蛋白
的测定结果中袁血清球蛋白的提高与总蛋白的提高趋
于一致袁但比总蛋白的提高幅度稍大袁液态饲料组与
对照组相比球蛋白含量增加了 31.06%袁差异显著渊P<
0.05冤曰 仔猪血液的免疫球蛋白含量增加使试验仔猪
免疫机能加强袁减少了仔猪发生腹泻及感染各种病症
的机会曰血清蛋白质系数试验组渊白球比冤小于对照
组遥 但是袁在第 3阶段中袁血清总蛋白尧球蛋白只是比
对照组略微提高袁分别为 0.49%尧19.71%曰白蛋白尧白
球比也是比对照组稍微降低袁分别为 2.36%尧10.63%袁
差异均不显著遥
2援2 液态饲料对 SEW仔猪血清尿素氮浓度影响

第 2阶段中袁试验组血清尿素氮浓度比对照组降

低了 40.99%袁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曰在第 3阶段袁降低
程度有所下降袁 只比对照降低了 19.12%渊P<0.05冤袁差
异显著遥 与第 2阶段相比袁降低幅度减少了 21.87%遥
2.3 液态饲料对超早期断奶仔猪血清 IgG指标的影响

表 3显示袁整个试验过程中袁该指标液态饲料组
比对照组均有所提高袁45 日龄时袁 比对照组提高了
40.37%袁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曰在 70 日龄时袁提高程
度稍有下降袁但差异也显著袁提高了 22.2%渊P<0.05冤遥
不难看出袁在第 3阶段渊70日龄冤时袁液态饲料组血清
生化指标仅 IgG有了显著提高袁其它变化均不显著遥
3 讨论

3.1 液态饲料对超早期断奶仔猪血清总蛋白尧 白蛋
白尧球蛋白尧白球比的影响

球蛋白是参与机体免疫机能的血清蛋白袁正常家
畜血清白蛋白和球蛋白含量会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袁血
清蛋白质系数(A/G)因血清白蛋白和球蛋白相对含量
的升降较大而发生明显变化遥 因此袁可以通过比值的
大小看出仔猪的健康状况遥 仔猪超早期断奶后袁胃肠
道细胞的生长尧酶的发育和淋巴系统将发生相当大的
变化遥在此阶段袁仔猪除维持动物本身的代谢需要外袁
还需要激活免疫系统袁使淋巴细胞转变为浆细胞来合
成免疫球蛋白袁 机体通过神经-内分泌途径使仔猪血
清总蛋白尧白蛋白尧球蛋白水平升高袁以便于增强能量
动员和体液免疫功能袁维持血清胶体渗透压[4]遥

本试验的研究结果表明袁第 2阶段时袁断奶仔猪
血清总蛋白尧白蛋白尧球蛋白水平试验组均比对照组
显著提高渊P<0.05冤袁试验组的白蛋白与球蛋白比值(血
清蛋白质系数)减小袁即球蛋白的含量升高遥 说明液态
饲料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仔猪血液中免疫球蛋白的

含量袁饲喂液态饲料对提高仔猪免疫功能起重要的作
用袁通过调节仔猪机体免疫功能而缓解早期断奶应激
是可行的遥在第 3阶段时袁这种提高幅度有所减弱袁这
可能是因为仔猪在此阶段仔猪自身合成抗体的能力

升高袁 体内和体外抑制细胞水平的免疫能力减弱袁所
以试验组和对照组差异的显著性有所降低遥

Grenshaw渊1986冤报道说袁2耀3 周龄人工饲喂的仔
猪体内合成抗体的能力与体内细胞水平免疫反应升

高的能力没有什么区别遥 而且袁即使这些日粮对于保
证仔猪生长的能力有较大改变袁简单或复杂的日粮都
不会影响免疫反应袁抗体水平免疫反应实际上并不是
由于蛋白质适度缺乏造成的遥这似乎与本试验中液态
饲料对于提高仔猪超早期断奶后的免疫能力有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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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相矛盾[8]遥
3.2 液态饲料对超早期断奶仔猪血清尿素氮的影响

对试验结果的分析指出院断奶后饲喂液态饲料明
显降低了血清中的血液尿素氮的水平袁提高了蛋白质
的生物学价值遥 在家畜的应激反应中袁其中枢神经系
统最终引起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和交感-肾上
腺轴的激活袁使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加袁促进蛋白质的
分解代谢袁造成尿素氮生成增多[7]遥通过本试验可以看
出袁第 2阶段时袁液态饲料使仔猪血清尿素氮下降与
对照组有极显著差异渊P<0.01冤曰到了第 3阶段降低幅
度减小袁说明液态饲料对断奶仔猪的后期影响会逐渐
变小遥研究血清尿素氮浓度可以较准确地反映动物体
内蛋白质代谢和氨基酸之间的平衡状况袁氨基酸平衡
良好时袁血清尿素氮浓度下降袁血清尿素氮浓度越低
则表明氮的利用效率越高渊Malmo1f等袁1988冤[3]遥
3.3 液态饲料对超早期断奶仔猪血清 IgG的影响

断奶仔猪受到病原性和非病原性免疫挑战袁免疫
系统激发对乳猪阶段生产性能产生严重影响遥 IgG是
记忆 B细胞引发的再次免疫反应的主要抗体袁是血液
中最丰富的免疫球蛋白遥 当 IgG与入侵的细菌结合
时袁它不仅激活了补体系统袁同时也激活了某些白细
胞并破坏了入侵者遥 IgG也是唯一可以穿过胎盘进入
体内的抗体袁所以超早期断奶仔猪在断奶前是靠母体
IgG抵御细菌尧病毒等外物入侵的[9]遥由结果分析可知袁
在整个饲养试验中袁液态饲料组仔猪血清中 IgG含量
均高于对照组袁 尤其是第 2阶段袁 差异极显著 渊P<
0.01冤渊第一阶段没有采血冤遥 这说明袁液态饲料在早期
应用阶段对超早期断奶仔猪的免疫系统的建立有很

好的促进作用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母乳 IgG来源
的供应缺失遥 在第 3阶段所测到的 IgG含量袁试验组
比对照组提高的幅度有所下降袁但是袁所有仔猪血清
IgG含量均极显著高于第 2阶段遥这表明袁随着仔猪日
龄的增长袁 其自身免疫系统已经逐步得到了完善袁前
期液态饲料的影响也逐渐变小曰同时袁由于仔猪自身
免疫系统的建立袁仔猪对各种病菌的抵抗能力也逐渐
趋于成熟遥液态饲料对仔猪免疫能力的促进作用还表
现在促进蛋白质的沉积合成遥 总之袁液态饲料中蛋白
质尧氨基酸代谢对超早期断奶仔猪免疫机制有很大提
高袁 这可能与氨基酸对染色体特定部位基因的活性尧
RNA合成过程尧多糖体的稳定性的影响有关[7]遥
4 结论

4.1 液态饲料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仔猪血液中免疫

球蛋白的含量袁饲喂液态饲料对提高仔猪免疫功能起
重要的作用袁通过调节仔猪机体免疫功能而缓解早期
断奶应激是可行的遥
4援2 液态饲料可以显著增加超早期断奶仔猪的氮的

沉积和蛋白质的利用率袁 提高了蛋白质的生物学价
值袁但是这种作用在停止饲喂液态饲料后逐渐变小遥
4援3 液态饲料中的蛋白质尧 氨基酸代谢对超早期断
奶仔猪免疫机能有很大提高袁可以极显著提高仔猪血
清 IgG含量袁在以后阶段渊停止饲喂液态饲料后冤仍对
血清中 IgG含量有显著促进作用遥 总之袁液态饲料有
助于仔猪超早期断奶后的免疫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袁减
少仔猪腹泻等疾病遥

总而言之袁在我国袁液态饲料可以作为一种新型尧
安全尧低成本的饲料在超早期断奶仔猪生产中加以推
广应用袁同时袁也为仔猪超早期断奶技术在我国养猪
业中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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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袁国内玉米及饼粕类等原料价格上涨袁而棕榈
粕却具有价格低和资源丰富的优势袁 但由于其粗纤维
含量高且存在一些抗营养因子而限制它在畜禽饲料中

的应用遥本研究以产蛋鸡及其日粮为研究对象袁将棕榈
粕的能量尧粗蛋白质尧氨基酸组成与玉米尧蛋白类原料
营养成分综合考虑袁设计产蛋鸡的日粮配方遥同时为降
低棕榈粕中抗营养因子的不良影响袁 拟在日粮中添加
和美效素袁探讨其在蛋鸡日粮中的适宜添加量袁从而拓
宽棕榈粕在饲料中的应用范围袁降低饲料成本袁为企业
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袁增加经济效益遥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动物及处理

选择体况良好袁产蛋均匀的伊莎褐蛋鸡 400只袁随
机分为 5个处理组袁每组 4个重复袁每重复 20只袁随机
安排采食相应的日粮遥试验期间安排专人负责饲养袁每
天光照恒定 16h袁自然通风袁自由采食饮水袁保持栏舍
清洁卫生遥 每天下午 3点各捡蛋一次袁 记录各栏产蛋
数尧蛋重尧破蛋数袁每周结束时称料一次遥
1.2 试验阶段

选择产蛋率均匀的鸡群袁 调至各栏产蛋率基本一
致时开始试验袁正式试验期为 8周袁试验自 2004年 6
月 30日至 2004年 8月 24日在唐人神集团生态农业
蛋鸡场进行遥
1.3 试验设计

共设 5个处理组袁A为空白对照组袁B处理组添加
6%棕榈粕袁C处理组添加 10%棕榈粕袁D处理组是在 B

处理组的基础上添加 0.05%和美效素袁E处理是在 C
处理组的基础上添加 0.05%和美效素遥每个处理组设 4
个重复袁共 20个重复渊栏冤遥 试验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见表 1遥

表 1 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项目
原料
玉米渊%冤
豆粕渊%冤
石粉渊%冤
棕榈粕渊%冤
磷酸氢钙渊%冤
预混料渊%冤
油脂渊%冤
食盐渊%冤
赖氨酸渊%冤
固体蛋氨酸渊%冤
合计渊%冤
和美效素渊%冤
成本渊元/t冤
营养水平
ME(MJ/kg)
CP(%)
Lys(%)
Met(%)
M+C(%)
Ca(%)
AP(%)
TP(%)
NaCl渊%冤

A
61.84
27.40
7.22

0
1.36
1.00
0.89
0.30

0
0

100
0

2 084
11.3
16.8
0.80
0.40
0.68
3.40
0.35
0.55
0.32

B
55.59
26.27
7.20
6.00
1.38
1.00
2.24
0.30
0.021

0
100

0
2 071
11.3
16.8
0.80
0.40
0.67
3.40
0.35
0.55
0.33

C
51.43
25.53
7.19
10.00
1.39
1.00
3.13
0.30
0.035
0.001
100

0
2 062
11.3
16.8
0.80
0.40
0.67
3.40
0.35
0.56
0.33

D
55.59
26.27
7.20
6.00
1.38
1.00
2.24
0.30
0.021

0
100
0.05

2 106
11.3
16.8
0.80
0.40
0.67
3.40
0.35
0.55
0.33

E
51.43
25.53
7.19
10.00
1.39
1.00
3.13
0.30
0.035
0.001
100
0.05

2 097
11.3
16.8
0.80
0.40
0.67
3.40
0.35
0.56
0.33

注院和美效素有效成分为 茁-甘露聚糖酶遥

1.4 考察指标

淤产蛋率院记录每天产蛋数袁以周为单位计算平均
产蛋率曰

于个蛋重院记录每天蛋重袁以周为单位计算平均个
蛋重曰

盂采食量院以周为单位袁计算平均只采食量曰
榆料蛋比院根据采食量和蛋重袁计算料蛋比曰
虞破损率院以每周为单位袁计算平均蛋破损率曰

棕 榈 粕 在 蛋 鸡 日 粮 中 的 应 用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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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日蛋重:以周为单位袁计算每天的平均蛋重遥
2 统计分析

运用 SPSS10.0软件对考察指标进行方差分析和
多重比较遥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产性能

经过 8 周的饲养试验袁对料蛋比尧破畸率尧个蛋
重尧日蛋重尧产蛋率等指标进行了统计分析渊见表 2冤遥

产蛋率渊%冤
个蛋重渊g冤
料蛋比
破畸率渊%冤
日采食渊g冤

6豫
74.0
57.5
2.02
1.58
85.9

10豫
73.6
57.7
1.96
1.06
83.3

未添加
74.3
57.9
1.92
1.23
82.8

添加
73.2
57.2
2.06
1.41
86.3

标准误
1.615
0.395
0.041
0.175
1.746

比例
0.864
0.752
0.318
0.058
0.313

和美效素
0.624
0.245
0.036
0.482
0.185

互作
0.650
0.722
0.000
0.453
0.000

棕榈粕比例

表 3 棕榈粕及和美效素对全期各生产性能指标的影响

和美效素 P值
指标

添加组以外袁个蛋重尧料蛋比尧破畸率均优于后者袁但各
指标差异均不显著渊P约0.05冤曰未添加和美效素的产蛋
率尧个蛋重尧料蛋比尧破畸率各指标均优于添加组袁且料
蛋比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曰添加棕榈粕及和美效素对料
蛋比和日采食量存在交互效应渊P约0.05冤遥
3.3 经济效益分析渊见表 4冤

表 4 各处理经济效益分析

A
B
C
D
E

日粮成本
渊元/t冤
2 084
2 071
2 062
2 106
2 097

2.16
1.80
2.05
2.25
1.88

单位蛋重成本
渊元/kg冤

4.50
3.73
4.23
4.74
3.94

相对成本
渊元/kg冤

-
引0.77
引0.27
尹0.24
引0.56

相对经济效益
渊豫冤

-
尹17.19
尹6.09
引5.27
尹12.42

处理组 料蛋比

注院相对成本及相对经济效益以 A为基础袁B尧C尧D尧E分别与之比较袁
野尹冶表示上升袁野引冶表示下降遥

可见袁处理 B尧C尧E组的经济效益较对照 A组都有
所提高袁B组的经济效益最好袁E组日粮虽成本较高袁
但其料蛋比较低袁经济效益比对照提高 12.42豫遥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谢俊玲等渊2003冤研究表明袁在蛋鸡日粮中添加棕
榈粕替代玉米的量在 5%~7%遥 不仅无任何毒副作用袁
反而能提高个蛋重袁增强蛋壳质量袁改善蛋的品质遥

而影响棕榈粕使用不仅是粗纤维含量高的原因袁
更主要的原因是棕榈粕中含有大量抗营养因子 茁-甘
露聚糖遥如果能去除其抗营养因子袁就可充分发挥出它
的营养价值及价廉优势渊姜懋武等袁2000冤遥

在本次试验中袁添加棕榈粕的 4个试验组的产蛋
率和个蛋重较对照组都有所改善遥其中 10豫棕榈粕组
渊不加和美效素冤和 6豫棕榈粕组渊不加和美效素冤产蛋

谢正军等：棕榈粕在蛋鸡日粮中的应用研究 饲 养 试 验

由表 2可见院全期料蛋比 B组和 E组极显著地低
于 A组和 D组 渊P约0.01冤袁 其中 B组显著地低于 C组
渊P约0.05冤袁E组显著地低于 A组 渊P约0.05冤袁C组显著地
低于 D组渊P约0.05冤遥 日采食量处理 D尧C尧A组显著地高
于 B组和 E组渊P约0.01冤遥

产蛋率和个蛋重也呈现同样的趋势院C跃B跃D跃E跃
A袁各试验组较对照 A组都有所提高袁C组和 B组较明
显地好于对照 A组袁C组和 B组的破畸率也较低袁B组
的料蛋比最低袁E组的破畸率和料蛋比都较低袁D组的

破畸率和料蛋比都最高遥所以从综合生产性能来看袁处
理 C组和 B组较好袁有优于其它各处理的趋势曰处理 E
组在料蛋比和破畸率方面有一定优势遥

另外袁因为本次试验在高温季节进行袁试鸡因热应
激出现死亡袁导致各处理试鸡数量不等袁故日蛋重不能
真实地反应各处理的差别袁没有进行讨论分析遥
3.2 棕榈粕及和美效素对全期各生产性能指标的影

响渊见表 3冤
由表 3可见院添加 10豫棕榈粕除产蛋率略低于 6豫

表 2 全期试鸡生产性能

破畸率渊%冤
1.44依0.22
1.40依0.22
1.07依0.18
1.77依0.39
1.06依0.11

0.257

个蛋重渊g冤
56.8依0.42
57.7依0.13
58.1依0.88
57.3依0.53
57.2依0.42

0.466

日蛋重渊g冤
5933依207
6425依191
6628依204
6161依235
6333依231

0.246

产蛋率渊%冤
71.8依1.16
74.0依1.87
74.7依2.81
73.9依2.17
72.5依2.18

0.855

日采食[g/渊只窑d冤]
87.7依1.05A
77.0依2.37B
88.6依2.43A

94.7依2.77A

77.9依2.33B
0.000

处理组
A
B
C
D
E

P值

料蛋比
2.16依0.07Bcd
1.80依0.01Aa
2.05依0.04bc

2.25依0.10Bd
1.88依0.03Aab

0.000
注院肩标字母相同者差异不显著渊P0跃.05冤曰字母不同者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曰字母完全不同者差异极显著渊P约0.0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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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4.04豫和 3.06豫袁 个蛋重分别比
对照提高 2.29豫和 1.58豫袁 经济效益分别比对照组提
高 6.09豫和 17.19豫曰两者的料蛋比及破畸率较对照组
也有所改善袁其中 6豫棕榈粕组的料蛋比改善很显著遥

添加 10豫棕榈粕组除产蛋率略低于 6豫添加组以
外袁个蛋重尧料蛋比尧破畸率均优于后者遥所以袁综合考
虑认为袁在产蛋高峰期蛋鸡日粮中棕榈粕的适宜添加
量为 6%耀10豫遥

添加和美效素的产蛋率尧个蛋重尧料蛋比尧破畸率

各指标相对于未添加组没有改善遥 但 10豫棕榈粕组添
加和美效素的料蛋比和破畸率都较低袁 较对照组有所
改善袁且经济效益比对照组提高 12.42豫遥
4.2 结论

在产蛋高峰期蛋鸡日粮中棕榈粕的适宜添加量为

6%耀10豫袁可改善蛋鸡的产蛋率尧个蛋重尧料蛋比尧破畸
率袁提高经济效益遥

在 10豫棕榈粕日粮中添加和美效素可改善蛋鸡的
料蛋比尧破畸率以及提高经济效益遥

谢正军等：棕榈粕在蛋鸡日粮中的应用研究

2 0 0 6北 京 国 际 奶 牛 饲 养 技 术 研 讨 会
窑广 告窑

主办单位：北京市奶业协会 上海奶业行业协会 达农威生物发酵工程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会议主题：2006北京国际奶牛饲养技术研讨会
报到时间：2006年 4月 6日报到
会议时间：2006年 4月 7日~ 4月 9日
会议地点：北京友谊宾馆会议楼学术报告厅

参会人员：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奶业协会的领导、各奶牛场的主要管理和技术负责人、奶牛饲料企业技术经理、奶业集团(公司)、乳品厂
的分管领导、技术人员以及部分院校的科研人员。

会议内容:为了适应我国奶牛养殖业蓬勃发展的需要，帮助广大奶牛养殖场（户）提高饲养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迎合广大企业管理者
和技术人员渴望接受新概念、新知识和学习实用型新技术的需求，北京奶业协会、上海奶业协会与美国达农威公司决定於 2006年 4月 7
日~9日在北京共同举办《2006北京国际奶牛饲养技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将针对制约我国奶牛生产发展的突出问题：譬如高产奶牛畜
群的饲养管理、TMR饲养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热应激条件下的营养管理措施和牛场饲养管理应变策略以及如何提高饲料的转换效率等
这些奶牛养殖者普遍关心的热点话题，邀请到在国际奶牛养殖业享有盛誉的权威人士和著名的专家学者 Mike Hutjens、James Linn, Pierre
Cronje, Jim Quigley, Bill Slack和国内专家等作专题报告，并通过论坛的形式进一步交流经验和当面解答与会代表在奶牛生产实践中所遇
到的各种问题。本次研讨会将是国内奶牛界近年来最高水平的一次技术交流盛会，亦是借鉴国际间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向高水平看齐的

一次难得机遇。我们诚邀国内奶牛养殖业及其相关行业的人士和朋友们届时莅临会场，大家共同努力确保本次会议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现将本次会议报告内容通知如下：

绎演讲题目：“高产奶牛的饲养管理技术”
主讲人：Mike Hutjens 博士。美国伊利诺斯州大学教授，国际著名奶牛应用技术专家，美国奶牛科学协会现任主席。
绎演讲题目：“TMR中营养配置和调控技术的应用”
主讲人：James Linn 博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国际著名奶牛营养专家。本届 NRC奶牛营养需要标准的编写人之一。
绎演讲题目：“热应激条件下奶牛的饲养管理新技术”
主讲人：Pierre Cronje 博士。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教授，国际著名奶牛专家
绎演讲题目：“瘤胃调控与奶牛饲养”
主讲人：Jim Quigley博士 国际著名奶牛专家，美国达农威公司技术总裁

绎演讲题目：“牧场饲养管理应变策略暨如何提高饲料利用效率”
主讲人：Bill Slack 加拿大著名牧场管理专家，达农威中国公司牧业服务总监。
绎演讲题目：《全球奶牛养殖业发展现状简介》
主讲人：Mark Kujawa博士，美国达农威公司全球技术服务高级副总裁。
绎演讲题目：《内毒素对畜群健康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主讲人：齐长明博士，国内著名兽医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其他有关的事宜

音会务费的收取标准：本次会议收取的会务费为人民币 800元/人（包含会议资料费、礼品和每人三天的用餐费用）。与会人员的住宿可有
会务组统一安排。如果需要请会务组安排住宿，请在参会回执中写明。

音会议联系人及电话：
北京市奶业协会：胡慧 康培勇 霍光

电话：010-64019112 64015912 传真：010-64019112
E-mail:bjnyxh@sohu.com
上海市奶业协会：王光文、冯庆风 电话：021-56033018；021-56033018（转）
达农威公司：李慧英、王丹培 电话：0755-83593001，13701076378
E-mail : dvchina@diamondv.com.cn

饲 养 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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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证实袁反刍动物与瘤胃微生物群落之间存在
着互利互惠的关系袁反刍动物采食的植物性原料被瘤
胃微生物消化和发酵生成短链脂肪酸等其它营养物

质被氧化吸收遥微生物提供给宿主用于维护细胞生长
繁殖的不仅有能量尧蛋白质尧还有维生素和其它必需
养分遥 同时袁宿主体内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微生物大量
生存提供了条件遥
1 瘤胃微生态种群概述

瘤胃微生态种群是由高浓度的细菌尧 古细菌尧纤
毛原虫尧厌氧真菌和噬菌体构成的复杂体系遥 瘤胃内
细菌为专性厌氧菌袁密度可达 1011个/ml袁且分离出的
细菌中有 40%袁 甚至更多菌种具有蛋白水解酶活性
渊Broderick等袁1991冤遥 大多数细菌蛋白酶存在于细胞
表面渊Kopecny 和 Wallace,1982冤袁只有 10%左右的蛋
白水解酶活性在细胞外游离渊Broderick等袁1998冤遥 瘤
胃栖居的大多数古细菌 渊占瘤胃微生物 0.5%耀3%冤为

产甲烷菌袁且体外培养得到 3个亲缘关系相对较远的
家族渊甲烷杆菌属尧甲烷微菌属和甲烷盘菌属冤遥 在牛
和山羊中甲烷杆菌属占绝大多数袁而在绵羊则甲烷微
菌属占多数遥原虫袁特别是纤毛虫袁是瘤胃中数目较庞
大的渊104耀106个/ml冤微生物袁在羊瘤胃中袁纤毛虫几乎
均属于菌毛虫科渊壶菌目冤或头毛虫科渊内毛虫目冤袁头
毛虫科原虫是瘤胃内主要纤毛虫袁已明确的超过 100
个属袁且它们可捕食瘤胃细菌和其它原虫遥 壶菌属真
菌是专性厌氧袁腐生吸收营养的肠道菌群袁孢子密度
达 103耀105个/ml袁 它们只栖居于草食动物的消化道袁
最先在瘤胃中发现袁但常与鞭毛虫混淆袁它们具有运
动能力的游动孢子附着在新摄入的植物原料上袁然后
包囊发芽袁通过植物原料长出假根并分枝袁吸取生长
所需的养分遥 噬菌体大量存在于瘤胃中袁微粒密度达
107耀109个/ml袁可溶解其宿主菌袁是瘤胃内蛋白质循环
的一部分袁被认为是降低饲料原料利用率的过程遥 然
而袁噬菌体存在对微生态系统不全是有害的袁而且关
于噬菌体可以维持微生态的平衡和限制瘤胃内养分

循环的说法一直存在争论渊Swain等袁1996冤遥
瘤胃内微生物之间存在着竞争与非竞争的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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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瘤胃微生物如细菌、原虫以及纤毛虫等的研究一直是反刍动物研究的重要方面。它们不仅

可以对饲料纤维、淀粉进行降解，日粮蛋白质也是它们的发酵底物之一，此外，内源性的含氮物质和日粮

中添加的氮源物质都可被它们代谢利用。在瘤胃微生物产生的各种降解酶的作用下，饲料养分被逐级降

解进行转化，但它们的作用机理及相互作用尚不完全清楚，一直是反刍动物营养研究的重点。为此，文章

对瘤胃微生物对宿主动物氮源物质的作用及其需求作一介绍，以便为深入研究作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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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 modulation of ruminal microorganisms to host nitrogen source
Bi Jinming

Abstract Ruminal microbes, such as bacteria, protozoan and infusorians, have been always the key as鄄
pects of the research of ruminant. They can make use of dietary fiber, starch and protein through
degradation. Moreover, endogenous nitrogen source and additional nitrogen source are utilized by them.
In rumen, nutrient is digested gradually by some enzymes secreted by ruminal microbes. But the mecha鄄
nism and relationship among them have not been revealed. Meanwhile it ha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missions of ruminats nutrition research. So this review introduced the effect of ruminal microbes on and
mechanism, so as to provide more material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future.
Key words ruminal microbes曰microbial protein曰peptide曰protein曰15N labeling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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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毛虫与细菌之间尧原虫与真菌之间捕食与被捕食的
关系就是一个典型范例袁其中瘤胃微生物互作研究最
清楚的例子就是发酵过程中的电子传递袁通常由产甲
烷菌生成氢分子袁并由产乙酸菌将其氢氧化遥当然袁从
热力学角度讲袁这种氢原子在细菌间的传递是不利的
耗能过程遥 另有研究报道袁氢在纤毛虫与产甲烷菌间
的代谢过程也是两者再生的一个显著特征遥
2 瘤胃内微生物种群对氮源物质的转化利用过程

2.1 瘤胃内含氮类物质的转化途径

反刍动物摄入的日粮蛋白袁一部分在瘤胃中被瘤
胃降解袁降解蛋白渊RDP冤被用于合成瘤胃微生物蛋白
渊MCP冤袁瘤胃非降解蛋白渊RUP冤和瘤胃 MCP 进入小
肠袁组成小肠蛋白遥同时袁内源性尿素也可在瘤胃微生

物的作用下循环利用遥反刍动物瘤胃内氮源物质的转
化主要包括以下途径院淤蛋白质在细菌尧原虫和真菌
蛋白酶的作用下水解曰于微生物对肽的摄取曰盂肽的
水解曰榆氨基化作用和脱氨基作用曰虞蛋白质合成曰愚
微生物对氨的同化和排泄作用以及对氨基酸和氨的

平衡作用曰舆MCP和 RUP向瘤胃外流动曰余瘤胃液游
离肽和氨基酸向瘤胃外流动曰俞瘤胃液氨肽氮向瘤胃
外流曰逾经瘤胃壁吸收氨肽氮曰輥輯訛内源尿素的瘤胃壁
重吸收曰輥輰訛向微生物细胞外排出含氮物质和微生物细
胞的自溶曰輥輱訛原虫吞食蛋白颗粒渊卢德勋袁2004冤遥由此
可见袁瘤胃微生物在氮源物质转化利用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的中心调控作用渊见图 1冤遥
2.2 瘤胃微生物对蛋白质尧氨基酸渊AA冤的作用

瘤胃细菌尧原虫和真菌均能通过分泌各种蛋白酶尧
肽酶和脱氨酶来分解日粮蛋白质袁 其中细菌起主导作
用遥 蛋白质降解释放的肽尧AA和氨为微生物生长提供
营养物质袁一些 AA和肽被结合为 MCP遥如果蛋白质的
降解速率超过微生物利用 AA和肽合成自身蛋白的速
率袁 肽和 AA的分解过程就会导致瘤胃中氨的浓度过
高袁 没有被微生物利用的肽和 AA逃逸了微生物的降
解过程袁从而成为可被动物直接吸收的 AA来源遥

瘤胃中主要的蛋白分解菌有栖瘤胃拟杆菌尧溶纤
维丁酸弧菌尧芽孢梭杆菌尧真杆菌尧新月形单胞菌尧牛

链球菌尧梭杆菌尧嗜淀粉瘤胃杆菌等渊Hazlewood 等袁
1983冤袁 它们分解的蛋白酶中占优势的酶类有半胱氨
酸蛋白酶尧丝氨酸蛋白酶和金属蛋白酶袁且细菌蛋白
酶的特性表现为混合型遥瘤胃细菌种群之间的各种酶
活性虽有所不同袁但它们的相互协同尧补充作用使其
具备了综合性效应袁如牛链球菌的高活性氨基肽酶补
充了新月形单胞菌的低活性肽链内切酶渊Wallace,
1991冤遥 瘤胃细菌降解蛋白首先是将可溶性蛋白吸附
在细菌表面渊Nugent 和 Mangan袁1981冤或是将细菌吸
附到不溶性蛋白质上渊Broderick 等袁1991冤袁然后由细

脱落的上皮细胞 饲料 唾液

潜在的可降解的蛋白质

黏蛋白

NPN 内源尿素

肽尧AA肽

肽

蛋白质蛋白质
氨基酸

NH 氨态氮

吸收

氨肽氮AA尧肽瘤胃微生物细胞MCP过瘤胃蛋白

图 1 反刍动物瘤胃内含氮物质的转化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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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表面的蛋白酶发挥其降解作用遥在细菌摄取小肽和
游离氨基酸渊FAA冤后袁细胞内将出现以下 5个明显的
过程院淤小肽被分解为 AA曰于利用 FAA合成 MCP曰盂
将 FAA 分解为氨和碳架渊即脱氨作用冤曰榆利用氨合
成 AA曰虞氨向细胞外扩散渊Broderick等袁1998冤遥另外袁
人们对 AA脱氨基作用的细菌研究发现袁瘤胃中含有
两类具有脱氨基活性的细菌院一类是由数量庞大而脱
氨基活性较低的细菌组成袁 如栖瘤胃普雷沃氏菌曰另
一类是由数量较少但脱氨基活性较高的细菌组成遥
Wallace渊1996冤发现瘤胃中 AA的脱氨基作用是由这
两类菌共同作用下完成的遥

原虫和细菌在蛋白质代谢方面不同遥 首先袁它们
的摄取行为不同遥原虫吞食颗粒状物质渊如细菌尧真菌
和小颗粒饲料等冤 而不是与饲料一起形成混合物袁细
菌是原虫吞食的主要蛋白曰同时袁原虫降解不溶性蛋
白渊如大豆粕尧鱼粉等冤的活性比降解可溶性蛋白渊如
酪蛋白冤更强渊Jounay 和 Ushida袁1999冤曰此外袁原虫具
有明显的似胰蛋白酶活性渊Forsburg等袁1984冤袁并且蛋
白分解酶活性高于细菌渊Nolan,1993冤遥其次袁尽管原虫
与细菌都具有脱氨基酶活性袁但是原虫对 AA的脱氨
基活性同样高于细菌袁 大约是细菌的 3倍 渊Hino等袁
1985冤袁因此袁在去瘤胃原虫的情况下袁瘤胃液的脱氨
基活性大大降低渊Wallace,1987冤袁最后袁原虫不能利用
氨合成 AA遥 研究发现袁原虫分泌的小肽和 AA占原虫
摄食蛋白总量的 50% 渊Jounay 和 Ushida袁1999冤袁且
65%甚至更多的原虫在瘤胃中被循环利用渊Punia等袁
1992冤遥瘤胃真菌具有细胞外金属蛋白酶活性袁但由于
它们在瘤胃食糜中的含量很低渊103耀104个/ml冤袁活性
较低袁在瘤胃降解蛋白过程中常可忽略遥
2.3 瘤胃微生物对肽类的作用

瘤胃纤毛虫对二肽的分解比较活跃袁而细菌对除
二肽外的肽类物质的分解起主要作用遥Wallace渊1996冤
证实袁具有很高二肽酶活性的瘤胃细菌主要有栖瘤胃
拟杆菌尧产琥珀酸纤维分解菌尧多对毛螺菌和埃氏巨
形球菌遥大多数瘤胃经过栖瘤胃拟杆菌分泌的二肽酶
作用袁 从多肽的氮端释放二肽或三肽而不是 FAA袁而
当牛链球菌占优势时袁由于其分泌的亮氨酸氨基肽酶
的作用袁多肽可直接产生 AA遥纤毛原虫在二肽吸收方
面也很重要袁当底物为 2-丙氨酸和 2-赖氨酸时袁纤毛
原虫分别为细菌的 2.5倍和 1.8倍遥但是总体而言袁肽
在瘤胃中的分解利用速率要比 AA慢遥 研究证实袁肽
降解为 AA的速率受肽的大小尧 肽的 AA组成尧AA序
列尧AA的亲水性尧 酸碱性和氮末端结构等因素的影
响遥 欧宇渊2003冤的研究表明袁从氮端起的第一位 AA

残基是脯氨酸袁又有疏水性 AA结构的小肽或两种结
构特点居其一的小肽袁具有抗瘤胃降解的特性遥 并有
研究发现袁C-末端脯氨酸二肽是 N-末端脯氨酸二肽
降解速率的 2倍遥 在微生物对肽作用的同时袁肽类对
微生物的代谢也有影响遥 Jones 等渊1998冤研究显示院
DM 和 CP的消化率以及 MCP 的产量随肽替代量的
增加呈二次曲线变化袁 最大值均出现在肽添加量为
10%的水平袁纤维的消化随肽添加量的增加呈线性下
降趋势袁当肽添加量超过总氮量 10%时袁瘤胃氨肽氮
浓度下降袁造成 MCP产量和纤维消化率下降遥
2.4 瘤胃微生物对氮源底物的需求

肽尧AA和氨是瘤胃细菌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袁但
瘤胃原虫不能利用氨作为底物遥 15N标记的氮源研究
表明袁有 18%耀100%的微生物氮来自于氨渊Slater 等袁
1979冤遥 Nolan(1975)用同样的方法研究发现院50%或更
多的微生物氮来源于氨袁其余来源于肽和 AA遥 但是袁
当用肽或 AA作为唯一或主要氮源来替代氨或尿素
时袁微生物的生长速率增加渊Griswold等袁1996冤遥另外袁
Maeng和 Baldwin 渊1976冤 报道袁 添加 75%尿素+25%
AA-N时袁 微生物的产量和生长速率比添加 100%尿
素时增加袁同时瘤胃内不同细菌种类对氮源的优先利
用权也不同遥 以 14C-AA和肽为添加物进行的研究表
明袁牛链球菌尧新月单胞菌尧产琥珀酸丝状杆菌和解脂
厌氧弧菌优先利用 FAA袁仅有栖瘤胃普雷沃氏菌优先
利用肽来合成 MCP遥 在其它一些试验中发现袁被细菌
优先利用的是 AA而不是肽袁其原因可能与特定饲粮
条件下栖瘤胃普雷沃氏菌的数量少有关遥 虽然肽尧AA
和氨都能单独作为瘤胃混合微生物提供氮源袁但要达
到整个区系具有最大的生长速度袁却需要三者的混合
物遥 Hoover渊1991冤发现在 3种氮源的混合物中整个菌
落的生长率达到最高值遥
3 结语

日粮蛋白质尧 内源蛋白质及其它氮源在瘤胃细
菌尧 原虫和真菌等微生物的协同作用下被降解利用遥
同时袁瘤胃微生物对蛋白质的类型尧结构袁肽类的特性
以及蛋白质尧肽尧氨之间的选择都存在其偏爱性袁其作
用机理所受的限制因素很多遥 因此袁目前对其机理尚
不能清楚地阐明袁但可以肯定的是袁瘤胃微生物对瘤
胃液中氮源物质的代谢调节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遥
瘤胃微生物的研究袁 将充实反刍动物蛋白质营养研
究袁为 AA营养模型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坚实的基础遥

（参考文献 22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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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犊牛代乳料研究的不断深入袁大豆蛋白作为
优质的蛋白原料在犊牛代乳料中的应用成为人们研

究的焦点遥 但是由于犊牛独特的消化生理特征袁其消
化吸收机能尚不完善袁对非乳源性营养物质消化吸收
较差曰并且由于大豆本身的营养缺陷袁其含有的多种
抗营养因子对犊牛胃肠道形态和功能产生广泛的不

良影响袁这些因素限制了大豆蛋白在犊牛代乳料中推
广应用遥
1 大豆蛋白的来源及应用现状

由于大豆蛋白与全乳以及乳源性蛋白相比袁具有
来源广尧价格低的优势袁在国外已经广泛应用于仔畜
代乳料中袁 美国大多数奶牛场都使用代乳料渊Hein鄄
richs袁1995冤袁国内也有少量应用遥 目前应用的大豆蛋
白制品主要有 3 种产品:大豆粉尧大豆浓缩蛋白和大
豆分离蛋白遥磨碎的大豆片经过加热减少抗营养因子
或经乙醇洗涤除去抗原蛋白即得改性大豆粉曰大豆浓
缩蛋白是由脱脂豆粕用乙醇水除去可溶性碳水化合

物后而生产的曰大豆分离蛋白是由脱脂豆粕通过碱提
酸沉的方法将蛋白质沉淀出来,然后再用碱溶解而生
产的遥 人们对这几种产品的应用都有一定的研究袁效
果也不尽一致遥

Silva等(1986)报道,用改性大豆蛋白粉和加热大
豆蛋白粉代替 66%的乳蛋白饲喂犊牛,结果改性大豆
蛋白组优于加热大豆蛋白组曰全乳组尧改性大豆蛋白
组和加热大豆蛋白组间的肠绒毛形态尧粪评分和直肠
温度无差异遥 Lalles等(1995)报道,利用水解蛋白是减
少大豆制品抗原活性和提高犊牛生长性能的一种有

效措施,水解大豆分离蛋白代替乳蛋白的 60%时,能维
持肉牛较快的生长速度遥 黄锡霞等(1997)用 40%加热
处理大豆粉尧40%发酵酸化加热处理大豆粉和 100%
发酵酸化处理大豆粉替代乳的试验表明,用发酵酸化
加热大豆粉 (浓度为 12.5%) 替代 40%或全部乳饲喂

12耀25日龄犊牛, 可基本上消除加热处理大豆粉替代
时出现的腹胀尧腹泻症状,且粪便正常袁提高了犊牛对
大豆粉中糖尧脂肪和蛋白质的消化能力袁但与牛乳相
比消化量还是较低遥

随着现代化养牛业不断发展袁大豆蛋白必将具有
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遥 但是袁大豆蛋白中含有多种抗
营养因子袁对仔畜产生的多种不良影响渊主要是胃肠
道形态结构和功能冤成为其应用的主要障碍遥
2 大豆蛋白对犊牛肠道形态和功能的影响

大豆蛋白对胃肠道形态和功能的影响非常广泛袁
并且这些影响往往是同时发生袁相互关联的遥 其主要
的外在表现是犊牛生长缓慢或停滞尧腹泻增加尧死亡
率上升遥
2.1 大豆蛋白对胃肠道形态结构的影响

各种大豆蛋白产品对犊牛胃肠道形态都有不同

程度的损伤 渊Silva AG袁1986曰Lalles 等 1995c尧1996a曰
Montagne等袁1999曰Kilshaw PJ等袁1982冤袁 主要表现为
肠绒毛的萎缩尧隐窝增生袁严重的则会出现粘膜脱落遥
绒毛萎缩和隐窝增生的直接后果是犊牛消化吸收能

力下降袁同时它们也是导致犊牛腹泻发生率增加的重
要原因遥绒毛萎缩使位于绒毛刷状缘顶端的成熟肠细
胞大量损失袁不成熟的细胞数量净生成量增加袁导致
吸收机能下降曰同时袁随着不成熟的肠细胞增多袁肠道
对细菌的敏感性增加袁毒素进入肠细胞膜的机会也增
加 (Mezoff等, 1991曰 Chu和 Walker, 1993曰 Nabuurs等,
1994)袁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犊牛饲喂大豆蛋白易
发生腹泻的现象遥
2.2 大豆蛋白对犊牛胃肠道消化吸收功能的影响

犊牛饲喂大豆蛋白代乳料通常表现为消化吸收

机能降低尧犊牛生长缓慢或停滞遥 Grant AL等渊1989冤
的木糖吸收试验表明袁犊牛饲喂大豆浓缩蛋白时小肠
吸收功能显著降低遥 对尿液中木糖的检测表明袁饲喂
大豆开食料两周后犊牛小肠的通透性降低 (Branco
Pardal等, 1995)遥 Nunes do Prado I等渊1989冤报道袁安
装有回肠末端瘘管的犊牛袁饲喂大豆蛋白部分代替脱
脂乳的代乳料显著降低回肠末端总氮的消化率袁大豆
蛋白添加组氨基酸的回肠消化率也降低袁其中苏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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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显著降低袁Khorasani等在 1988年也有类似的报道遥
笔者认为未被消化的蛋白主要来自于动物自身内源

性蛋白以及微生物蛋白袁只有少部分是由于日粮蛋白
的水解降低所致遥不同加工处理的大豆蛋白消化率也
不一样袁Lalles 等渊1996c冤报道袁大豆加热蛋白粉的
表观消化率为 59%曰 而大豆水解蛋白的消化率高达
91%遥
2.3 大豆蛋白对犊牛胃肠道排空速率的影响

大豆蛋白能够刺激胃肠运动袁加快胃肠道内容物
的流速袁降低内容物在胃肠道内的停留时间袁严重则
会导致犊牛腹泻遥 Sissons JW和 Smith RH 渊1976冤报
道袁犊牛饲喂加热大豆蛋白粉时袁回肠内容物的排空
速率加快袁钾尧钠流量增加袁小肠内容物停留时间缩
短袁氮吸收率降低遥 胃肠道的自律性运动受大豆抗原
的影响也较大袁许多研究认为大豆抗原是引起腹泻的
主要因素(Sissons, 1982;Pedersen, 1986; Duvaux, 1989;
Lalles等, 1995a尧1998)遥 Lalles 等渊1995a尧1998冤通过电
极法测定小肠平滑肌电活性发现袁饲喂大豆蛋白的犊
牛肌电活性增加袁空肠运动模式出现紊乱袁十二指肠
和空肠中段肌电活性也出现异常袁这种影响在代乳料
中加热大豆粉添加量占 CP比例超过 1/3渊即每克粗蛋
白中大豆球蛋白和 茁-伴性大豆球蛋白分别达到 14
和 12mg冤时出现遥
2.4 大豆蛋白对犊牛胃肠道酶活性的影响

大豆蛋白具有刺激胰腺特定酶的分泌尧导致胰腺
增生尧 降低胃肠蛋白酶活性等作用遥 Montagne 等
渊1999)报道袁犊牛饲喂两周含大豆蛋白代乳料袁肠绒
毛刷状缘酶活性发生变化袁 主要表现为碱性磷酸酶尧
乳糖酶及氨基肽酶活性降低遥 Grant AL等 渊1989冤报
道袁犊牛饲喂大豆浓缩蛋白渊内加腐胺冤袁空肠近端粘
膜中鸟氨酸脱羧酶活性下降 50豫袁空肠远端乳糖酶活
性降低 50豫遥犊牛在 12耀19周龄饲喂大豆蛋白部分替
代的代乳料袁屠宰时胃粘膜重尧胰腺重尧胰蛋白量以及
胰蛋白酶活性尧糜蛋白酶总活性与对照组相比分别降
低 17%尧 20%尧 16%尧30%尧36%袁而淀粉酶活性没有变
化袁酯酶活性增加 26%遥但是 Le Drean G渊1998冤报道袁
大豆蛋白能够刺激胰腺分泌胰蛋白酶袁并且增加酶的
活性袁饲喂大豆蛋白 5h后袁胰腺分泌的胰蛋白酶增加
82豫袁这可能是饲喂大豆后血浆中胃泌素和胆囊收缩
素浓度增加所致遥
3 相关机理研究

大豆蛋白对犊牛胃肠道形态结构和功能的损伤

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袁同时这也是制约其在实际生

产中应用的重要因素遥 目前袁人们对大豆蛋白引起这
些不良副作用的机理做了大量研究袁认为产生这些不
良反应的主要原因还是大豆蛋白本身的营养特性及

其含有的多种抗营养因子遥以下阐述了大豆蛋白的营
养特性和抗营养因子对胃肠道形态结构功能影响的

机理遥
3.1 大豆本身的营养特性要要要缺乏凝集特性

众所周知袁 幼龄哺乳动物真胃对乳具有凝集作
用袁这种凝集作用可以降低粗蛋白尧干物质和脂肪的
流速袁 从而使饲料逐渐地被全部消化吸收(Cruywagen
等, 1990)袁达到优化营养物质利用效率尧促进哺乳犊
牛健康尧提高生长速度的效果遥 犊牛前 3周消化系统
发育不成熟袁 需要真胃的凝集作用来充分消化蛋白
质遥

大豆蛋白因缺乏牛奶中特有的酪蛋白而不具备

凝集特性袁 因而其进入胃和小肠的速度加快(Sissons
和 Smith袁1976)袁导致消化不完全袁甚至引起腹泻袁直
接原因则是小肠的超负荷遥 许多研究表明袁真胃排空
速度加快是导致腹泻的的主要原因(Hill 等袁1970曰Pe鄄
tit等袁1987b曰Cruywagen等袁1990)袁这可能是由于未经
凝集的营养物质进入小肠后为大肠杆菌的迅速繁殖

提供了大量的底物所致(Johnson 和 Leibholz袁1976)遥
3.2 大豆蛋白中含有的多种抗营养因子

3.2.1 大豆抗原蛋白

大豆蛋白中存在的抗原蛋白主要有大豆球蛋白袁
琢尧茁和 酌-伴大豆球蛋白袁4种蛋白比例分别为 40%尧
15%尧30%尧3%遥 对于家畜而言渊主要指犊牛和断奶仔
猪冤袁 大豆蛋白中引起过敏反应的主要抗原是大豆球
蛋白和 茁-伴大豆球蛋白遥 大豆抗原的抗营养作用主
要是引起动物肠道的过敏反应袁从而使血浆中蛋白质
渗入肠腔袁导致肠绒毛结构变化袁隐窝细胞增生袁降低
日粮消化率遥日粮蛋白消化率随着大豆蛋白添加比例
的上升而降低(Khorasani 等袁1989a尧b曰Lalles袁1993)袁并
且体外抗原免疫活性越高袁体内回肠食糜中大豆球蛋
白以及 茁-伴大豆球蛋白含量越高袁 日粮及大豆蛋白
的表观消化率也越低渊Tukur 等袁1993a冤遥

大豆抗原导致胃肠道紊乱尧发生超敏反应的机理
至今还没有明确遥Sissons等首次发现了小肠粘膜柱状
细胞对大豆抗原敏感遥小肠粘膜柱状细胞能够释放某
种介质袁由小肠过敏反应的动物模型研究表明袁该介
质在引起腹泻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Crowe 和 Perdue,
1992)遥 一般认为袁当小部分抗原大分子物质被原样吸
收进入血液和淋巴系统袁刺激机体产生分泌型 IgA尧血

叶纪梅等：大豆蛋白对犊牛胃肠形态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及其机理 反刍动物营养

44



清 IgA尧IgM尧IgG尧IgE袁 其中 IgM尧IgG则中和吸收进入
循环系统的抗原形成复合物袁进而引起免疫损伤遥 但
有人发现 IgE可能是引起免疫损伤的主要抗体袁因为
它具有细胞亲和性袁当致敏原再次接触时袁就会引起
组织胺的大量释放袁从而引起血浆中的蛋白质渗入肠
腔袁杯状细胞粘液渗出袁肠粘膜水肿袁对液体和电解质
的吸收不良遥Sissons等报道袁饲喂大豆抗原时袁小数量
的犊牛出现快速渊type I)的 IgE介导的炎症反应袁但是
IgE的损伤并不引起绒毛结构的变化遥 李德发渊1995冤
研究表明袁细胞免疫是隐窝细胞增生和绒毛结构变化
的主要原因遥Lalles 等渊1996a冤也认为细胞免疫是改变
小肠上皮形态和功能的基础遥
3.2.2 大豆蛋白酶抑制因子

大豆中存在两种蛋白酶抑制剂因子院Kunitz胰蛋
白酶抑制因子渊KTI冤和 Bowman-Birk糜蛋白酶抑制因
子渊BBI冤遥生大豆中蛋白酶抑制因子含量大约为 30mg/
g袁有研究表明,大豆蛋白中的胰蛋白酶抑制因子对很
多酶的活性都有抑制作用,造成日粮中含硫氨基酸(蛋
氨酸和半胱氨酸) 的损失遥 Huisman渊1991冤总结指出袁
蛋白酶抑制因子从两个方面影响蛋白质的消化率及

幼龄仔畜的生长和健康袁一方面 KTI和 BBI与蛋白酶
结合形成稳定的化合物袁使酶的活性被抑制袁降低了
蛋白的消化率袁增加了外源氮的损失曰另一方面袁蛋白
酶抑制因子诱发肠粘膜释放胆囊收缩素渊CCK冤袁刺激
胰腺细胞产生过多的消化酶渊如胰蛋白酶尧糜蛋白酶
和淀粉酶等冤袁 这些酶中含硫氨基酸要要要蛋氨酸特别

丰富袁故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大量补偿性分泌造成体
内含硫氨基酸内源性丢失袁加剧体内氨基酸代谢的不
平衡袁从而引起仔畜生长受阻或停滞遥
3.2.3 大豆凝集素

大豆凝集素袁约占大豆总蛋白的 1%耀2%袁也是大
豆中主要的抗营养因子之一袁其具有抗肠道蛋白酶水
解的作用遥 肠绒毛膜有其结合位点 渊Hendriks 等袁
1987冤袁通过和胃肠道广泛的结合袁减少酶作用机会袁
阻碍了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遥 有研究报道袁大豆凝集
素结合于小鼠小肠上皮导致刷状缘膜紊乱渊Pusztai
等袁1990冤尧微绒毛萎缩渊Jindal等袁1984冤袁具有降低上
皮细胞发育的能力 渊Ishiguro 和 Nakashima袁1992冤遥
Pusztai等渊1990冤报道袁大豆凝集素对空肠绒毛的影响
较明显袁特定情况下袁仅作用 14h即可使绒毛缩短尧紊
乱及微绒毛异常遥

另外袁肠上皮细胞吸收凝集素后袁粘膜细胞内蛋
白质迅速合成渊Oliveira等袁1988冤袁增加了蛋白质的内

源损失袁降低蛋白质消化率遥 由于粘蛋白表面有寡糖
的结合位点袁 这些位点占仔猪小肠粘蛋白的 80%
渊Fuller,1991冤袁 表面覆盖有寡糖的粘蛋白能够逃避蛋
白水解酶水解作用袁故在粘蛋白进入大肠前不能被动
物消化利用渊Montagne袁1999冤袁这可能是导致内源氮
损失的主要原因遥犊牛回肠粘蛋白的损失是整个回肠
蛋白质损失的 19%渊L. Montagne袁2000冤袁 当日粮中含
160尧960 mg/kg大豆凝集素时袁 回肠末端内源性氮分
别增加 30%尧45% 渊Schulze袁1995冤遥 同时袁粘蛋白分泌
增加也加重了机体的代谢负荷袁减少其它体组织的沉
积遥 还有报道称大豆凝集素能够促进小肠增生尧提高
细胞周转率尧干扰免疫系统尧诱发过敏反应等作用遥
3.2.4 其它抗营养因子

大豆蛋白产品中含有不能被幼龄动物消化的水

苏糖尧棉子糖和蔗糖等寡糖,这些未被消化的寡糖到
达大肠后会引起胀气和腹泻遥另外大豆中还含有单宁
等多酚类物质袁可能会与消化酶结合袁从而阻碍日粮
的消化吸收袁降低犊牛的生长性能遥
4 解决措施

随着对大豆蛋白营养缺陷的认识加深袁如何除去
大豆蛋白中有害物质也被人们所重视袁因此出现了多
种加工和处理方法除去大豆中抗营养因子遥大豆抗原
是限制大豆蛋白在犊牛中应用的主要抗营养因子袁不
容易通过简单的热处理而消除袁可以通过热的乙醇处
理而使其失活遥 Mir 等渊 1989尧1991尧1993)研究认为袁
其它一些处理如挤压尧瘤胃液发酵等有望降低大豆的
免疫原性袁提高犊牛的生长性能遥 目前袁研究较多尧效
果最好的是膨化处理遥 KTI易被酸和蛋白酶灭活袁对
热也较敏感曰而 BBI对热尧酸和蛋白水解酶均稳定袁不
易消除遥 凝集素对热敏感袁挤压膨化温度达 121益时袁
所有的凝集素都消失袁但在干燥条件下其对热处理有
相当的稳定性遥
5 结语

随着我国奶牛饲养业的不断发展袁大豆蛋白作为
犊牛代乳料的蛋白原料是必然趋势遥 近年来饲料加
工技术正在的不断进步袁多种加工方法如膨化尧热水
解尧 发酵等技术都能有效地除去大豆抗原等有害物
质袁 这些也为大豆蛋白在犊牛代乳料中推广应用奠
定了基础遥

（参考文献 39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张学智，mengzai0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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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被霉菌及霉菌毒素污染已成为饲料业和畜

牧业生产中不可忽视的问题遥在农作物和饲料产品的
生产尧加工尧运输及贮存过程中袁霉菌及霉菌毒素对饲
料和食品产生不同程度的污染袁从而造成巨大的经济
损失遥据联合国粮食组织估算袁全世界每年大约有 5%
耀7%的粮食尧饲料等农产品受霉菌的侵害遥 常见饲料
防霉剂主要是丙酸尧丙酸盐尧有机酸尧有机酸盐及酯
类袁如富马酸尧富马酸二甲酯尧双乙酸钠等遥 这些防霉
剂要么对饲料的防霉效果不佳袁要么就是具有强烈的
刺激性袁导致动物采食量下降袁采食后药物在体内残
留袁对动物机体产生一定的副作用遥生产绿色尧安全的
畜禽产品已成为当今畜禽养殖的趋势袁研发新的动物
专用尧高效尧无残留且不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饲料添加
剂成为加入WTO之后的重要研究方向遥 中草药及其
提取物饲料添加剂以其无毒尧无抗药性袁加强免疫尧整
体系统调节和经济实用性等优势成为今后饲料添加

剂研发的主流遥
1 中草药饲料添加剂的定义和分类

由中草药原药或从中提取的单一或混合成分以

单独或联合组方制成的袁具备下列功能和条件的饲料
添加剂产品袁称作中草药饲料添加剂遥 其功能包括补
充营养尧预防疾病尧改善饲料适口性尧提高饲料利用
率尧改善动物产品质量曰有利于饲料加工尧贮藏袁改善
饲料产品外观和降低饲料加工业及养殖业对环境的

污染遥 一种物质包括中草药原药及其所含的化学成
分袁能否用作饲料添加剂原料袁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
上述的一种或多种功能遥

中草药饲料添加剂按使用目的可分为 3类院淤营
养性饲料添加剂袁包括各种营养素和富含特定营养素
的制品袁以及各种可提高饲料适口性尧消化率的制剂曰
于保健促生长剂袁为防治动物疾病袁改善动物生产性

能而添加曰盂一般饲料添加剂袁包括饲料品质改良剂尧
保存剂尧工艺添加剂以及养殖环境改良剂遥目前袁已开
发使用的中草药饲料添加剂大多数属于第 2类袁少数
属于第 1类和第 3类遥另外也有人将中草药饲料添加
剂按功能分为免疫增强剂尧激素样作用剂尧抗微生物
剂尧抗应激剂尧驱虫剂尧增食剂尧促生殖增蛋剂尧催肥
剂尧催乳剂尧防治疾病剂尧饲料保存剂等曰也有按饲喂
对象分类的袁如猪尧牛尧羊尧鱼等所用的饲料添加剂遥
2 中草药作防腐杀菌剂的历史

早在 5 000年前袁世界古代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中
国尧埃及尧印度等就已将香料(中草药)用于防腐遥 据被
称为历史之父的历史学家 Herodotos的记载袁 几千年
前木乃伊的制作袁就是将末药和肉桂的粉末添加到尸
体腹腔内达到防腐目的遥 Hoffman和 Evans试验发现袁
芥菜籽尧丁香和肉桂具有几乎相等的防腐效果袁添加
0.5g芥菜籽于 100g苹果汁中袁 可防腐保存 4个月遥
Rippette和 Wise证明袁芥菜籽尧丁香和桂皮等的精油
以及小豆蔻尧芫荽籽尧众香子尧百里香等的精油都有一
定的防腐作用遥公元前一世纪叶记胜之书曳就记载了用
附子尧干艾等储存粮食种子遥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叶山海
经曳记载了药物百余种袁列举了野流赭以涂牛马之病袁
熏草佩之可以己疠冶等遥 叶本草经曳记载了 365种药物袁
其中仅矿物药就有石硫磺尧汞尧铅丹(Pb3O4)尧石灰尧石胆
(CuSO4窑5H2O)尧硼砂(Na2B4O7窑10H2O)等 46 种袁至今仍
有应用的抗菌药物如黄连尧黄柏尧黄芩等遥
3 几种常见中草药的抗菌防霉作用

3.1 大蒜及其提取物

大蒜渊Allium Sativum冤是百合科多年生宿根草本
植物袁味辛尧性温袁有行气滞尧暖脾胃尧解毒尧杀虫等独
到功效袁用于人尧畜尧水产动物的疾病防治和食物调味
品的历史悠久遥大蒜素渊Alliiridum冤是大蒜提取液中主
要生物活性成分的总称袁也可人工合成,它是一种广
谱抗菌药袁 天然大蒜精油含丙基二硫化丙烯 渊约
60%冤尧 二硫化二丙烯 渊23豫耀39豫冤尧 三硫化二丙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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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3豫耀19豫冤尧硫化二丙烯尧甲基硫化丙烯尧甲基二硫化
丙烯尧二硫化二丙烷渊4豫耀5豫冤等挥发性含硫化合物遥
近年来袁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开展了大蒜及其提取物的
防霉抑菌作用研究遥 Bronwyn 的试验研究证明,大蒜尧
大蒜提取物或大蒜制品具有抗细菌尧真菌和抗白色念
珠菌的作用遥卢瑞芳等渊2003冤对大蒜素片尧克霉唑片尧
制霉菌素片进行了抗真菌体外抑菌测定袁 结果表明袁
大蒜素片与上述两种药物具有相似的杀菌作用袁但其

对新型隐球菌的杀菌速度最快袁杀灭效果最好遥 苏军
等渊1999冤将大蒜汁添加到饲料中对其进行防霉保鲜
观察袁 发现饲料中添加 0.95豫耀1.32豫的大蒜汁后袁在
温度为渊30依2冤益袁相对湿度为 90豫依2豫的条件下可明
显延长饲料的贮藏期袁使饲料品质得到最佳保护遥 刘
晓蓉渊2002冤用大蒜与苯甲酸钠的抑菌防霉效果做了
对比袁结果表明 1.25g/ml大蒜的抑菌圈直径显著大于
7豫苯甲酸钠的抑菌圈直径袁抑菌效果见表 1遥

表 1 大蒜与苯甲酸钠抑菌效果———抑菌圈直径对比（mm）
项目

大蒜渊1.25g/ml冤
苯甲酸钠渊7豫冤

金黄色葡萄球菌
32
12

大肠杆菌
22
11

宋内氏志贺氏菌
27
11

鼠伤寒沙门氏菌
14
11

酒精酵母
16
38

啤酒酵母
11
38

黄曲霉
34
10

黑根霉
33
18

大蒜素不仅能杀灭病菌袁而且能较有效地杀灭包
括黄曲霉尧黑曲霉尧烟曲霉等霉菌遥大蒜素的抗霉作用
在于能破坏霉菌的琉基酶功能袁 阻碍霉菌的新陈代
谢袁而且能有效地掩盖饲料中的不良气味遥 饲料中的
药物及霉变原料中的不适味道会引起畜禽拒食或食

量下降袁 加入大蒜素则能明显改善饲料的适口性袁提
高采食量袁 每吨饲料添加 10%的大蒜素 200~250g具
有良好的防霉效果遥
3.2 丁香油

丁香为桃金娘科植物丁香渊Eugenia caryophyllata
Thunb冤的干燥花蕾(公丁香)遥 丁香干燥花蕾含挥发油
14%耀20%袁油中主要成分为丁香酚尧乙酰丁香酚尧B-
石竹烯等遥丁香油对各种物品致霉菌如青霉尧曲霉尧木
霉尧根霉等 27 株霉菌均具有抗菌作用, 其最低抑菌浓
度(MIC) 为 500耀 1 250滋g/ml, 最低杀菌浓度(MFC)为
2 500~5 000滋g/ml, 显微镜下观察到, 丁香挥发油能迅

速破坏霉菌结构, 使霉菌孢子脱落尧分解袁从而起到杀
灭霉菌并抑制其繁殖的作用遥 Kong Qiulian等渊2004冤
试验观察了丁香油及其衍生物对曲霉菌尧青霉菌的抑
菌效果袁 结果表明袁50豫丁香油及 25豫衍生物对曲霉
菌和青霉菌具有明显的抑菌效果遥马同锁等渊2005冤研
究了 13种天然香辛料的抑菌作用袁结果表明袁丁香对
大肠杆菌尧金黄色葡萄球菌尧痢疾杆菌尧鼠伤寒沙门氏
菌有较强的抑菌作用遥 王红星等渊1996冤研究比较了 6
种植物精油与常见饲料防霉剂的防霉效果袁结果发现
丁香油抑霉效果和对羟基苯甲酸乙酯相似袁优于苯甲
酸尧山梨酸尧丙酸遥 时维静等渊2002冤选用公丁香尧忍冬
藤尧白豆蔻 3种中药袁以培养基法测定其抑制霉菌的
作用袁并比较了防止饲料霉变的效果遥结果发现袁公丁
香醇提取液浓度达到 0.5豫时袁对毛霉尧根霉尧黑曲霉
和青霉 4种霉菌菌丝的生长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袁与添
加野克霉灵冶组无差异袁其抑菌效果见表 2遥

周建新等渊2000冤利用薄层层析法分离丁香油袁发
现其有效抑菌成分为丁香酚袁 其化学名称为 2原甲氧
基原4原烯丙基苯酚袁 即有芳香环而且芳香环上有极性
基团袁它能与菌的某些酶的活性基团结合袁破坏正常
的代谢功能袁从而达到影响微生物生长的目的遥
3.3 山苍子油

山苍子又名山鸡椒 , 系樟科植物山鸡椒 L itsea
cubeba (Lour.)P res. 的成熟果实袁果实中含挥发油约
5%袁挥发油主要成分为枸橼醛 60%耀80%尧甲基庚烯
酮 2.5%尧香茅醛 1.0%尧酌-蒎烯尧莰烯尧酌-蛇麻烯等遥 山
苍子油对大多主要物品致霉菌如黄曲霉尧 黑曲霉尧杂
色曲霉尧黑根霉等的最低抑菌浓度为 1.77mg/ml袁并能

表 2 公丁香对霉菌生长的影响（cm）

克霉灵
公丁香醇渊0.2豫冤
公丁香醇渊0.5豫冤
公丁香醇渊1豫冤
公丁香醇渊2豫冤

毛霉
4d
长满
2.32

0
0
0

6d
长满
2.35

0
0
0

2d
长满
5.28

0
0
0

4d
长满
长满

0
0
0

6d
长满
长满

0
0
0

2d
2.40
1.60

0
0
0

4d
4.13
3.17

0
0
0

6d
5.05
4.12

0
0
0

2d
2.15
1.82

0
0
0

4d
3.55
2.90
1.65

0
0

6d
4.22
3.67
1.98

0
0

2d
长满
1.95

0
0
0

项目
根霉 黑曲霉 青霉

注院数据指菌落直径曰 野0冶表示菌丝不生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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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抑制黄曲霉产毒遥 另有报道称, 山苍子叶油的主
要成分为 酌-罗勒烯 25.11%尧3袁7-二甲苯-1袁6-辛二烯
醇-3 16.85%和橙花椒醇 13.89%曰该挥发油对 5 种物
品致霉菌黄曲霉尧黑曲霉尧黑根霉等具有较强的抗霉
菌活性, 其最低抑菌浓度 1.0耀2.0mg/ml遥余伯良渊1998冤
采用平板法比较山苍子油与合成食用防腐剂苯甲酸

钠尧山梨酸钾对 8种霉菌的抗菌效力袁结果表明袁在培
养基 pH值为 4.5时山苍子油对多数霉菌的最低抑菌
浓度为 1.77mg/ml袁与山梨酸钾的抑菌强度相近袁比苯
甲酸钠强遥魏木山等渊2002冤比较了霉敌尧丙酸钙尧防霉
灵尧霉镇与山苍子油的防霉效果袁结果发现山苍子油
对白曲霉尧金黄青霉尧赤赫曲霉尧黄曲霉和牙状芽霉的
抑菌效果优于克霉尧防霉灵和霉镇渊见表 3冤曰添加山
苍子油的饲料贮藏至 112d时饲料中霉菌数量与添加
克霉和防霉灵的饲料无显著差异遥

表 3 不同防霉剂菌落生长直径（mm）
项目

克霉
防霉灵
霉镇
山苍子油

白曲霉
43.4a
31.2b
23.0c

23.0c

金黄青霉
60.8a
58.0a

50.4b

10.4c

赤赫曲霉
60.6a
45.2b

44.4b

0.0c

黄曲霉
18.0b
26.0a

24.6a

12.8c

牙状芽霉
43.6a
35.8b

30.0c

0.0d

注院具有不同肩标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曰相同字母表示差异
不显著遥

方芳等渊2002冤利用电镜研究了山苍子油抗念珠
菌的作用机理袁 发现山苍子油能通过破坏细胞膜袁抑
制细胞壁中多糖成分的合成袁引起细胞器肿胀溶解乃
至坏死袁达到抗菌的目的遥
3.4 桂皮提取物

肉桂为樟科植物肉桂渊Cinnamomum cassia P resl冤
的干燥树皮,含挥发油 1%耀2%袁油中主要成分为桂皮
醛袁占 75%耀95%袁另含少量桂皮酸尧乙酸桂皮酯尧乙酸
苯丙酯尧肉桂醇及香豆素等袁有抑菌防腐作用袁可提取
用于食品防腐保藏遥 近年来袁科学家对肉桂的抗菌防
霉作用作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遥邱世翠等渊2001冤利
用 K-B纸片扩散法研究了肉桂的抑菌效果袁 结果肉
桂对大肠杆菌尧伤寒杆菌尧金黄色葡萄球菌尧白色葡萄
球菌及白色念珠菌均有明显的抑菌作用遥 吴周和等
渊2003冤通过试验得到了相似的结论遥王青牡等渊2001冤
用滤纸法比较了八角尧肉桂尧丁香尧乌梅尧肉豆蔻尧霍香
等中药材提取液的抑菌性能袁结果表明袁肉桂对枯草
杆菌尧金黄色葡萄球菌尧大肠杆菌尧汉逊氏酵母尧青霉尧
黑曲霉都表现出了一定的抑菌作用遥马同锁等渊2005冤
通过打孔法比较了辣椒尧姜尧蒜尧肉桂等 13种香辛料

的抑菌效果袁结果发现袁肉桂对大肠杆菌尧金黄色葡萄
球菌尧枯草杆菌尧黑曲霉尧米曲霉特别是黄曲霉具有强
烈的抑制作用遥孙红祥渊2001冤以液体小培养法测定陈
皮尧霍香尧桂皮等 9味中药和桂皮醛尧茴香醛尧丁香油
等 7种挥发性成分对饲料中引起霉变的主要霉菌的
抑菌效果袁结果 7种挥发性成分中桂皮醛具有较强的
抑菌作用袁其 MIC为 500滋g/ml遥 赖毅东渊2003冤通过筛
选 28种中草药后袁发现丁香尧桂皮尧大黄尧水菖蒲尧高良
姜对黑曲霉和荔枝霜疫霉菌均有较高的抑菌率袁抑菌
率保持在 85豫以上袁且对荔枝霜疫霉菌的孢子释放有
很高的抑制率袁其抑菌效果见表 4遥
表 4 桂皮提取物及苯甲酸钠对供试霉菌孢子的抑菌率（豫）

项目
桂皮提取物
苯甲酸钠渊0.2豫冤

黑曲霉
94.33
100

荔枝霜疫霉菌
100
100

有科学家利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到 1% 桂皮醛作用
2h后菌丝变粗糙尧弯曲尧孢子轮廓模糊曰3d 后细胞严重
破坏,菌丝尧孢子均见胞浆变性凝固,胞壁严重破坏遥
3.5 杜仲及其提取物

杜仲 (Eucommia ulmoides Oliv )是一种雌雄异株
的独特树种袁为药用落叶乔木袁杜仲干燥树皮入药袁已
有 2 000多年的历史袁叶神农本草经曳 将其列为上品袁
名为野思仙冶曰杜仲提取物是一种褐色粉剂尧无毒尧有清
香气味尧使用方便袁能均匀分散在饲料原料表面袁属一
种典型的接触性防霉剂遥配制饲料时要将其与饲料颗
粒充分混匀袁紧密接触袁使之起到彻底杀灭霉菌的作
用遥罗庆华等渊2002冤研究了千里光尧杜仲尧蒲公英等 10
味中药的体外抑菌效果袁发现杜仲等中草药对金黄色
葡萄球菌尧大肠埃希氏菌尧痢疾杆菌都有一定的抗菌
活性袁MIC在 15.6耀125.0g/l遥吕武星渊2005冤通过向饲料
中添加杜仲提取物进行贮藏试验袁结果表明袁在饲料
中添加 0.15豫杜钟提取物能有效地防止饲料霉变和
减少营养成分的损失袁 并对饲料外观有着显著的影
响袁 具有与复合有机酸类防霉剂相当的防霉保鲜效
果袁贮藏期间饲料外观的变化见表 5遥

表 5 饲料外观的变化

项目
基础饲料
杜仲提取物渊0.15豫冤
复合有机酸渊0.15豫冤
丙酸钙渊0.15豫冤

第 1d
原
原
原
原

第 15d
垣
原
原
原

第 30d
垣垣已
垣
垣
垣

第 45d
垣垣因
垣已吟
垣已吟
垣已

第 60d
垣垣垣因吟
垣垣已吟
垣垣已吟
垣垣已吟

注院野原冶为外观正常曰已为有虫曰因为虫较多曰垣为略有霉变曰垣垣为中
度霉变曰垣垣垣为严重霉变曰吟为结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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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仲中含有较多的绿缘酸和桃叶珊瑚甙袁绿缘酸
具有明显的抗菌和利胆作用袁桃叶珊瑚甙对革兰氏阴
性和阳性菌均有抑制作用袁从而发挥杜仲抗菌防腐的
功能遥
3.6 其它中草药提取物

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为开发新型天然防霉剂袁把
目光移向海洋生物类遥日本北海光和水产品加工公司
研制出一种以 92豫的海藻粉尧4豫的碘酸钙和 4豫的丙
酸钙组成的高效鱼饲料防霉剂袁 在温度达 30益以上尧
相对湿度为 100豫的高温尧高湿环境里放置 1个月袁鱼
饲料也不会发霉遥国外还有报道袁栎树尧菊树尧枫树尧柏
树等的干馏液袁经过提炼可得到一种天然植物源型防
霉剂袁我国的竹沥也属此类防霉剂遥 另外还有一些天
然提取物作为防腐保鲜剂的报道袁如王金娥等渊2004冤
报道使用土槿皮尧白鲜皮尧黄柏尧苦参尧黄芩尧花椒尧橘
子皮进行抑菌试验袁其中土槿皮效果最佳袁与丙酸钙
效果相当[30]遥 已经证明具有挥发性气味的茴香尧花椒尧
辣椒尧水翁皮尧射干同样具较好防霉效果[2]遥
4 中草药防霉效果的检测方法[31]

4.1 杯碟法要要要测定最大抑菌圈直径

在杯碟中加入一定剂量防霉剂液袁在琼脂平板上
扩散袁根据抑菌圈直径大小定量检测其防霉效果遥 此
法特点是它能定量比较防霉剂的抑菌效果袁 速度快尧
结果准确袁但试验需要求选配一种理想溶剂袁要求较
高袁操作复杂袁而且反映不出防霉的长效性袁此法宜作
初选尧速选遥
4.2 最低抑菌浓度法

根据防霉剂能够抑制霉菌生长的最低抑菌浓度来

判断防霉剂的抑菌效果袁 抑菌浓度愈低袁 防霉效果愈
佳遥 此法需将防霉剂配成浓度梯度液袁工作量大袁其适
合选防霉剂的优缺点与杯碟法相近袁也作初选尧速选遥
4.3 饲料强化防霉(破坏性试验)

提高饲料水分含量袁恶化环境(高温尧高湿)促使饲
料及早发霉袁根据霉变程度及检测霉菌数来判断防霉
效果遥 此法作为防霉剂性能评判的中期试验袁试验结
果较直观袁在较短时期内(10耀20d)即能得出防霉效果遥
对各种饲料防霉剂的评价普遍适用袁缺点是试验时间
较长袁对防霉性能相近的防霉剂结果不够准确遥
4.4 饲料常规试验

以正常饲料(自然水分 11%~12.5% )袁在自然环境
下贮放袁按规定的时间抽样进行霉菌检测判定其防霉
效果遥 此法对于各类防霉剂的效果袁期效试验说服力
强袁可作为防霉剂的终选试验袁其最大的弊端是完成

时间长袁需 2~3个月遥
4.5 CO2稀释法

根据饲料受霉菌作用而霉变腐烂过程中会产生

CO2袁 通过间接测定释放的 CO2量来判断防霉剂的效
果遥饲料霉变程度越重袁产生 CO2量越大袁产生 CO2量
与防霉剂的防霉效果成反比遥此法对选择各种类型的
防霉剂都可行袁掌握 CO2量指标来反映防霉剂的防霉
效果袁 使用方便遥 该方法缺点是很难掌握急剧释放
CO2的时间袁需把握临界时段遥
4.6 温度测定法

饲料异常发热是饲料霉变的前兆袁饲料发热和霉
变是紧密相关的袁饲料发热容易生霉袁而生霉之后又
促进发热遥 饲料发热主要与微生物有关袁微生物大量
生长繁殖袁其呼吸旺盛袁释放大量的热袁促使饲料开始
霉变袁霉变是饲料微生物活动的结果遥因此袁测定温度
指标能定性地说明防霉剂的防霉效果袁一般饲料不容
易传热袁它的变化比环境温度变化慢袁有滞后现象袁并
且温度变化幅度比环境温度变化大遥 当加入防霉剂
后袁 测量饲料温度升高幅度在 2耀5益即可判定饲料发
热袁发热后 1耀3d内开始有霉点出现袁在规定时间间隔
内测定饲料温度袁试料温度先跃升袁且幅度大的防霉
效果不佳遥 此法缺点是耗时太长袁需 2耀3个月遥
4.7 平皿记数法

根据霉菌生理特性和防霉剂防霉机理袁选择适宜
霉菌生长而不适宜细菌生长的培养基袁采用平皿记数
法袁在一定菌液中加入一定量的防霉剂袁培养后测定
霉菌菌落总数袁菌落总数越少袁表明其防霉抑菌效果
越佳袁 并根据测定的数据计算出各种防霉剂的抑菌
率遥 此法操作方便袁结果准确遥
5 结语

中草药开发为饲料防霉剂虽然具有广阔的前景袁
但是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院淤如向饲料中直接添
加中草药原药袁由于其有效成分含量很少袁故添加比
例过大会影响饲料中其它营养物质的选择空间曰于如
向饲料中直接添加中草药提取物成分袁虽然所占比例
较小袁但由于工业上从中草药中提取尧纯化得到确切
又比较纯的活性成分难度比较大袁 所以产品成本较
高袁用户难以接受遥 从长远来看袁随着生物工程尧CO2
超临界提取尧微粉技术及现代药理学尧药代动力学尧分
子生物学等现代高科技的介入袁中草药开发为饲料防
霉剂将成为必然趋势遥

（参考文献 32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徐刚：中草药及其提取物作饲料防霉剂的可行性探讨饲 料 防 霉

49

mailto:cuicengde@tom.com


1 霉菌毒素的状况

霉菌毒素是谷物或饲料中霉菌生长产生的二级

代谢产物袁霉菌毒素中毒症是由霉菌毒素引起的一种
疾病遥 霉菌毒素造成的危害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袁存
在于几乎所有的饲料原料和人类食品的原料中遥 1960
年英国一家企业发生 10万只火鸡死亡事件袁 引发了
畜牧业对霉菌毒素危害的深入研究遥 1961年英国科
学工作者分离到了第一组霉菌毒素要要要黄曲霉毒素袁
并对它进行了大量的描述遥 1965年识别出了赭曲霉
毒素袁 并确定其损害动物的肾脏系统 遥 1974 年
Mirocha 及 Christensen 指出猪对玉米赤霉烯酮毒素
渊Zearalenone冤敏感遥

至今对霉菌毒素的研究在国外已经持续了许多

年遥 美国饲料年报在 2002年度报告中首次将霉菌毒
素列为仅次于二 英渊Dioxin冤对人类食物链威胁的第
二号危险因素遥 目前袁霉菌毒素对饲料及动物的污染
已经是世界性所公认的问题遥
2 人们以往对霉菌毒素错误的认识

人们以往错误地认为仅在夏季高温尧高湿季节才
会有霉菌毒素的危害袁而最近几年的研究表明霉菌毒
素对动物的危害是全年性的遥霉菌及霉菌毒素可以在
不同温度范围内繁殖渊见表 1冤遥

表 1 霉菌及霉菌毒素适宜温度范围

霉菌孢子繁殖所需的温度渊益冤
黄曲霉菌
棒曲霉菌
赭曲霉菌
圆弧青霉菌
玫瑰镰刀菌
镰孢菌属

霉菌毒素分泌所需的温度渊益冤
黄曲霉毒素
T-2毒素
赭曲毒素
青霉酸
玉米赤霉烯酮
呕吐毒素

10
10

10耀12
0

15
0耀24

10
5耀8
12
4
10

0耀24

3 霉菌毒素的南北区分

在南方湿热气候环境多见黄曲霉毒素尧 烟曲毒
素曰在北方寒冷气候环境多见呕吐毒素尧玉米赤霉烯
酮曰 在湿热南方和寒冷北方都可产生玉米赤霉烯酮尧
赭曲毒素尧T-2毒素遥 因此袁即使是在寒冷季节袁或者

是采购自北方的原料袁都会有很高的机率感染玉米赤
霉烯酮及呕吐毒素遥
4 霉菌毒素的国内状况

我国是农业大国袁农业每年因霉菌毒素的危害损
失多达数十亿元遥霉菌毒素对养殖业及饲料业长期以
来造成了严重损失袁并通过食物链间接危害着人类的
健康袁 如 2004年 2月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一名儿童
因服用霉变甘蔗引起节菱孢霉中毒死亡曰2004年 8月
震动全国的含黄曲霉毒素渊Aflatoxin冤的陈化粮外流事
件袁都造成了霉菌毒素对人类健康的危害遥

1996年全国饲料工业办公室调查表明袁全国饲料
霉菌毒素轻度污染率高达 90豫以上袁南方各省浓缩饲
料黄曲霉毒素检出率达 80豫袁全价饲料青霉菌检出率
为 55豫渊袁慧尧文利新袁2003冤遥 同时袁霉菌毒素引发的
动物疾病往往被人们忽视袁在我国兽医领域的研究也
相对较少袁造成畜牧疾病防治工作有所欠缺袁临床诊
断中往往误诊袁造成霉菌毒素对畜牧业的严重危害遥
5 霉菌毒素对猪尧鸡的危害

迄今为止袁已经知道的霉菌毒素大约有 300耀400
种袁其中袁影响及毒害作用最大的是玉米赤霉烯酮尧黄
曲霉毒素尧呕吐毒素渊DON冤尧烟曲霉毒素尧T-2 毒素尧
赭曲霉毒素遥 最近的一系列研究发现袁在 70%的检测
样本中可发现黄曲霉毒素尧呕吐毒素尧烟曲霉毒素尧玉
米赤霉烯酮袁引发动物临床霉菌毒素疾病遥

霉菌毒素主要毒性表现在免疫抑制尧 致癌致畸尧
肝肾损伤尧繁殖障碍等遥 霉菌毒素对畜禽的影响通常
是诱发多种疾病尧采食量减少尧生产性能下降尧饲料报
酬降低袁具体症状在不同霉菌毒素之间有所区别遥
5援1 玉米赤霉烯酮渊Zearalenone冤

玉米赤霉烯酮 渊类似雌激素作用袁 引起繁殖障
碍冤袁主要由禾谷镰刀菌产生袁粉红镰刀菌尧三线镰刀
菌等多种镰刀菌也能产生这种毒素 渊Diekman袁
1992冤遥 玉米赤霉烯酮是一种取代的 2袁4原二羟基苯甲
酸内酯袁 其结构与牛用合成代谢剂玉米赤霉醇相似遥
作为一种植物性雌激素袁可以引起子宫肥大和阴道上
皮角质化遥猪对其最敏感袁主要影响生殖系统袁造成子
宫内膜尧卵泡及卵巢变性袁以及引起睾丸生精细管上
皮细胞变性渊Vanyi袁1994冤遥 临床表现为母猪发情不规
律尧假发情尧阴门肿胀尧脱肛渊Carson,1986冤曰妊娠母猪

简述霉菌毒素对猪、鸡的危害及现状
王彦军 史志智

王彦军，西班牙 IQF医药化学研发集团，100021，北京市
朝阳区华威南路 C-23A2。
史志智，北京九色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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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死胎渊Kordic袁1992冤袁产下乳猪八字脚曰公猪临床
表现为睾丸萎缩袁 精子数减少袁 精子成活率降低
渊Ruhr袁1983冤曰鸡临床表现为卵巢萎缩尧鸡冠肿大尧产
蛋率下降尧区域性肿胀遥
5援2 黄曲霉毒素渊Aflatoxin冤

黄曲霉毒素渊产生肝脏毒素袁抑制免疫机能冤袁是
高毒性和高致癌性毒素袁由黄曲霉菌渊Aspergillus冤尧寄
生曲霉 渊A.porasiticus冤 和软毛青霉 渊Penicillium pu鄄
berulum冤产生遥 黄曲霉毒素是由两个不等的二氢呋喃
妥因环组成的化合物袁并根据对荧光的蓝色或绿色反
应以及色谱 Rf值而区分为 B1尧B2尧G1尧G2等不同成员遥
黄曲霉毒素 B1尧B2尧G1尧G2发生于谷物中袁 哺乳动物将
其代谢后袁以黄曲霉毒素 M1形式出现于乳和尿中遥黄
曲霉毒素 B1毒性最强渊Jelinik等袁1989冤袁几乎对所有
动物的肝脏都是原发性毒袁 它与细胞核和线粒体
DNA 结合袁造成蛋白质合成受损袁干扰肝肾功能袁抑
制免疫系统遥

猪临床表现为精神沉郁厌食尧生长受阻尧体重减
轻尧被毛粗糙袁进一步发展为黄疸尧贫血及出血性腹
泻袁并出现以低凝血酶原血为特征的凝血病遥 发病猪
肝脏损伤袁各种酶含量升高袁包括丙氨酸转氨酶袁碱性
磷酸酶等渊Cook袁1989冤遥鸡临床表现为食欲不振尧生长
缓慢尧产蛋率下降尧皮下出血尧死亡率提高遥 剖检可见
肝肾肿大苍白尧心包积水尧胆囊扩张尧卡他性肠炎曰镜
检可见肝脏脂肪变性尧胆管增生遥
5援3 呕吐毒素渊Vomitoxin冤

是单端孢霉菌素类毒素袁 由镰孢菌属渊Fusarium
spp.冤产生袁具有环氧化物基团袁常见于玉米和小麦中袁
引起采食量减少遥

能引起猪条件性味觉厌恶袁 临床表现为拒食尧呕
吐尧腹泻尧皮肤炎症渊Osweiler袁1990冤遥 鸡表现为采食量
下降尧产蛋量下降遥
5援4 T-2 毒素渊T-2 Toxin冤

是单端孢霉类毒素袁由镰孢菌属产生袁引起消化
道出血及坏死袁抑制骨髓及脾的再生造血功能袁降低
免疫功能并导致生殖器官病变 渊Beasley袁1993冤遥 T-2
毒素感染的典型症状为体重降低尧 饲料利用率差尧食
欲降低尧呕吐尧血痢尧流产尧甚至死亡遥

猪临床表现为消化障碍尧采食量下降尧下血痢尧流
产曰鸡表现为口腔溃疡尧食欲废绝尧运动失调尧产蛋量
下降尧蛋壳变质袁胃肠道和羽毛类辐射性损害遥
5援5 赭曲毒素渊肾脏毒素 Ochartoxins冤

赭曲霉毒素是由赭曲霉渊Aspergillus ochraceus冤和

纯绿青霉 渊Penicillium viridicatum冤 产生的一种肾毒
素遥引起动物烦渴尧尿频尧生长缓慢袁肾脏苍白坚硬袁病
理变化包括血尿素氮尧天冬氨酸转移酶增加袁尿中葡
萄糖及蛋白质含量上升遥

猪临床表现为肾病变尧精神抑郁尧脱水尧厌食曰鸡
表现为多尿尧稀粪尧钙磷吸收障碍尧破蛋袁剖检肾脏变
性肿胀袁肌胃角质膜变色和撕裂遥
5援6 烟曲霉毒素 渊Fumonisins冤

烟曲霉毒素由念珠镰孢霉渊F.moniliforme冤产生袁
是具有一个末端胺基和两个三羧酸侧链的耐碱脂肪

烃袁有 B1尧B2尧B3三种结构袁干扰细胞功能袁可诱发癌前
期肝结节遥

烟曲霉毒素能引起猪肺水肿病袁肝脏受损袁嗜睡尧
斜卧尧厌食尧体重减轻遥鸡表现为萎靡嗜睡尧呼吸困难尧
食欲废绝尧产蛋率下降曰剖检见肠系膜水肿尧消化道粘
膜出血尧心脏增大尧心包积水遥
6 霉菌毒素在分子水平上的作用机理

多种霉菌毒素可诱发动物中毒症袁但人们对这些
霉菌毒素的确切作用机理还知之甚少遥霉菌毒素的化
学结构和特性多种多样袁它们在分子水平上的作用机
理是改变不同的代谢过程遥

国际上对霉菌毒素造成免疫力下降的主要作用

机理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院淤抑制蛋白质尧DNA尧RNA
的合成袁分泌细胞松弛素曰于抑制淋巴 T细胞的应答
反应袁造成淋巴 B细胞区坏死曰盂刺激下丘脑原肾上腺
系统袁引起免疫抑制曰榆改变细胞膜结构袁诱导脂类发
生过氧化反应曰虞降低谷胱甘肽浓度袁诱导程序性细
胞死亡渊细胞收缩尧细胞核固缩尧染色质浓缩尧DNA分
解成碎片尧蛋白分解酶激活冤遥
7 国内外通用的防治方法

因霉菌毒素严重影响动物健康安全袁造成临床或
亚临床症状袁并且可以通过肉尧蛋尧奶进入人类食物
链袁危害人类健康袁所以世界各国一直在寻找可靠的
办法控制霉菌毒素对动物的威胁遥 目前袁大致分为物
理法渊曝晒尧辐射冤尧化学法渊氨化尧碱洗冤尧营养法渊补充
营养物质冤尧饲料添加剂法袁主要是针对饲料及饲料原
料进行霉菌毒素的脱毒袁进而确保动物健康安全遥 而
曝晒尧辐射尧补充营养都无法安全彻底地防治霉菌毒
素遥 大量研究表明袁对于养殖业和饲料业最为可行有
效的方法是使用饲料添加剂来进行霉菌毒素的防治遥

目前袁世界各国不断开发出各种针对霉菌毒素的
添加剂遥 其中各种吸附剂因开发早尧成本低廉被广泛
应用袁但同时因原料成分不稳定袁吸附能力差异性大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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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对除黄曲霉毒素之外的其它毒素无效果而越

来越受到限制袁如部分沸石吸附能力几乎为零曰粘土
仅对 T-2毒素有较好的吸附作用曰活性炭仅对赭曲毒
素有吸附遥

商业宣传中的各种生物法尧酶解法尧酵解法实际
正处于研究阶段袁作用不稳定袁其确切效果还有待科
学论证遥 此外袁一种有机烷酮渊PVP冤经科学证明对玉
米赤霉烯酮有着特异性的凝胶作用 渊Alegakis 等袁
1999冤袁 可有效解除玉米赤霉烯酮对饲料及动物的危
害袁作为毒素祛毒剂在广泛应用遥
8 结论

国内 2003耀2004年饲料霉变曾经大范围在南方
及北方出现袁给饲料生产商及养殖业造成了极大的危
害遥 自 2005年 5月起袁因全国范围内天气潮湿尧降水
较多袁霉菌及霉菌毒素的危害问题又初露端倪遥 11月
国家粮食局玉米购销会议指出袁2005 年东北产粮质
量一般袁黄淮地区产粮质量差于往年袁主要是霉变及
杂质问题遥 据农业监测部门报道袁原料的霉变对饲料
业及养殖业的破坏已经在 2005年底明显呈现袁 尤其
以河南尧山东尧江苏尧安徽严重袁其后果会影响 2006年
全国畜牧业整个经济的正常增长遥 因此袁提高认识并
对饲料防霉与毒素祛除正确处理是业内亟待解决的

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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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急性胀气病。春天青草丛生，羊在放牧时会过量啃
食，吃后在胃中急性发酵，产生大量气体，使羊反刍发生障

碍，瘤胃迅速扩大，如抢救不及时或抢救方法不当会致羊

死亡。抢救方法是：找一截香椿或柳树根含在羊嘴内，两端

用绳子绑在羊身上，让羊咀嚼，再用手按摩左肷部，帮助排

气。可以用新鲜草木灰 10~20g 对 50~100ml 植物油灌
服。

2. 误食毒草毒物。羊吃了被农药污染的青草和有毒
野菜野草、腐烂物等，会发生中毒。其症状为口吐白沫、口

鼻发紫、呼吸紧促。此时应紧急抢救，先用刀刺破单耳缘，

使其流血，或让羊口含木棍，使毒液随唾液排出，然后灌

鸡蛋清 5只，皮下注射阿托品 2~5ml。
3.感冒。早春乍暖还寒，天气变化无常，羊忽热忽冷，

易发生感冒。对病羊可肌肉注射氨基比林或安乃近 5~
10ml、青霉素 160万单位、链霉素 50万单位；也可用生姜
100g、葱 2棵切碎熬汤，对红糖 50~100g灌服，一日 2次，
连服 2d。

4.腹泻。羊在冬季大都单食干草，春季乍吃青草，肠
胃不能一下适应，若多吃可造成腹泻或胀气。防治办法：

应青草、干草搭配喂，不能猛一下子都喂青草，使羊肠胃

有个逐渐适应过程；发生腹泻可给羊口服庆大霉素。

5.防疫病。春季气候变化无常，各种病菌大量繁殖生
长，消毒不严、管理不当极易引起羊发病，应及时给羊注

射疫苗防止疫病发生。

6.过敏反应。羊在放牧时采食野青草、野菜或接触异
味时会产生过敏反应，表现为打喷嚏、流眼泪、走步蹒跚、

咩咩乱叫，此时应立即将羊赶离过敏区，一般很快便能恢

复正常。

春 季 养 羊 防 六 病

窑信息采撷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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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Kuhn(1894)首创用能量直接衡量饲料营养以
来袁饲料有效能值的评定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遥 猪消
化能值的研究也是伴随着研究方法的改进而不断发

展袁饲养试验和代谢试验等生物学法是评定饲料有效
能值较为科学尧合理的一种试验方法袁但这些方法往
往耗时尧费力袁很难在短时间内对大量的饲料样品进
行评价尧分析且不宜标准化遥因此袁有必要寻求一种快
速尧准确尧简便尧经济的评定方法遥

自 20世纪 30年代以来袁 许多学者在探讨用简
单尧快速的非生物学法如化学成分预测法尧近红外光
谱法尧离体消化法来预测饲料的有效能值开展了一系
列研究遥 随着饲料化学成分如 CF(粗纤维)渊Weende氏
法冤尧NDF 渊中性洗涤纤维冤渊Van Soest和 Wine袁1967曰
Van Soest 等 袁1991曰Van Soest 和 Mason袁1991冤尧ADF
渊酸性洗涤纤维冤渊AOAC袁1973冤尧WICW渊水不溶性细胞
壁冤渊Carr佴和 Brillouet袁1989冤等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袁
试验设计精密度与回归分析方法的不断提高及饲料

DE渊消化能冤生物学评定方法的不断完善袁非生物学
预测方法与生物学法的相关性越来越高渊R2>0.90冤袁预

测精度也越来越高遥 在美国 NRC标准中就给出了有
效能值的各种预测模型袁Boisen 等(1997)的猪离体消
化模型等就是其中成功的典范遥
1 化学成分预测法渊Chemical Composition Analysis冤

饲料有效能与饲料中的某些成分如纤维尧 蛋白
质尧灰分等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遥 因此袁通过回归模型
可以预测饲料有效能值遥 此方法因具有快速尧简便尧准
确尧经济等优点而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遥 化学成分回
归法根据饲料中营养物质与非营养物质是影响 DE值
的主要因素袁一是根据饲料中的营养物质来推断其营
养价值曰另外就是把饲料中的非营养物质作为能量储
积的限制性因素考虑袁根据饲料中这些非营养物质的
含量来推导 DE值遥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 TDN体系
及Weende和 Van Soest的纤维指标为主的预测方法遥

美国的 TDN体系创立于 1910年袁是以饲料中可
消化养分为基础进行预测袁 计算总消化养分的公式
为院

TDN=DCP+2.25DEE+DCF+DNFE
Sibbald等(1963)采用 103种饲料样品建立可消化

养分与 ME的预测模型袁结果发现袁以可消化养分预
测 ME的模型 RSD为 0.182袁 准确性比较理想遥 D. J.
Morgan (1976a尧b)研究表明袁用可消化养分预测 DE或
ME时袁R2分别为 0.92和 0.98袁显然袁用此法预测饲料
有效能值准确性较高袁但从评定方法上看袁该法尚未
脱离生物学法遥 因不同的饲料中 EE渊粗脂肪冤尧CF和
NFE渊无氮浸出物冤的组成并不完全相同袁其单位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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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含能量也就不尽相同遥 因此袁采用饲料可消化养分
来预测 DE仍有不足之处遥

随着分析化学技术的发展及能量测定方法的改

进袁完全用化学成分来估测饲料有效能值才被广泛地
研究袁并提出了一系列回归模型渊Morgan 等袁1975曰张
子仪尧吴同礼袁1981曰J.Noblet等袁1993冤遥 通过研究袁学
者们提出了以纤维指标为主效应因子的预测方法遥
Morgan渊1975冤尧Fisher渊1987冤等研究表明袁能量消化率
与饲料中的纤维含量呈高度相关袁可以单独用饲料纤
维含量来预测其能量价值袁把纤维作为对能量消化率
有负影响的变量引入预测方程遥 Janssent 和 Carre
(1982)也认为纤维是一个较好预测饲料营养价值的指
标袁特别是对谷物副产品袁粗纤维含量与无氮浸出物
的消化率呈显著负相关遥早期用纤维指标间接预测猪
DE采用的是 Weende的 CF, Weende采用的 CF由于
受分析方法的限制袁不能包含全部的半纤维素尧纤维
素及木质素曰在酸和碱的前后洗涤过程中袁大量的半
纤维素和部分木质素尧 纤维素损失掉 (Van Soest和
Robertson, 1967)袁 在分析过程中被计入了无氮浸出
物袁这就加大了无氮浸出物这一指标的计算误差遥

通过研究猪消化几种纤维组分的差异发现袁对于
生长猪袁日粮纤维的平均消化率是 40%耀50%袁但是对
于高木质素和水不溶性纤维袁它们的消化率几乎为 0
渊比如麦秆冤曰对于果胶和水溶性纤维袁它们的消化率
可以达到 80%耀90%渊比如甜菜渣和大豆皮冤遥 这表明袁
猪日粮纤维中的不同成分消化情况也是不同的袁木质
素几乎不能被消化袁而果胶的利用率比较高渊J.Noblet
等 2001冤遥 由此可见袁用 CF来代表纤维预测饲料有效
能值仍有不足遥 在 Van Soest 和 Vine 渊1963尧1967尧
1991冤的纤维体系中袁ADF为全部的纤维素和木质素袁
NDF为全部的半纤维素尧纤维素尧木质素袁猪对这三种
物质的消化率很低袁其负相关作用占主导地位遥 J.No鄄
blet和 J.M.Perez渊1993冤的试验表明袁在生长猪日粮中
NDF的含量每增加 1豫袁DE就减少 0.8豫耀1豫遥 King和
Taverner渊1975冤对猪的 15种单一饲料和配合饲料的
研究证实袁 在猪日粮中以 CF建立的预测模型准确性
明显不及以 NDF 建立的模型遥 J.Noblet 和 J.M.Perez
渊1993冤 对 114种饲料 DE有效值的估测研究证实袁以
NDF 所建立的预测方程最好 渊R2=原0.91袁P<0.01冤袁以
ADF和 CF所建立的预测方程 R2明显偏低 渊 R2分别
为原0.75和原0.79袁P<0.01冤遥 NRC也在总结一些研究结
果的基础上给出了以 NDF 或 ADF 为主的预测猪饲
料 DE的预测模型遥 李明元和王康宁渊2000冤对植物性

蛋白饲料建立的预测模型表明袁ADF的预测效果较其
它纤维成分更为理想遥田少彬和王康宁渊2000冤对猪常
用糟渣类副产品饲料消化能值建立的预测模型中发

现袁纤维指标是最重要的预测因子袁其中 NDF是最佳
预测因子遥

虽然化学分析法的优点非常明显袁但是化学成分
预测法也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院淤绝大部分回归模型
考虑的因素较单一袁模型上只显示化学成分与有效能
值的关系袁完全忽视了饲料成分之间的互作尧日粮能
量的高低尧动物的体重或生理阶段尧饲喂水平等因素遥
这些因素的影响对于高能日粮来说微不足道袁但对于
低能日粮却显得很重要遥 J.Noblet等渊2001冤通过研究
日粮纤维对猪饲料能量的影响发现袁 猪对 DF的消化
能力也会随着年龄或活体重 渊LW冤 的不同而发生变
化袁DF的消化率随着 LW的增加而增加曰成年猪和生
长猪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袁这种差异将影响以纤
维成分作为预测因子建立的预测方程的预测精度遥因
此袁建议就猪饲料而言袁对于生长猪和成年猪应该使
用两套不同的能量值袁而目前所建立的预测模型多以
生长猪为主遥于大部分回归模型是根据养分的化学成
分来预测有效能值袁因此袁从理论上来说袁这些模型不
可能考虑到各养分消化的变异遥模型中不同饲料的同
一预测因子如 CF尧NDF尧ADF尧NSP等的消化率并不相
同渊Chabeauti等袁1991冤袁与有效能的相关关系也不一
致遥 因此袁根据饲料的组成特性进行分类建立模型可
以使饲料成分的一致性提高袁从而提高选用指标的准
确性袁 这是提高预测模型准确性的有效途径遥 Jor鄄
gensen等(1984)对生长猪 92 种不同来源的 331 种饲
料的 DE与 CF或 NDF的回归关系建立预测方程袁当
从 331种饲料中剔除 31种动物性饲料后袁 方程的 R2

从 0.73提高到 0. 86, CV也从 10.5豫降到 6.6豫袁 说明
将动尧植物性饲料分类预测时袁预测方程准确性有所
提高遥 宋代军等(2000)以鸡建立的预测方程袁从 18种
饲料中将 6个糠麸类饲料分类建立的预测模型 R2从
0.926提高到 0.988, RSD值从 0.333降到 0.212袁说明
了饲料分类建立模型确实能提高预测准确性遥
2 近红外法光谱法(NIRS)

近红外法光谱技术是利用有机物中含有 C-H尧
N-H尧O-H尧C-C等化学键的泛频振动或转动袁以漫反
射方式获得在 0.7耀2.5滋m 这一段近红外光区的吸收
光谱袁通过主成分分析尧偏最小二乘法尧人工神经网等
现代化学计量学的手段袁建立物质光谱与待测成分含
量间的线性或非线性模型袁从而实现待测物质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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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估计遥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袁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
发展尧化学计量学研究的深入及近红外光谱仪器制造
技术的日趋完善袁近红外光谱技术在饲料工业上的应
用也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袁被誉为野绿色快速分析技
术冶和野无损分析技术冶袁是一项划时代的原料快速分
析技术遥

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的学者在 野七五冶期
间着手研发应用于 NIRS的定标软件及标样袁 并成功
地将 NIRS技术应用于测定各种饲料原料尧 配合饲料
的常规成分尧微量成分及营养价值上袁其研究成果汇
编到叶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曳中遥 然而 NIRS技术也有
其固有的缺点院 淤由于测定的是倍频及合频吸收袁灵
敏度差袁特别是在近红外短波区域袁需要较长的光程袁
对微量组分的分析仍较困难曰于它不是一个直接测定
方法袁而是将待测样品的光谱通过定标模型来估测其
组成袁因此袁定标模型的使用范围尧基础数据的准确性
及选择计量学方法的合理性都将影响分析结果(张立
英袁2002)遥
3 离体评定方法(In Vitro)

离体消化法是通过对消化道内温度尧pH值尧消化
酶的分泌尧胃肠运动和养分吸收等参数的模拟袁在体
外条件下建立一套与畜禽消化道内环境接近的操作

程序袁该方法对各种饲料和日粮养分体内消化率进行
预测和营养价值的评定遥饲料在动物体内的消化是一
个动态的完整过程袁受到各种刺激因素后由激素与神
经系统来调控遥 因此袁完全模拟这个复杂的过程是非
常困难的袁并且也不太可能具备廉价尧快速尧易操作等
优点遥随着 20世纪 30年代胃蛋白酶尧胰蛋白酶尧糜蛋
白酶结晶的析出及随后的各种消化酶测定方法的发

展袁许多学者将离体消化的模拟模型定格到了由一种
或几种关键酶分步降解的离体反应模型袁并进行了一
系列研究袁提出了一步酶解法与多步酶解法渊张铁鹰袁
2002冤遥
3.1 一步酶解法

一步酶解法主要是根据蛋白质在蛋白酶的作用

下肽键断裂袁由蛋白质的水解程度来判断蛋白质品质
及其在体内的消化率 渊Sheffner 等 1956曰Taverner 和
Farrell袁1981曰Hewitt等 1985曰Meer等 1990冤 或由解离
出的氢离子导致溶液 pH值降低的幅度和蛋白质体内
消化率之间建立回归方程袁预测体内蛋白质的消化率
渊Maga等袁1973曰Hsu等袁1977冤袁 但预测的精确度可能
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袁特别是饲料样品中矿物质缓
冲能力的影响遥 为此袁Pedersen和 Eggum等渊1983冤对

其进行了改进袁即用 NaOH不断中和蛋白质水解过程
中产生的氢离子袁 使 pH值保持不变遥 此方法虽然简
单尧快速袁但考虑的因素较单一遥 由于抗营养因子尧热
处理及饲料物理性状的影响袁测定结果与生物学法的
相关性很低袁且仅限于对饲料蛋白质消化率进行评价
和预测袁不适合对其它营养成分进行评定遥
3.2 多步酶解法

饲料养分在动物体内的消化过程是由物理消化

与多种消化酶共同参与下完成的袁只有充分考虑养分
在体内消化的各种关键因素袁不断改进对消化道内各
种环境条件的模拟袁才能使预测结果更科学遥 随着畜
禽消化生理学及酶学的发展袁单胃动物体外消化模拟
技术也得到了发展袁已由过去的单一酶法发展为现在
的多酶法遥 多酶法不但对胃消化过程进行模拟袁而且
还对胰腺分泌消化酶尧小肠消化以及大肠微生物消化
等过程进行模拟袁即由几种消化酶同时完成畜禽体内
消化过程遥 根据后段消化道模拟部位的不同袁多酶法
可简单分为胃-小肠两步法和胃-小肠原大肠三步法遥
3.2.1 胃原小肠两步法

Buchmann 等渊1979冤使用胃蛋白酶原胰酶来预测
蛋白质的体内消化率袁 利用该方法所测定 30种大麦
蛋白体外消化率与大鼠体内消化率存在很强的相关

性遥 其后袁Boisen 等 渊1991冤尧Boisen 和 Fernandez 等
渊1995冤 主要针对此方法中降解物与未降解物的分离
方法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修改方案遥修订后的方案所
测饲料干物质尧有机物尧蛋白质尧能量的消化率与生物
学法均存在强相关关系遥 但此方法中袁消化产物不断
积累会对酶促反应产生抑制作用袁从而导致体外养分
消化率降低袁 影响其预测体内养分消化率的准确性遥
此外袁此方法中用三氯乙酸或磺基水杨酸溶液来沉淀
反应液中未被降解但溶于水的蛋白质袁然而淀粉和脂
肪的消化产物并不能简单地以三氯乙酸或磺基水杨

酸来分离遥 同时袁一些可以被动物吸收的小肽也被人
为的划分为未被消化蛋白遥 为此袁一些学者为了克服
消化产物累积对酶促反应的抑制作用袁建立了以透析
为手段去除消化产物的方法并对消化酶的浓度尧饲料
粒度尧透析时间尧透析袋截留分子量大小尧透析液流速
及酶促反应温度等因素进行了一些研究袁发现透析法
与生物学法的相关性比未去除产物法更高的结论袁并
提出了几套体外消化模拟操作规程 渊Cave等袁1988曰
Gauthier 等 袁1982曰Savoie 和 Gauthier袁1986曰Drake袁
1991曰黄瑞林等袁1999曰张铁鹰等袁2002冤遥

这些方法所采用的透析袋截留分子量为 1 000Da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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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能够使氨基酸和部分小肽通过袁这与蛋白质在体
内的实际吸收情况比较接近遥 因此袁其在预测蛋白质
的体内消化率上比未去除产物方法更合理遥然而透析
袋的孔径主要针对蛋白质的降解产物袁并不能改善对
饲料有效能及其它养分消化率的预测值遥畜禽采食的
饲料经过胃初步消化后袁通过胃运动分批转运到下一
段消化道渊十二指肠冤遥 因此袁如果利用猪小肠液测定
饲料体外消化率袁除胰蛋白酶尧糜蛋白酶尧淀粉酶和脂
肪酶等主要消化酶外袁胰脏分泌的微量物质尧肝脏分
泌物及肠肽酶等一些影响养分消化的成分均可通过

猪小肠液来获得遥这样可以使体外消化模拟过程与体
内更接近袁所测定结果也越可靠合理遥 中国农业学院
畜牧研究所在 20世纪 80年代对该方法进行了系统
的研究和改进袁建立了一套标准化的操作程序袁利用
该方法测定的饲料干物质和能量体外消化率与生物

学法间存在强相关渊R2越0.95耀0.98冤遥
3.2.2 胃原小肠原大肠三步法

一步及两步酶解法主要模拟了胃或胃与小肠的消

化袁并没有考虑回肠以后微生物的作用袁而猪后段消化
道微生物发酵产生的挥发性脂肪酸所提供的能量大约

占日粮中提供能量的 12豫渊Kass等袁1980冤遥 以这些方
法来预测养分的表观消化率及有效能时存在一定的局

限遥Fonty和 Goue渊1989冤及 Ahrens等渊1991冤发现袁瘤胃
微生物与猪大肠内微生物的组成和发酵原理存在许多

共同之处袁为此袁一些学者提出了胃蛋白酶原胰酶原瘤胃
液渊Fonty和 Gouet袁1989冤及胃蛋白酶原胰酶原碳水化合
物酶三步酶解法袁并建立了操作规程渊Metz和 Van der
Meer袁1985曰Boisen 和 Fernandez袁1994尧1997冤遥 瘤胃液

法与碳水化合物酶法相比消化处理所用时间长袁 受瘤
胃液的来源影响较大曰而碳水化合物酶是一种商品袁组
分稳定袁 而且消化处理所用时间也较短遥 Boisen 和
Fernandez渊1997冤利用碳水化合物酶法测定的 90个饲
料样品和 31种配合饲料的体外有机物质消化率与体
内能量消化率之间存在线性相关渊R2越0.94冤袁这表明利
用胃蛋白酶原胰酶原碳水化合物酶三步酶解法能够较好
地预测单胃动物饲料的消化能遥

离体评定方法从操作的简便性和模拟结果的科

学合理性方面均有很大发展袁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
处遥 首先袁消化模型中各项消化参数只是部分与体内
实际情况相吻合袁而有些参数则相差较远袁需要继续
完善和发展遥 其次袁多数消化模型没有考虑到日龄对
动物体内能量消化率的影响袁不能对饲料能量在不同
生长阶段的畜禽体内的消化率进行准确预测袁尤其是
仔猪等生长速度较快的动物遥 由此可见袁用离体法预
测饲料有效能值方法的研究仍任重道远遥
4 小结

饲料有效能的评定一直都是饲料营养成分评定

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寻求准确而又简便的评定方
法也是动物营养学家所追求的目标遥由上述饲料有效
能评定方法的发展历程来看袁各种方法都在不断的完
善袁但是所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遥今后袁我们应该对
于影响评定方法精确性的因素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袁
使之更加完善袁从而为我国实现畜禽数字化尧信息化
养殖提供重要的基础性决策依据遥

（参考文献 35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渊上接 63页冤
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动物源性饲料安全监管工作的力度遥

第一袁要严把动物源性饲料生产企业的市场准入关遥 加
强生产管理是动物源性饲料产品安全监管的第一个环节袁对
于从源头保证动物源性饲料产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遥 通过审
核企业软硬件条件袁发放叶动物源性饲料产品生产企业安全
卫生合格证曳袁 用制度和程序促使企业加深对动物源性饲料
安全的认识袁逐步改善生产条件尧提高管理水平袁达到安全生
产的目标遥

第二袁要加强对动物源性饲料产品的日常监督检查遥 对
于已经获得合格证的动物源性饲料生产企业要加强发证后

的监督检查袁通过年度备案检查尧不定期抽查和产品监督检
测等方式袁加强对获证企业的监控遥 尤其要加强对生产企业
加工原料的来源尧 产品的流向和销售记录等进行监督检查袁
确保动物源性饲料的生产规范尧使用科学遥 同时袁还要从生
产尧经营和使用各环节开展对于未获得合格证仍在生产的违

规企业的查处袁 责令其立即停止生产并限期补办合格证袁对
于不符合生产条件的企业袁坚决予以取缔遥 尤其要加强反刍
动物饲喂环节的抽查力度袁切实杜绝在反刍动物饲养过程中
使用禁止的动物源性饲料产品遥

第三袁要加大动物源性饲料监管工作的宣传力度遥 要进
一步加大宣传工作力度袁使叶办法曳在动物源性饲料生产从业
人员和养殖户中口熟能详袁使动物源性饲料安全意识深入人
心遥 要广泛利用电视尧广播等各种媒体袁采用座谈尧讲座等各
种方式进行宣传袁要深入生产第一线和养殖现场与企业员工
和养殖户进行一对一的交流袁面对面地讲解说明袁将宣传工
作做细做实遥

第四袁要加强管理人员自身能力建设遥 要加强对管理人
员的培训袁通过举办培训班尧研讨班等形式组织基层饲料管
理人员学习动物源性饲料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袁 做到知法尧
懂法遥 要采用案例分析尧情景模拟等生动的教学方式增强他
们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袁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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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毒理学是在毒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

学科袁 它主要研究外来化学物质或其它环境因素对人
和动物生殖系统的不良影响及其机理遥 随着环境污染
越来越严重袁 很多污染物都会引起机体生殖系统产生
一定的变化遥 因此袁 研究外来刺激物对生殖系统的影
响袁一方面可对它们的毒性做出全面评价袁并对其引起
损害的病理过程及机理有进一步的了解曰 另一方面可
以为制定防治措施提供依据遥 氟是机体必需的一种微
量元素袁缺乏或过剩均可引起疾病遥人们对氟的生殖毒
性研究已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袁 认为氟可作用于生殖
过程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阶段而表现出生殖毒性遥
1 氟对精子的作用

氟可损害生殖细胞的形态和功能遥 在人体方面袁
氟可导致精子数量减少尧活动力降低尧自毙率升高尧精
子膜损伤袁溶酶体活性降低遥 硝酸银染色可显示精子
头部拉长袁尾部成圈状或缺失袁导致精子功能发生改
变遥在试验动物方面袁氟可致家兔尧小鼠和大鼠等精子
数量减少袁 活精率降低袁I 尧II级活动度的精子比例降
低袁精子畸形率增高袁而且畸形类型以尾折叠为主曰其
次为头部的无定型尧无钩型尧香蕉形尧双头等遥 在家兔
还表现为头与头粘连袁无鞭毛形成的现象袁但未发现
对精子畸形类型构成影响遥但张进等对大鼠的试验表
明袁在染毒剂量 3.37mg/kg时袁精子畸形率未有变化袁
具体的机理还需进一步研究遥

目前认为氟可以直接破坏精子结构袁表现为使精
子微管及鞭毛缺乏袁纤维鞘破裂及鞭毛中段线粒体的
结构受损遥 氟还能使完整的细胞溢出钾离子袁精子中
钠和钾的含量显著降低袁有效的钾离子溢出可干扰电
解质平衡袁从而导致精子形态和功能的损害遥此外袁氟
对睾丸尧体内生殖激素和酶尧生殖系统微量元素尧生殖
细胞内遗传物质的影响以及对其它系统的作用都可

影响到精子的质量遥
2 氟对生殖器官的作用

精子是在睾丸的曲细精管中袁由各级生精细胞分
化而来袁睾丸曲细精管中的精子必须经过附睾才能逐
渐成熟袁附睾上皮可为精子的储存和成熟提供适宜的

微环境遥 人们通过大量的动物试验已证明袁过量的氟
对睾丸尧附睾和其它生殖器官都具有毒性作用遥

氟中毒可使家兔输精管上皮细胞粘膜受到破坏袁
输精管粘膜微粒减少遥 氟中毒也可使大鼠和小鼠睾
丸尧附睾重量及脏器系数下降袁曲细精管退化尧坏死,
管径变小袁结构疏松袁各级生精细胞变薄尧数量减少曰
并使附睾尧输精管尧前列腺尧精囊的组织学发生改变袁
生精过程受到抑制袁精子生成停止袁成熟精子的数量
减少遥 但据安丽报道袁氟中毒并不影响小鼠睾丸及附
睾脏器系数袁这可能与中毒的剂量不同有关遥

睾丸中的支持细胞有营养尧 保护和支持生精细胞
的作用袁还有吞噬尧消化代谢产物袁分泌睾网液袁合成雄
激素结合蛋白和睾丸抑制素及控制精子从生精上皮排

出的功能遥氟中毒可使大鼠支持细胞数量减少袁滑面内
质网扩张甚至空泡变性袁线粒体呈多形性改变袁溶酶体
增多袁胞质少尧空泡化袁胞质电子密度增高尧多突起袁胞
核与胞质分界不清袁甚至整个细胞退化萎缩遥

睾丸间质细胞是合成和分泌睾酮的场所遥氟中毒
可使大鼠睾丸间质细胞受到损伤袁以线粒体和滑面内
质网的变化最显著袁表现为线粒体减少袁滑面内质网
扩张尧空泡变性曰并且还可使胞核直径缩减袁脂滴数量减
少袁胞浆内出现大量形态不规则的脂褐素颗粒遥

在雌性生殖系统方面袁余永新等报道氟可导致家
兔子宫充血尧水肿袁输卵管浆膜和固有层充血袁黏膜上
皮脱落袁阴道出血袁但尚未见氟对卵巢损伤的报道遥
3 氟对体内酶及氧化作用的影响

已有的资料表明袁氟可影响生殖系统一氧化氮合
酶 (NOS)尧 脂质过氧化物 渊LPO冤尧 超氧化物歧化酶
渊SOD冤尧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渊GSH-Px冤尧三磷酸腺苷
酶 渊ATPase冤尧 琥珀酸脱氢酶 渊SDH冤尧 酸性磷酸酶
渊ACP冤尧酌-谷氨酰转移酶渊酌-GT冤尧唾液酸渊SA冤等的水
平与活性袁进而影响到人及动物的生殖功能遥

睾丸组织富含磷脂不饱和脂肪酸袁易受过氧化诱
导物攻击遥 一氧化氮(NO)作为内源性自由基可与超氧
阴离子反应袁 生成一种强氧化剂要要要氧化亚硝酸

(ONOOH)袁诱导脂质过氧化袁但低浓度 NO 可促进精
子顶体反应袁NO由 NOS催化精氨酸与氧分子经多步
氧化还原反应生成遥 有报道称袁氟中毒可使大鼠睾丸
间质细胞 NOS阳性细胞数目增多袁NOS活性增强袁影
响精子的氧化效应与精子的活力遥

SOD和 GSH-Px是机体的抗氧化系统袁能及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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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正常代谢过程中产生的 H2O2和其它自由基袁 而且
对人及动物生殖细胞的分化也有很大的作用遥哺乳动
物在受精前的精子获能和顶体反应是 O2-和 H2O2导
致的氧化过程的一部分遥 Prillamam等对睾丸扭转或
复位的大鼠静脉注射 SOD等抗氧化酶袁 发现大鼠生
精能力获得明显改善袁但如果在精子获能时加入 SOD
去除 O2-则会抑制精子获能遥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对
精子的形成也起重要作用袁它在精子细胞内以可溶性
过氧化物酶的形式存在袁在精子成熟过程中变成一种
线粒体内无酶活性的不可溶性结构蛋白成分袁被氧化
交叉结合曰而且在睾丸中相关的 GSH-Px活动与正分
化为精子细胞的线粒体密切相关遥 氟中毒可使机体
SOD和 GSH-Px活性发生变化袁染氟初期或低剂量可
使小鼠和大鼠 SOD活力升高袁 但使后期 SOD活力抑
制遥 这是由于低剂量染氟时引起机体代偿性反应袁而
随着中毒的加深袁影响了酶的表达袁致使酶活性降低遥
氟也可明显抑制大鼠全血 GSH-Px活性袁并使睾丸组
织中的 LPO含量明显升高袁可能是氟与 GSH-Px活性
中心的巯基结合所致袁 也可能是消耗酶的底物 GSH
而使其活力降低遥

另外袁ATPase 和 SDH 是精子能量代谢的重要酶
系袁它们对精子的能量释放反应及氧化代谢有重要作
用遥 Chinoy尧 王锡林等都曾发现染氟大鼠附睾中的
ATPase和 SDH活性下降袁 但陈国元却又报道氟可使
睾丸组织 SDH活性明显增高袁 其具体的机理尚需进
一步研究遥 ACP是一种溶酶体酶袁与精子顶体功能有
关袁Chinoy等报道过氟中毒可使大鼠附睾 ACP活性下
降遥 乳酸脱氢酶渊LDH冤仅存在于成熟雄性生殖细胞
内袁且主要分布在线粒体内袁对精子的发生和成熟起
着重要作用遥 应晨江等报道过氟中毒大鼠睾丸 LDH
及其同工酶渊LDHx冤活性降低遥 酌-GT活性大小与睾丸
支持细胞的复制和成熟有关袁它是反映支持细胞功能
的标志酶袁氟可使睾丸组织 酌-GT活性明显增高遥 唾
液酸是细胞膜上的一种糖蛋白袁是细胞膜负电荷的主
要来源袁其含量的改变可反映细胞膜的损伤遥 吴南屏
等发现氟可致子鼠睾丸组织中唾液酸含量明显升高袁
这可能是使糖蛋白分解代谢降低或合成增加所致袁表
明氟可对睾丸组织细胞膜造成一定的损伤遥

氟是某些酶的抑制剂袁特别对含有二价金属阳离
子为辅基的酶有明显抑制作用遥目前认为氟对酶作用
的机理可能主要是由于氟与酶中的金属离子形成复

合物袁 而这些金属离子是酶的激活剂或辅酶的成分袁
所以氟对这些离子的沉淀作用以及氟对这些金属离

子的特殊亲合力袁均可使酶的活性发生改变遥另外袁氟

还可与酶分子直接结合袁使酶结构发生改变遥
4 氟对生殖内分泌的作用

高氟状态能影响雄性生殖系统内分泌功能袁其中
一个很大的方面是影响睾酮的含量和代谢状态遥
Susheela等人研究指出袁在地方性氟中毒病人血清睾
酮的含量明显降低袁病人生殖能力受到影响袁这可能
是由于氟导致睾酮转化成它的代谢物 5-琢-二氢睾酮
和 5-琢-二氢睾酮还原酶后功能改变曰 或由于性激素
受体相互作用使其功能受到损害曰还可能由于氟的作
用导致前列腺素 E2和 PGF2增加引起靶组织反应能
力受到损伤遥这两种前列腺素对男性生殖系统有明显
的拮抗睾酮的作用遥 在动物方面袁氟中毒可导致小鼠
血清睾酮水平下降遥对于氟致机体睾酮水平下降的机
理袁Kanwar发现氟化物浓度为 10mg/l时睾酮合成受
抑制袁为 100mg/l时睾酮产物明显减少袁为 200mg/l时
睾酮抑制程度最大遥 黄体生成素渊LH冤对睾酮的分泌
有调节作用遥 陈培忠尧Toker和 Savceuche等人都曾发
现袁 在血清睾酮下降的同时袁 试验组高氟人群的 LH
较对照组明显升高袁但姜春霞等发现氟中毒大鼠血清
睾酮和促黄体生成激素水平都下降遥 袁隆德的理论可
对此做出很好的解释袁 他指出高氟能使机体的垂体-
性腺轴的功能发生改变袁 血清 LH水平和垂体 LH含
量的不同可能由于动物对氟中毒的状态不同而有差

异袁在亚急性毒性状态中袁血清睾酮含量下降袁对垂体
LH细胞的负反馈作用减弱袁垂体 LH大量释放入血袁
导致血清 LH 水平增高曰但在慢性毒件状态中袁血清
睾酮水平降低袁垂体内 LH含量有所降低袁但血清 LH
无显著改变遥 这是由于氟长期作用于垂体 LH细胞袁
使其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袁LH合成减慢袁释放也
相应减少的缘故遥

高氟还可表现出一定的雌性内分泌毒性遥 陈培忠
等研究发现袁生活在高氟区渊饮水氟含量为 5.5耀10.2mg/l冤
的育龄妇女血清中 LH尧促卵泡素渊FSH冤及雌二醇渊E2冤
水平都明显低于对照组遥闫立芬等研究表明袁氟可呈现
双峰趋势影响更年期妇女绝经年龄袁 提示氟对妇女的
生殖内分泌功能的作用为双重的剂量反应效应袁 适量
的氟(水氟浓度臆1mg/l)有利于机体健康袁适当水平的
高氟(1耀3mg/l)具有可以刺激妇女生殖内分泌系统的功
能袁 使妇女绝经年龄推迟曰 但过高的氟却可降低其功
能袁表现为使妇女月经异常率增高袁并指出可能因为氟
使细胞原卜啉合成受到抑制遥据此袁我们认为氟对下丘
脑-垂体-卵巢轴的作用也呈现双重的剂量反应遥
5 氟对生殖遗传的作用

在细胞遗传学方面袁目前认为袁高氟可导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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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致突变作用袁诱发睾丸精母细胞染色体畸变袁姊妹
染色单体交换渊SCE冤频率增加袁且具有剂量-效应关
系遥 高氟也可导致小鼠尧母羊及奶牛体外培养的卵细
胞染色体畸变袁 引起大鼠卵巢细胞 G2期后段明显突
变遥 由此可见袁氟中毒可通过影响细胞核染色体而表
现其生殖毒性遥

在分子遗传学方面袁Shashi A曾报道接触 NaF的
家兔卵巢 DNA和 RNA含量明显降低且呈现剂量-效
应关系遥汪超等给大鼠饮用 200mg/l NaF的去离子水袁
吖啶橙荧光染色的睾丸细胞 DNA和 RNA 荧光显色
反应强度明显减弱袁 说明氟中毒大鼠睾丸细胞 DNA
和 RNA活性明显减少遥 张遵真报道氟化钠可诱导小
鼠离体睾丸细胞的 DNA单链断裂袁 而且无论是拖尾
细胞百分率袁 还是 DNA迁移长度均随氟化钠浓度的
增加而增加遥 对于氟对睾丸细胞 DNA造成损伤的可
能原因院淤氟本身属于一种电负性强尧化学性活泼的
强氧化剂袁 具有强氧化性的物质常常都可引起 DNA
的单链断裂曰于氟导致体内自由基堆积袁造成 DNA损
伤曰盂氟能直接抑制细胞的 DNA 聚合酶袁使 DNA 和
蛋白质合成受阻曰 榆氟化物可直接与 DNA共价结合
而造成 DNA损伤袁 比如氟与尿嘧啶及酰胺有很强的
亲和力袁 可引起 A-T 碱基对之间氢键断裂袁 造成
DNA尧RNA结构改变袁干扰它们的合成袁增加 DNA复
制过程中碱基配对的错误频率曰 虞通氟过抑制 DNA
修复过程而实现其作用遥

细胞凋亡是在一定的生理或病理条件下袁细胞根
据基因调控按照自身既定的程序主动的死亡过程遥在
精子形成过程中袁数目过多的精原细胞和初级精母细
胞通过凋亡被清除袁使进入减数分裂的细胞数目相对
恒定袁但过量凋亡可影响人及动物生殖性能遥 氟中毒
可使大鼠生精细胞凋亡指数升高袁且在生精细胞中以
精母细胞凋亡最明显袁精原细胞次之袁精子细胞和精
子凋亡最少袁表明过量的 NaF进入睾丸后袁主要作用
于精母细胞袁通过影响精母细胞而导致成熟精子数量
下降袁而非直接作用于精子细胞遥

虽然以上论述都说明高氟对人及动物有生殖遗

传毒性作用袁 但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袁如
Martin的试验结果显示袁动物终身消耗 50mg/l氟并未
引起睾丸细胞染色体损伤曰崔留欣等报道氟对大鼠睾
丸组织初级精母细胞染色体畸形率无影响遥
6 氟的拮抗剂对生殖系统的作用

目前认为硒是氟良好的拮抗剂遥陈国元和王锡林
指出袁 硒可拮抗由氟引起的精子总数和存活率下降尧
精子畸形率升高尧各级生精细胞数量减少袁支持细胞

数量减少袁睾丸和附睾重量及脏器系数下降袁酌-GT和
SDH 活性增高尧MDA 水平上升袁LDH尧Na 垣-K 垣-AT鄄
Pase尧Mg2+-ATPase尧Ca2+-ATPase等生化标志酶含量的
降低袁血清睾酮尧促黄体生成素水平下降袁表明氟硒联
合具有拮抗减轻对睾丸的作用袁尤以中等剂量(2.0mg/l)
硒效果最好遥其机理有以下几点院首先袁硒可以拮抗高
氟的细胞毒作用袁稳定生殖细胞和精子生长尧发育尧成
熟的微环境曰硒可提高氟中毒患者体内谷胱甘肽过氧
化物酶活性袁拮抗高氟所致的生化指标的改变袁使血
清和组织中钙尧镁含量升高袁拮抗氟诱导的钙尧镁含量
降低遥其次袁硒对细胞也有直接的保护作用袁可降低细
胞膜对氟的通透性袁减少细胞内氟含量袁促进氟的排
出曰硒还可减轻氟致组织细胞超微结构改变袁保护细
胞膜完整曰硒也是精子发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成
分袁对精子正常功能的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左学志对维生素 C对氟的拮抗作用作了研究袁得
出了与硒一样的结论袁并指出其主要原因是维生素 C
的抗氧化作用和排氟作用遥

另外袁魏赞道指出氟与铝尧砷尧钼尧碘尧铜尧锌尧锰尧
铁等在体内的代谢都有密切的关系遥 牟素华和杨克敌
也报道袁氟可使睾丸铜尧锌尧铁水平显著升高遥 牟素华
还指出袁在睾丸中镉能拮抗氟的毒性袁同时还发现镉
能缓和高氟导致的睾丸过氧化脂质渊LPO冤含量升高和
GSH-Px含量降低遥 某些微量元素是机体许多酶类的
组成部分袁例如铜尧锌尧锰尧铁都是 SOD的组分袁可能是
它们对氟有拮抗性的原因遥 由此可见袁研究氟与这些
微量元素的之间相互影响袁有助于理解氟中毒机理遥

另外袁 安丽对维生素 E对氟的拮抗作用作了研
究袁结果维生素 E对氟中毒引起的小鼠精子数尧活精
率尧 精子活动度下降和精子畸形升高无明显改善作用遥
VE与动物生殖和精子生成有关袁 同时又是公认的自
由基清除剂袁此结果可能因为 VE对生殖系统的保护
与氟化物致雄性小鼠的生殖毒性作用机理有所不同遥
7 小结

综上所述袁 氟对生殖系统的毒性作用具有复杂性
和广泛性遥 过量的氟能在分子水平上破坏染色体 DNA
的结构袁又可作用于神经内分泌系统袁还可损害睾丸的
生精功能袁最后对生殖系统造成多方面的损害遥造成损
害作用的严重程度与机体接触氟化物的剂量尧 毒作用
的持续时间等都有密切关系遥 高氟生殖毒性的具体作
用机制袁现在还不十分清楚袁这需要深入的开展研究袁
从分子和基因水平阐明其毒作用原理袁 为预防和治疗
建立基础遥 （参考文献 45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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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国配合饲料的总产量将达到 1.4亿吨袁
在未来一段时间袁我国饲料工业仍将保持较高增长速
度遥 预混料尧浓缩料尧牛羊料也会保持较大的增幅袁特
别是水产饲料增长势头强劲遥 然而袁我们应该看到在
这大好形势下暗藏着变数遥

首先袁产能相对过剩遥 饲料行业虽然增长势头明
显袁但目前饲料行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袁很多企业实
际产量不足袁设备闲置曰而新的饲料厂不断建成袁大部
分中小饲料企业日子并不好过遥

其次袁产品同质化日益严重遥 由于绝大部分饲料
企业规模较小袁战略没有预见性袁管理没有连贯性袁技
术没有自主性袁营销没有取舍性袁导致产品同质化现
象日益严重袁企业被迫通过扩大赊销尧抬高折让争夺
客户资源袁使经营成本增加袁坏账增多遥为了减轻存货
压力袁或应对少数投机者的低价搅局袁企业被迫降价
应战袁结果在野跳水比赛冶中迷失方向袁糟蹋了产品袁丢
掉了市场袁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遥

再次袁来自大企业的压力加大遥 大企业一方面通
过产业一体化袁将市场无缝覆盖袁市场版图经过有机
整合袁市场空隙缩小袁导致市场机会减少袁不断提升的
技术优势和品牌效应袁提高了行业进退门槛袁使跟随
者的成本增加袁经营风险增大遥另外袁大企业借助资本
优势袁发挥规模效应袁着眼于微利经营袁使行业的整体
赢利降低袁 已经接近多数中小企业的利润临界点袁生
存压力不断增加遥
1 目前饲料行业大公司开始进行的规模化扩张

1.1 产业一体化

产业链一体化战略确实存在较大的操盘空间遥饲
料业是养殖业和种植业的中间环节袁而种植业和养殖
业是一个综合多种学科的实用技术袁 技术含量高袁学
科间配合密切而复杂遥 据叶农村养殖技术曳调查袁农村
养殖户治兽病靠自己的占 84%袁防病措施靠打疫苗的
占 96%袁购买靠同行推荐占 39%袁广告占 50%袁很多人

养殖赔了钱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遥模仿尧想当然尧自以
为是袁是当前养殖业从业人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遥 目
前袁养殖户中只有 1/3 赢利袁而赢利的一般是有技术
和经营头脑的袁所以说袁养殖业其实是一个风险大尧比
较脆弱的行业遥但我们更愿意相信这对于产业链一体
化战略来说袁是一种机会袁因为一体化战略涉足的是
覆盖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袁而对每个环节的关注和
经营将为企业提供整套解决方案袁 或者整套产品组
合袁而这正是养殖户所期望的遥 产业一体化的竞争优
势在于给农民提供全盘的便利和技术管理支持袁从而
沿着整条产业链袁所有参加者建立起相互信任袁目标
和价值取向一致遥
1.2 专业规模化

规模化扩张不是所有饲料企业的灵丹妙药袁要最
快速的实现规模化经营袁 并购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
法遥 饲料行业近年的多起并购事件袁虽然制造了轰动
效应袁但并不代表饲料行业发展的普遍趋势袁因为并
购需要强大的企业整合能力和雄厚的资金支持袁而且
并购双方不同的企业文化尧管理理念尧赢利模式都只
有通过艰苦而反复的磨合才能最终趋同遥这对于并购
方来说袁没有强大的驾驭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遥 从这
一层意义上说袁中国饲料行业野老虎冶远不如野猫冶多袁
能够并购其它企业的为数极少遥
2 中小型企业首选差异化战略

适用于饲料行业的企业发展战略很多袁但大部分
只适合大企业遥实现中小型企业持久赢利和持续发展
的模式袁恐怕首选差异化战略遥

差异永恒存在袁只有大小强弱之分曰差异化追求的
野差异冶是产品的野不完全替代性冶曰差异化可以在经营
活动全程发力袁作为指导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方向遥
2.1 发现区隔市场

市场由消费者群体组成袁 而消费者是多样性的袁
不论多么完善尧多么成熟的市场都不会静止不变遥 市
场区隔始终存在袁经营机会俯首可拾袁关键是我们介
入市场的深度如何遥 野两个人想法相同袁肯定有一个没
动脑筋冶遥 发现市场的要求袁锁住目标市场遥
2.2 模仿尧修正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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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平常的产品袁 都可能变成一种高增值产品袁完
全不能实行差异化的产品并不存在遥社会对产品的态
度是袁越成熟的产品袁越容易通过不断地积累小的优
点袁越多地凸显与众不同的机会袁这些小优点最终使
产品改变袁从而创造出新市场遥 膨化料用作猪饲料不
是新鲜事物袁而双胞胎用膨化料做乳猪料袁这就是创
造市场的好方法袁 更关键的是倡导饲喂方式更新袁还
顺带起个野吉祥冶的名字遥
2.3 拾遗补缺

市场永远在运动袁产品空缺永恒存在遥 一个人不
可能是所有技能的全能冠军袁企业也是如此遥今天袁中
小企业瞄准大企业的弱项袁开发大企业无暇顾及的产
品袁填补市场空缺袁或者成为大企业的助手尧上游供应
链的成员袁明天同样可以戴上大企业成功的花环遥

差异化战略好比是一场有限制的赛跑遥 首先袁企
业可以选择不和对手在同一条跑道上赛跑曰 其次袁可
以选择同一条跑道赛跑袁却做不同的项目曰最后袁虽然
选择在同一条跑道上却用不同的规则赛跑遥

实施差异化战略袁选准尧培育尧管理区隔市场袁任
何一环都至关重要遥看准了市场袁为产品确定了区隔袁
并不意味生意会自动上门袁培育市场则要求营销传播
的方方面面袁都必须围绕区隔而整合遥 管理区隔市场
的重要性更不言而喻袁多少一步登天的企业老总用悲
壮的现身说法证明了一个守业公理院打江山难袁守江
山更难遥 埋头苦干不是管理的全部袁我们第一要清楚
自己的处境袁第二要考虑如何提高进入门槛或者抬高
退出门槛袁 使对手虽然垂涎三尺却不敢进入我们的
野美丽城堡冶遥
3 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可以有不同的战略袁战略是前进道路上的灯
塔遥 决定战略是否得以最终实现的诸多因素中袁第一
位的是企业必须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遥
3.1 产品力

产品力形成的第一要素是技术遥技术几乎直接决
定着产品力的大小袁进而决定着竞争力的大小遥 不少
人认为饲料行业无技术袁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认
识袁正因为这种错误的思想蒙住了人们的眼睛袁才出
现盲目跟风上项目袁产品同质化日趋严重的后果遥 饲
料企业不论大小袁 都要或准备要获得自己的技术袁对
企业来说组建一支有力的研发队伍的行动刻不容缓遥
从营销的角度来看产品袁产品力实际上是指产品赢利
能力袁优质产品并不总是赢利的产品袁很多专家倡导
产品力的时候讲产品组合袁产品组合中应包括三种产

品院品牌产品尧品牌延伸产品尧应时产品遥在饲料行业袁
应时产品通常会破坏企业的品牌遥 所以袁保持品牌产
品优势袁借助品牌的力量袁大力推出品牌延伸产品渊具
有品牌产品的重要特点袁价格稍低袁但销量大冤是获得
利润的重要来源遥 产品的赢利能力袁体现在产品的投
入产出比的高低上遥 所以要想获得好的产品力袁产品
定位也很重要袁好的品牌需要定位袁是全球性品牌尧全
国性品牌还是地区性品牌袁这是企业最基本的品牌策
略遥由于我国饲料企业整体实力不强袁加上幅员辽阔袁
不同地区的饲料资源和养殖水平差异很大袁多数饲料
企业最好定位为区域品牌袁千万不要以为区域品牌没
有生命力袁少数大型饲料企业集团适宜定位于全球性
或全国性品牌遥 养殖存在类别风险袁中小企业或专业
化企业应适当考虑产品的抗风险组合袁如禽流感疫情
的不断蔓延袁 给禽类养殖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袁
只有单一禽饲料产品线的饲料企业日子也一定好不

起来遥 好在饲料界早已有所准备袁如顺德星星的产品
线编排得就很好袁在年产 26万吨饲料中袁覆盖 7大系
列袁涉及 300 多个品种的全价颗粒料尧膨化料尧预混
料袁是国内目前生产饲料品种最齐全的厂家之一遥
3.2 组织力

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说明袁企业的赢利能力已经
不能单靠产品袁或者单靠营销袁因为在一个行业中袁在
产品力上遥遥领先的情况已经相当少见袁在买方市场
环境下袁单靠营销不能解决的困难越来越多遥所以袁组
织力的作用进一步为企业家所看重遥组织力突出表现
为企业的自我协同能力袁企业是一个有机整体袁牵一
发动全身袁协同不等于协调袁协同更强调同一性遥好的
执行能力和学习能力袁是加强企业自我协同能力的有
效手段遥这些年袁关于执行力的讨论不少袁然而真正能
建立良好的执行效率的饲料企业不多遥原因是多方面
的袁但主要是企业家对于执行理解不够全面袁片面强
调令行禁止袁令行禁止就是执行力吗钥显然不是遥执行
是一个系统工程袁是企业组织化的行为袁要打造执行
力袁要转换工作方式袁把领导者个人的执行力转换成
组织化尧制度化的流程遥饲料企业要提升执行力袁三大
核心流程不能少袁那就是战略流程尧人员流程尧运营流
程遥 战略流程是企业正确行事的保证袁中国饲料企业
多数患有战略缺失症袁别人做什么料赚钱了袁我就做袁
是广大中小饲料企业的普遍思维遥 其实袁缺乏好的战
略袁好比失去舵手的航船遥 优秀的战略应考虑以下问
题院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尧现有市场和客户尧面临的风
险尧主要竞争对手尧长短期利益以及两者之间的协调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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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赢利模式等遥 人员流程就是选人尧育人尧留人尧
用人尧激励人尧培养人袁要用财务指标对人力运营情况
进行衡量袁只有正确的用人思想袁搭配正确的评价机
制袁才能真正达到人尽其才的目标袁使人力资源最大
限度增值遥 如果说战略流程规定了企业的发展方向袁
人员流程指明了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人员因素袁那么运
营流程则为企业开展工作提供了明确的行动方向袁也
就是如何把事情做正确袁利用企业的资源袁在战略和
人员之间建立联系遥现在多数饲料企业仍然没有勇气
也没有能力建立良好的执行力遥 企业是一个有机整
体袁流程不畅尧理解偏差尧沟通受阻袁都会造成严重的
内耗遥学习力也是很多饲料企业欠缺而又不愿加以重
视的因素袁饲料企业面临着严重的前途危机袁不思进
取尧不求创新的企业将会在这场竞争中首先被淘汰出
局遥饲料企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要让客户渊养殖户冤增
值袁所以袁饲料企业要创建以客户为导向的学习型组
织袁 要把学习的焦点从漫无目的转移到以客户为焦
点袁在客户增值上下功夫遥 学习要以提升业绩和专业
为导向袁只有目标明确的学习袁才是有效益的学习遥同
时袁不可忽视的是袁领导要在创建学习型组织活动中
树立起倡导学习尧爱好学习的榜样袁要成为学习的先
行者尧责任者尧教导者遥 一个努力学习尧努力向上的组
织通常是很难被打垮的遥
3.3 文化力

可以说袁 过半的饲料企业没有形成积极健康的企
业文化袁一些企业以为把远景尧使命尧目标尧价值观尧理
念等放到网站上尧挂在写字楼尧贴到公布栏上袁员工耳
熟能详袁企业文化就深入人心了袁企业文化也就野文化冶
了遥这充其量只能算是企业文化的宣传手段遥关于企业
文化的争论颇多袁但是袁企业家的言行是企业文化一部
分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人士的认同曰企业家的言行袁对企
业文化的形成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遥 企业家期望在品
质上投机袁员工就会忽略质量曰企业家对客户不忠诚袁
员工就会忽略客户的感受曰企业家追求结果营销袁营销
人员就是不顾一切促成交易遥企业家关注的问题袁一定
是领导层关注的问题袁领导层关注的问题袁同样成为员
工关注的问题遥所以袁我们不能强求一个员工在一个没
有远大理想的企业中树立远大理想遥 企业文化是一个
企业行为习惯的载体袁潜移默化地影响员工的价值观尧
人生观尧工作准则或行为基准遥企业文化不能一味强调
自然而成袁而要进行策划遥企业管理中一个有趣的现象
是强调什么袁得到什么曰强调到什么程度袁收获到什么
程度遥 这是很现实的东西袁企业文化也是一样遥 我们强

调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袁 企业家和领导层就要形成积
极向上的工作作风遥都说企业文化包罗万象袁其实它非
常简单遥鉴于饲料企业的行业特点袁建议中小饲料企业
要倡导建立一种主要包含野成本观念尧客户意识尧忧患
意识尧高效诚信冶的企业文化遥
3.4 情感力

企业家们经常感叹员工没有感情袁说走就走了袁可
是却很少想到员工为什么要走遥作为企业家袁要看到情
感力的神奇力量袁一个具有高度情感向心力的企业袁就
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力和抗风险力的企业遥 建立企业
情感力的主要渠道是院淤加强沟通遥沟通是达成共识的
途径袁共同认识促成共同目标的实现遥 于加强信任遥 信
任是获得支持的源泉袁没有信任袁即使近于行政命令的
压力提供了支持袁也是打折扣的支持遥盂宽容也是企业
的一种美德袁是培养情感力的一个重要途径袁但宽容绝
不代表对平庸的肯定袁宽容以相互尊重为基础遥
4 降低成本和风险

核心竞争力专注的焦点渊发力点冤是客户渊养殖
户冤赢利遥拥有核心竞争力的饲料企业袁还必须有一个
竞争力专注的焦点袁 所有突破阻力的工具都是尖的袁
饲料企业要考虑将精力和优势集中在发力点上遥这个
发力点就是赢利袁首先是客户赢利袁其次是通路赢利袁
最后是企业赢利遥 所有想取得成功的饲料企业袁都应
该把眼光放到为客户增值这个根本问题上来遥 首先袁
养殖户要赢利袁并且尽可能多地赢利袁对于养殖户来
说袁赢利意味着取得较高的投入产出比遥所以袁谁为养
殖户提供了最高投入产出比的产品和服务袁谁就赢得
市场曰其次袁经销商必须得到合理的赢利袁经销商是企
业价值链中重要的一环袁可以消灭经销商袁没有消灭
它之前袁经销商就应得到合理的赢利遥这里袁着重谈谈
养殖户赢利的问题遥

关注养殖户的赢利袁 主要是关注养殖户的养殖成
本遥低成本创造竞争优势袁更准确的表述是相对低成本
创造绝对的竞争优势曰低成本领先的关键袁就是要获得
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袁这需要年复一年的老调新唱袁
找到降低经营成本的途径曰 低成本领先意味着产品价
值实现的全过程的成本都低遥饲料企业袁除了新产品研
发成本较难确定外袁要在这几个方面降低成本遥
4.1 降低成本

4.1.1 降低采购成本

作为系统工程袁饲料企业野赚钱靠采购冶将日益明
显遥 特别是中小企业袁由于采购部门的人员配置和人
员的专业背景袁使得采购质量和成本之间时常超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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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之外袁饲料企业的老总们应多关注采购工作袁采购
评估尧采购预测尧采购监督等工作要做起来遥采购人员
的水平也要不断提升袁 不但要加强专业知识的运用袁
还要不断关注国际市场遥如果这个重要的利润中心失
控袁将使企业输在起跑线上遥
4.1.2 降低生产成本

要降低生产成本袁首先要提高设备利用率袁用满
负荷生产来分摊料尧工尧费等费用遥 同时袁由于我国地
域辽阔袁区域市场差别较大袁在销售半径外袁以服务区
域市场为主题袁建立多个微型饲料加工车间袁也不失
为一种费用降低的方法遥
4.1.3 降低人力成本

要将人力成本纳入成本核算体系中来曰 因岗聘
人袁把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曰重视培训袁促进人力
增值曰重视团队建设袁发挥人力资源叠加效应曰加强激
励管理袁挖掘员工的积极主动性袁促进员工自动自发
的工作遥总之袁要将随意用人的老作风彻底改过来袁用
财务指标来考核人力运营成果遥
4.1.4 降低服务成本

要树立新型服务观念袁售前尧售中尧售后服务都非
常重要袁不是产品出现问题了才需要服务袁服务应与产
品结伴同行遥重视服务不等于不计成本袁服务成本成为
饲料企业忽略的元素袁导致服务资源被滥用袁表现为过
度服务使客户变得比销售员还精明遥服务也需要策划袁
要降低服务成本袁同时要增加服务成果遥
4.1.5 降低价值链成本

要超越竞争对手袁 获得相对于竞争者的成本优
势袁要求比竞争对手能更有效地开展内部价值链利益
调节和流程再造的活动遥 要做低成本袁饲料企业要对
价值链各个环节的活动强化管理袁上下游企业尧企业
内部各部门尧销售通路尧客户渊养殖户冤要纳入价值链
系统加以整合和优化遥 重新审视现有的价值链袁省略
或跨越一些高成本环节的价值链活动遥中小饲料企业
无力实现生产链一体化袁但可将上下游企业纳入统一
管理袁将弯曲的价值链拉直遥
4.1.6 降低沉没成本

企业开发出低成本的产品或服务时袁竞争对手可
能以更低的成本开发出产品曰经过跟踪的客户转变了
认知袁却被竞争对手据为己有遥通常袁我们把维持这些
无效活动的成本称为沉没成本遥企业应充分考虑这方
面的成本袁 饲料企业实施差别化战略或者加强评估尧
应变预案管理袁可以较好地节约沉没成本遥
4.1.7 有效营销

营销是取舍的科学袁大部分饲料企业都是 20%的
客户买 80%的产品遥 所以袁企业的必修课就是研究如
何将稳固 20%客户遥 越来越多的数据证明袁拉拢新客
户比稳住老客户的成本高很多遥把烂客户送给竞争对
手袁把好客户的手紧紧握牢遥在此基础上袁饲料企业要
对市场进行分类整理袁80%的精力致力于 20%的重要
市场运作袁充分实现有效销售遥营销要抓住重点袁赢利
才是有效遥
4.2 降低风险

这里是指降低客户渊养殖户冤的风险遥养殖是综合
技术袁经营风险不确定性高袁所以袁如何有效规避尧降
低养殖户的经营风险袁 成为饲料企业的特殊课题袁也
是饲料营销的必然命题遥正大尧新希望尧通威等大型饲
料企业通过提供全面的养殖技术支持为养殖户规避

风险就是其中一个好方法遥 然而袁大多数中小企业不
具备这个能力袁因而可以从另一个方面着手降低客户
的风险遥
4.2.1 帮客户进行个人生涯设计

我国养殖户中袁相当一部分是着眼于短期赢利行
为袁一般都没有可持续经营的计划袁大部分是养殖户
是老板+畜医+业务员的野多功能业主冶遥饲料企业要利
用自身管理优势袁帮助客户进行个人生涯设计袁让养
殖户从个体户逐步向企业的方向迈进袁 养殖户发达
了袁饲料企业也就发展了遥
4.2.2 把养殖户纳入企业生产链尧价值链中袁加强沟
通袁共享信息

要充分利用区域优势袁将养殖户纳入自己的生产
链系统和价值分配链系统中来袁一方面可以加强企业
与养殖户之间的合作关系曰 一方面可以获得边际利
益曰还有可以加强信息的传递和反馈袁从而达到共同
赢利的目的遥

饲料工业从无到有走到强手如林袁 年总产值 2 600
多亿元的今天袁巨大的市场吞吐量尧快速的资本整合
和消长尧不断改变的市场版图袁无一不暗示着一个饲
料工业的大时代已经来临遥 在这个令人振奋的野大饲
料时代冶袁变化了和变化着的东西太多太多袁企业必须
冷静而认真的审视一下自己的处境袁全面盘点企业的
各种资源袁找到正确的企业定位和市场定位袁把打造
企业核心竞争力作为经营管理的重点袁把焦点放在赢
利能力和养殖户持续增值上来袁这样袁我们的企业才
能脱颖而出袁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进步遥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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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3月 16日耀17日袁农业部畜牧业司渊全国饲料工
作办公室冤 在沈阳举办了动物源性饲料安全监管工作培训
班袁畜牧业司副司长张喜武出席培训班并讲话遥 中国饲料工
业协会方军副秘书长尧辽宁省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局宋树才局
长等也出席了培训班遥 培训班上袁国务院法制办的法律专家
程晓敏处长讲解了野行政执法责任制冶曰农科院畜牧所副所长
王加启研究员介绍了疯牛病的成因和防控知识曰国家饲料监
测中心副主任杨曙明研究员分析了我国动物源性饲料安全

状况曰农业部畜禽产品质量监测中心常务副主任刘素英高级
畜牧师展示了全国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 5年情况结果
分析遥 同时袁一些专家还就叶动物源性饲料产品安全卫生管理
办法曳释义尧动物源性饲料加工工艺与设备尧动物源性饲料产
品分类及鉴定尧动物源性饲料产品生产企业设立条件及审核
要求等进行了系统介绍遥

张喜武司长在讲话中指出袁党中央尧国务院高度重视畜
牧业和饲料工业发展袁高度重视饲料和畜产品安全遥 在中央
政策的引导和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袁各级畜牧部门把建设畜
牧大产业作为基本目标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工作出发点和
落脚点袁逐步调整和优化畜牧业结构布局袁推进畜牧业产业
化经营遥 我国畜牧业保持了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遥 预计 2005
年全国肉类总产量达 7 700万吨袁奶类产量 2 845万吨袁禽蛋
产量 2 860万吨袁畜牧业产值可望突破 1万亿元大关遥我国畜
牧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袁主要呈现以下明显的特点院

一尧 畜牧业在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遥
2005年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接近 35%遥在一些畜牧业
发达地区袁 畜牧业现金收入已占到农民现金收入的 50%左
右遥 全国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劳动力达一亿多人遥

二尧畜牧业结构调整逐步深入遥 全国畜禽品种结构逐步
调优袁良种化水平不断提高遥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遥区域结构不
断优化袁目前全国已经形成了较为明显的长江中下游和华北
地区的生猪产业带袁中原和东北地区的肉牛产业带袁东北尧西
北和西南地区的肉羊产业带袁东北尧华北的奶牛产业带遥

三尧规模化尧产业化程度不断提高遥 目前袁全国各类畜禽
规模化养殖小区已超过 4万个袁随着规模生产水平和畜产品
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迅速发
展遥 如今袁我国畜牧业产业化组织约占到整个农业产业化组
织的 20%以上遥

四尧饲料产品产量尧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遥 预计 2005年
饲料产值超过 2600亿元袁产品产量突破 1亿吨大关遥 随着行
业的发展袁企业重组整合步伐加快袁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遥 全
国年产 10万吨以上的饲料企业已有 80多家袁全国排名前 10
位的饲料企业集团生产饲料已超过全国总产量的 20%袁企业
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遥

五尧饲料和畜产品安全水平稳步提高遥 2005年我国饲料
产品平均合格率为 95.1%袁比上年提高 1.8个百分点曰饲料中

违禁药品检出率为 0.46%袁下降 3.18 个百分点曰养殖场瘦肉
精检出率为 1.38%袁下降 0.61个百分点遥 京津沪无公害食品
试点城市瘦肉精检出率首次降到零遥 全年共通报不合格兽药
产品 2 191批袁重点监控企业 57个袁撤销批准文号 60个袁查
处 13家假疫苗案件袁兽药残留监控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遥

但是袁我国畜牧生产在稳步发展的同时袁也面临着一些制
约因素袁如畜牧业生产方式仍然比较落后曰畜牧业科技水平不
高尧科技支撑体系薄弱曰饲料资源不足尧饲料安全面临着严峻
考验等遥 目前袁迫切需要采取切实应对措施袁逐一加以解决遥

这次动物源性饲料安全监管培训班袁 就是落实农业部
野提升尧拓展尧转变冶三大战略和实施野畜牧水产业增长方式转
变行动冶尧野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行动冶的重要举措遥

张司长要求参加培训班的各省饲料管理部门和质检机

构进一步提高认识袁增强动物源性饲料安全监管工作的责任
感和紧迫感遥 我国从 2004年 10月 1日起施行的叶动物源性
饲料产品安全卫生管理办法曳渊以下简称叶办法曳冤中明确了农
业部负责动物源性饲料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对省级饲料管理

部门的业务指导袁省级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负责叶动物源
性饲料产品生产企业安全卫生合格证曳的审核发放和日常监
督袁县级饲料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动物源性饲料监管的日常
工作的三级管理机制袁 动物源性饲料安全监管责任已经明
确遥 各省要充分认识动物源性饲料安全的重大意义袁进一步
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袁进一步落实管理的责任袁将动
物源性饲料安全监管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袁采取切实有效
的措施袁持续深入地开展动物源性饲料安全监管工作袁确保
动物源性饲料产品安全遥

张司长还要求在今后的一段时间袁各省要着力总结本地
基本情况和工作经验袁分析存在的问题袁科学谋划标本兼治
的方案和措施袁逐步净化动物源性饲料市场遥 一尧要制定明确
的目标袁分步骤实施遥 各地要全面客观地分析本地的实际情
况袁研究制定动物源性饲料监管工作计划袁确定科学的监管
技术路线和措施袁分阶段尧分步骤实施袁确保不留一个死角袁
不漏一个企业袁逐步将所有动物源性饲料生产尧经营和使用
者纳入监控范围遥 二尧要分类指导袁防止野一刀切冶遥 各地动物
源性饲料产品种类不同袁动物源性饲料生产企业条件参差不
齐袁因此袁在监管过程中袁尤其是审核发证过程中袁要具体分
析袁具体对待遥 既要防止呆板僵化地套用条文袁也要杜绝得过
且过的走过场遥 要以服务企业为宗旨袁帮助企业提高质量袁逐
步达到安全卫生的要求遥 三尧要完善保障措施袁建立长效机
制遥 叶办法曳已经为各省开展动物源性饲料监管提供了依据袁
各地要尽快从制度尧人员和资金等方面完善保障措施袁积极
主动地加强与本地工商尧财政尧动物检疫等相关部门的协调袁
理顺管理关系袁明确相关责任袁形成监管合力袁建立保障动物
源性饲料安全卫生监管工作的长效机制遥

最后袁张司长要求大家再接再厉袁从以下四渊下转 55页冤

动 物 源 性 饲 料 安 全 监 管 工 作 培 训 班
新闻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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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的若干问答渊二十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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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淀粉酶尧果胶酶常用实验室测定方法钥 (广东读者 孙月)
答院淀粉酶常用实验室测定方法渊还原糖 DNS法冤

淤配制 0.125M 柠檬酸 -NaHPO4 的缓冲液 （pH =5.5）：将
13.134g 柠檬酸溶于去离子水中，定容至 500ml、0.125M；将
22.384g Na2HPO4溶于去离子水中，定容至 500ml、0.125M；柠檬
酸Na2HPO4=8.52.3，pH=5.5。

于可溶性淀粉溶于上述缓冲液中，配成 0.2%淀粉溶液（55益
进行），淀粉充分溶解。

盂取淀粉溶液 4ml置于试管中，50益预热 10min。
榆取发酵上清液 1ml于试管中，50益反应 5min（适当稀释）。
虞加 4ml DNS，沸水煮 10min，终止反应。
愚流水冷却，550nm测定光密度（OD）值。
注：每分钟每毫克上清液与 DNS作用释放 1滋mol葡萄糖为

一个酶活单位。

对照：4ml缓冲液（不含 0.2%淀粉）+1ml蒸馏水+4mlDNS。
果胶酶常用实验室测定方法渊次碘酸钠法冤
淤试剂：1%果胶溶液（称取果胶 1g，用热水溶解煮沸，冷却

后过滤，调 pH值至 3.5，定容至 1 000ml）、0.1N碘液、0.05N硫代
硫酸钠、0.5%可溶性淀粉指示剂、1mol/l碳酸钠溶液、2N硫酸。

于测定方法：取 1%果胶液 10ml，加入 5ml酶液和 5ml 蒸馏
水（pH=3.5），在 50益水浴中保温反应 1h，取出加热煮沸，冷却后，
取 5ml反应液于碘量瓶中，加 1mol/l碳酸钠溶液 1ml、0.1N碘液
5ml，摇匀，加塞，于室温下放置 20min，加 2N硫酸 2ml，用 0.05N
硫代硫酸钠溶液滴定至蓝色消失为止。记录消耗的硫代硫酸钠

毫升数。空白试验以煮沸失活的酶液或蒸馏水代替酶液进行滴

定。每小时催化果胶水解生成 1mg当量半乳糖醛酸的酶量为 1
个酶活力单位。

2 水生动物营养与疾病防治钥 (天津读者 王明成)
答院这个问题面很广 , 简单答复如下：

鱼虾疾病的产生与流行取决于外界刺激原的存在与刺激强

度及鱼体自身免疫力的强弱。归结起来有病原因素、机体内在因

素及外界环境因素三个方面。营养不当是一个致命的外界环境

因素，是指营养素不够全面、合理、均衡。营养是生物进行新陈代

谢的物质基础，只有获得平衡充足的营养物质，动物才能正常的

生长发育，并顺利完成各种生命生理过程。在水产集约化养殖

中，生物面临着大量的应激条件，如营养、环境、代谢等的激烈变

化，容易诱发疾病，甚至死亡。当鱼虾摄食的饲料中某种营养物

质缺乏或各种营养物质的平衡失调，长期使用低质饲料或含有

抗菌素的饲料时，就会影响其免疫功能，导致代谢紊乱，并可直

接导致其对各种寄生虫和病原菌抵抗力的下降从而暴发疾病。

蛋白质和脂肪是构成生物有机体和提供能量最重要的物质

成分，蛋白质、脂肪和必需脂肪酸缺乏或供给量不足，必然会影

响其正常的生长。而过量供给蛋白质和脂肪或氨基酸比例失调，

也可能出现全身性脂肪细胞增生及脂肪浸润的高脂肪症，同样

影响生长；另外，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的供应或者吸收过高

时，过量的脂肪及因蛋白质、糖的过量而转化来的脂肪运往肝

脏，超过了肝脏的代谢能力而积累下来，会使肝细胞发生变性或

坏死，最终导致鱼类的死亡；任何一种必需氨基酸的缺乏或不

足，都会令其它氨基酸不能被充分利用并顺利合成新的蛋白质，

从而影响鱼类正常生长，在幼苗阶段尤为明显。

3 生物因素引起的鱼病及其防治钥 (河北读者 徐广然)
答院淤病因：由细菌、病毒、真菌、藻类、寄生虫等生物体引起。

于特点：鱼病发生和流行一般在水温由低向高变化的过渡期
（如 3耀4月水温逐渐上升时）、高温季节和鱼体严重受损等情况
下；疾病大多具有传染性，感染快，传播迅速且常可数病并发，短

时间内造成大量死亡；鱼病的发生初期常有少量病鱼游至水面

和少量死鱼漂浮，此时及时发现鱼病并采取措施对于控制鱼病

的发生是极为重要的。

盂防治对策：贯彻“以防为主”的方针，及时采用多方面的预
防措施。鱼病高发季节对鱼体、养殖水体及使用的工具进行定期

的消毒处理。特别是经运输、转移网箱、拉网、囤集、筛分等操作

后鱼体损伤严重时必须进行浸浴处理。常用的药物及方法为 2%
耀3%的食盐水浸浴 5耀10min，0.6mg/l 的强氯精或消毒灵浸浴 2耀
3min，20mg/l的高锰酸钾浸浴 15耀30min。

除外用药物外，还应采取内服药饵的方式进行预防。药物可

选磺胺、大蒜素等，每月投药饵 1耀2个疗程，每个疗程 3d。
生物因素引起的鱼病的治疗，应以有效杀灭病原生物群体

为主要手段。其治疗措施分两个途径实施：淤使用外用消毒药剂
对养殖水体进行全面泼洒，杀灭或控制水体及鱼体表的病原生

物；于投喂针对病原生物的抗菌剂、杀虫剂或中草药药饵，杀灭
或控制鱼体内的病原生物。

4 环境因素引起的鱼病及其防治钥 (吉林读者 张绍忠)
答院淤病因：此类疾病由水体污染（如农药、有机毒物、重金属
等）或水体非生物因子（水温、溶解氧、流速、泥沙量等）聚变引

起而发生。其致病因子多，相互关系复杂，病因、病状的判断也

较为困难。

于特点：环境因素引发的鱼病依致病因子的种类及程度而
不同。通常情况下导致鱼类生长不良，畸形率高，对生物因素的

鱼病抵抗力下降，鱼体品质差；严重时可导致大范围的养殖鱼类

在极短的时间暴发性死亡。

盂防治对策：环境污染是全社会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根本解
决或有效控制非一个行业的工作所能实现。作为防止或减少此

类疾病发生的措施，首先，在建立集约化养殖场时应对环境现状

及演变趋势有较深入的了解，其养殖水体或引用水源应避开农

药、制革、造纸、化肥等排污较多的工矿企业；其次，应加强环境

监测，在可能被污染的情况下应有保护性措施；再次，提高养殖

技术水平，杜绝因养殖工作而造成或加重环境的污染。

对于因环境因素（如水温等）变化而引起的疾病，除生产中应

按一定的技术规程（鱼种二地迁移时水温差限制等）操作外，增

加设施（如增加充氧、控制温度等设施）也能有效地防止其发生。

《饲料工业》·圆园园6年第 圆7卷第 7期编 读 互 动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