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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配料系统是指将几种不同的原料按照生产

要求的比例进行混和袁 通过配制加工成产品的过程袁
在建筑尧医药尧化工尧食品尧饲料等生产领域都具有极
其广泛的应用遥 在工业配料控制中袁高精度和高速度
配料对产品质量是至关重要的遥由于许多控制过程存
在机理复杂尧滞后大尧出现超调和不可逆袁控制对象具
有非线性和时变性等特点袁采用常规的控制算法难以
适应参数变化及干扰因素的影响袁不仅给调试带来困
难袁控制的效果也不理想遥

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的迅速发展袁对复杂和不确
定性系统实行自动控制的要求不断提高袁使得现代控
制理论的局限性日益明显遥为了克服理论和应用之间
的不协调袁人们除了加强对生产过程的建模尧系统辨
识尧自适应控制尧鲁棒控制等研究外袁开始打破传统控
制思想的束缚袁试图面向工业配料过程的特点袁寻找
各种对模型要求低尧在线计算方便尧控制综合效果好

的控制方法和算法遥 本文根据工业配料的一般情况袁
提出了一种建立以人的经验渊专家控制冤尧模糊自适应
控制为基础的新型控制系统袁将传统专家系统知识库
中的模糊规则转换到智能配料控制系统中袁无需建立
精确的数字模型袁 能够处理控制过程中的不确定信
息袁推理方法简单明了袁自学习能力强袁同时可实现并
行处理遥
1 影响称重系统精度的因素

一般的增量式配料使用称料斗接收原料尧称量完
一种物料后, 不排空料斗, 只将电子秤内部计数值清
零,再接收另一物料遥 在供料的机械设备停止给料后,
还将有一部分物料在空中以自由落体的方式落入称

量料斗中袁这些余料称为落差遥 由于有落差的影响,所
称物料重量的设定值应为需配制的物料标准重量减

去落差值遥
不同的原料袁其比重和流动性都不一样袁料仓内

料位的高低会产生下料受力不均的现象袁料斗内随下
料增多料位不断增加的不可预估性袁下料速度快慢等
等袁都会使空中落差产生变化遥 另外袁料斗的滞后性袁
称量仪表称重的反应速度袁下料的平稳性都会对称重
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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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工业配料过程中配料精度和速度相矛盾的难题，文中提出了一种专家系统、模糊控

制结合自适应控制的新型控制方法。该方法将模糊控制宽范围快速调节和自适应精确调节的特点有

机结合起来，当系统偏差大于某一设定值时，采用专家经验和模糊规则控制相结合的控制方法；当系

统偏差小于设定值时采用自适应控制。实际应用表明，该方法比一般的模糊控制在系统精度和速度上

均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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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 adaptive and fuzzy control on the proportioning process

Kuang Yuguo, Li Xiaoying
Abstract A new fuzzy adaptive algorithm based on expert system and fuzzy adaptive control was proposed
to solve the difficulty of the precision and velocity in the process of automatic proportioning. Characteristics
of wide range and rapid adjusting in fuzzy control and exactitude of adaptive control are both applied ap原
propriately in this algorithm. Fuzzy rule control, which is combined with expert's experience, is adopted
when the system error is larger than the set threshold, and the adaptive control is adopted when the system
error is smaller than the threshold. Actual application shows that the precision and the velocity of the sys原
tem are both grea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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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可看出,给料机终止给料后,由高度落
差(给料机与料斗之间)引起空间物料的不确定性是影
响最终物料配制精确度的直接原因遥若能准确估计终
止给料时刻空间物料量而提前终止给料,就能保证最
终配制结果在给定的范围内遥根据饲料厂重复批量称
量的特点,利用大量已有的称量误差数据对空间物料
量进行模糊自适应补偿控制袁我们开发了智能配料自
动控制系统,保证了物料误差在最小范围内波动遥
2 控制系统

工业自动配料系统一般采用集散控制系统结构

或基于现场总线的控制结构袁对于一些比较简单的称
重配料系统袁也可以采用工业计算机渊IPC冤加数据采
集板卡的形式进行配料过程的控制袁本文根据工业配
料的一般过程袁使用工业控制计算机和称重仪表组成
整个系统袁结构如图 1所示遥

传感器 传感器

称重仪表 称重仪表 称重仪表

上位机监控

显示器变速给料机 阀位信号

料位信号电磁阀

图 1 配料控制系统

3 控制方法

在一般工业配料过程中袁控制系统的准确性和快
速性相互矛盾袁如何选取动态和稳态的切换点袁以及
在稳态的过程中到底使用什么样的控制策略袁是同时
提高控制系统精度和速度的关键遥

模糊自适应控制系统的设计如图 2所示袁它比一
般模糊控制器多 3个环节院性能测量尧控制量校正和
控制规则修正遥性能测量环节用于测量实际输出特性
与希望特性的偏差袁以确定输出响应的校正量曰控制
量校正环节将输出响应的校正量转换为对控制量的

校正量曰控制规则修正环节修改模糊控制器的控制规
则,从而实现了对控制量的校正遥

模糊控制的好坏取决于模糊控制器的选择以及

模糊规则的建立袁 本文采用双输入单输出的模型袁选
择被控对象的偏差 和偏差变化率 作为模糊控制

器的输入变量袁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作为输出变量袁
三个变量模糊化后分别为 尧 和 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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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模糊自适应控制系统

在已知 和 E 的条件下计算 袁即进行模糊合
成与决策遥 尧 尧 分别是按照如图 3所示的隶属
度函数定义在 尧 尧 上的模糊子集袁 这些模糊条件
语句可以归结为一个模糊关系院

= 伊 伊 渊1冤
PO

1.0
0.8
0.6
0.4
0.2

PS PM PL

0 1 2 3
图 3 、 和 的模糊子集隶属度函数

偏差和偏差变化率分别为 和 袁 根据模糊合
成推理规则袁输出的控制量应当是模糊集合 袁

渊 伊 冤 渊2冤
利用隶属度函数将上式改写成下面的形式院
渊 冤=遗 渊 冤夷[ 渊 冤夷 渊 冤] 渊3冤
由以上渊1冤尧渊2冤尧渊3冤式就可以得到模糊控制规则

见表 1遥
表 1 模糊控制规则

U

E

EC
PL
PL
PL
PM
*

PM
PL
PM
PS
*

PS
PM
PS
*
*

PO
淫
*
*
*

PL
PM
PS
PO

注院淫表示该状态不存在袁*表示使用自适应控制遥

4 控制方法的实践

根据专家的经验袁我们采用分段给料算法进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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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遥 设物料给定重量为 袁当落下物料的实测重量小
于 85% 时, 使给料机快速下料曰 当实测重量大于
85% 时,采用模糊算法袁使给料机减慢速度袁以免产
生超调曰当实测重量等于 -着时,停止给料遥 其控制
算法可用下式表示遥

臆85%
-着跃 跃85%

0 -着
式中院 要要要三段给料输出曰

要要要称重重量曰
要要要设定重量曰
要要要快速给料曰
要要要慢速给料曰
要要要终止给料提前量遥

由于空间物料量以及给料机的惯性等因素引起

的物料量的不确定性,使终止给料提前量 的取值也

无法确定遥 但由于配料过程是多次重复进行的袁所以
可利用多次称量结果对本次及以后配制物料时的终

止给料提前量 进行修正自适应控制,使最终配制误
差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遥

每次配料时, 系统根据动态称量误差 = -
( 为第 噪次配料时的动态称量值) 与终止给料提前
量 进行比较,对 进行补偿遥 在饲料生产中的第(噪+
1)次称量时,其终止给料提前量 能在对 的补偿

值 基础上得以补偿,这种补偿取决于第 噪次称量结
果后的静态误差 = - 及其变化量 - ( - )遥 当
称量误差超过不灵敏区 且有发散趋势时,采用累计
补偿,如下式所示遥

渊 冤= - = - 1 + -

-
移

[当 渊 - - )冤跃0且 逸 时]
式中院 要要要开始进入累计补偿的称量次数曰

和 渊 冤要要要第 次和第( +1)次的终止给料提
前量曰

和 冤要要要第 次和第( -1)次的静态称量
误差曰

要要要称量误差曰
要要要补偿值遥

累计补偿持续到称量误差趋于收敛为止(饲料配
料的不灵敏区<0.25kg)遥当称量误差向 驻内收敛时,采
用恒值补偿,一旦 进入不灵敏带之中,则将补偿值
清零,即不对 进行补偿遥

5 实验结果

下面采样了 10组从某饲料厂运用该控制算法的
实验结果渊见表 2冤袁其中满量程 是 1 000kg袁工艺上
要求动态配料精度为依0.2%遥

表 2 配料控制结果

实验批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偏差渊kg冤
+1.3
+0.8
-0.5
+0.5
+1.0
+0.8
+0.5
-0.2
-1.1
+0.5

精度渊豫冤
+0.13
+0.08
-0.05
+0.05
+0.10
+0.08
+0.05
-0.02
-0.11
+0.05

从表 2可以看出袁 配料的称量精度为-0.11%耀+
0.13%袁满足了生产工艺的要求遥 系统性能稳定袁控制
精度高袁超调量极小袁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袁在生产应
用中能取得较好的效果遥

该控制方法应用于饲料的配料控制系统袁大大提
高生产效率袁使企业的产品长期稳定在高质量尧高技
术水平上袁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袁获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遥
6 结语

工业配料系统具有非线性尧时变而且不允许超调
的特点袁在传统 PID的控制策略下不易找到最佳结合
点袁而且很容易产生超调遥实验表明袁本文介绍的模糊
自适应控制方法袁具有较好的控制效果袁能够在配料
精度和速度之间找出较优的结合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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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袁挤压膨化技术已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
饲料加工技术之一遥 挤压膨化技术是集物料的输送尧
混合尧高温尧高压尧高剪切作用于一体袁对物料进行物
理尧化学或生物处理袁其作用时间短袁营养成分损失
小袁应用面广遥

在饲料加工的过程中袁一般将挤压机作为高温瞬
时的野超级调质器冶安排在制粒工艺之前袁以适应原料
的变化袁提高颗粒质量及饲料的消化率遥 这种工艺在
国内外已逐渐被饲料企业所接受遥要充分发挥膨化机
的生产能力袁确保其产量和制出膨化料的质量袁必须
对影响膨化效果的因素有所了解袁但膨化机的种类和
影响膨化效果的可变因素很多袁现就湿法膨化机做一
下分析探讨遥
1 膨化工艺对膨化效果的影响

1援1 原料处理

进入膨化机前的物料必须进行处理袁清除物料中
的金属尧石头尧泥块等杂质袁防止石头尧金属等杂质对
螺旋叶片尧挤压螺杆尧压力环等造成磨损或断裂袁同时
也可提高产品的质量遥
1援2 粉碎

大豆尧玉米等在膨化前需经粉碎机粉碎遥 原料粒
度决定着饲料组成的表面积,粒度越细袁表面积越大,
物料吸收蒸汽中水分越快,有利于进行调质袁也使膨
化质量和产量提高遥但粉碎越细袁电耗越高袁一般情况
下袁其粉碎粒度为 3mm左右为宜遥 糯米等原料则不需
要粉碎袁可直接进行膨化遥 但水产动物消化道短而细,
不易消化大颗粒饲料袁所以需要提高原料细度袁锤片
粉碎机很难达到要求袁一般要选用超微粉碎机遥
1援3 进料

为了保持膨化产品的质量和膨化机不停地尧均衡
地满负荷工作袁必须使进入膨化机的物料流量满足膨
化需要遥特别注意应有效消除待膨化料仓因结拱等原
因而造成的进料不均匀的现象遥 进料不足袁膨化效果
不理想曰进料过多袁容易堵机 ,致使生产率下降甚至

野烧机冶遥
1援4 调质

1援4援1 调质蒸汽

调质过程中要添加适量的蒸汽袁蒸汽的质量也将
影响到调质的质量遥 如果加入蒸汽过多袁膨化大豆等
原料时会使物料变得过软袁 膨化腔内挤压力不足袁影
响膨化效果袁蒸汽添加量一般在 7豫耀8豫为宜曰膨化玉
米等原料时会使物料的粘度增大袁从而增加出料的难
度袁影响生产效率袁蒸汽添加量一般在 10豫左右遥如果
加入的蒸汽不足袁会使物料糊化程度差袁难于成形袁膨
化的效果不理想遥

对不同配方的饲料袁 调质时添加的蒸汽量也不
同遥对含淀粉较多的物料袁需添加较多的蒸汽袁对蛋白
质含量较高的物料袁应控制蒸汽添加量遥

所供的蒸汽应保持稳定压力袁且防止产生冷凝现
象袁锅炉的工作压力应维持在 0.6耀0.8MPa袁输送到调
质器之前的蒸汽压力应调节到 0.058耀0.4MPa袁应采用
干饱和蒸汽袁避免使用湿蒸汽遥
1援4援2 调质时间

蒸汽要要要水分调质需要一定的时间袁以便提高料
温和含水量袁促进淀粉糊化袁不同的配方对应不同的
调质时间袁以满足用户生产不同配方饲料的需要遥 就
大多数粉料而言袁 温度一般控制在 80耀90益之间袁湿
度为 16%耀18%遥 水分含量高时袁粘合较好袁但是过多
的水分将堵塞模孔袁 同时干燥处理时的成本也将增
加遥 调节桨叶角度可改变调质时间袁可以将桨叶调整
到一个较小的角度袁给粉料以较小的偏转作用曰或者
将桨叶调整到一个平角袁使物料沿壳体四周输送起到
较大的偏转效应遥 但叶片的螺旋方向需按照规定保
持野先进尧先出冶原则遥 另外可以在调质器内加阻挡溢
流板来阻止物料前进袁 以更多利用调质器内的空间袁
提高物料在调质器内的充满系数袁进而提高热量和水
分转换到物料中的效率袁延长调质时间袁使调质达到
最好效果遥
1援5 膨化

在湿法膨化机机腔内袁 物料是通过挤压螺杆尧压
力环与膨化腔之间的环形间隙挤出遥环形间隙是影响
物料的熟化程度和产量的主要因素遥 挤压螺杆尧压力
环配置变小袁即环形间隙变大袁物料温升变小, 产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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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遥 因此, 在保证膨化温度(不影响熟化程度) 的前提
下, 可减少挤压螺杆尧压力环的直径,来提高膨化机生
产率遥

模孔的大小也影响着膨化机的产量袁模孔越大膨
化机的产量越大遥 模孔小的挤出阻力大, 造成的反压
力大, 动力消耗也大遥 所以在不影响膨化参数和产品
质量要求的情况下, 采用模孔大的模板可提高膨化机
的生产率遥
2 原料的影响

原料容重尧粒度尧组成渊淀粉尧纤维尧蛋白质尧脂肪
等含量冤尧含水率等袁对膨化效果都会产生影响遥

原料中水分的大小及调质用水温度的高低袁与膨
化产品的质量尧加工稳定性及在膨化腔内的受压状态
紧密相关遥 在水分低时袁能耗大袁产量也有所下降袁反
之亦然遥在水分相近时袁蒸汽调质比冷水调质产量高袁
电耗低遥

原料含油量高或挤压过程中添加的油脂过多袁容
易产生滑壁空转现象袁使物料受到的挤压力达不到要
求袁不能使物料完全膨化袁这时应适当增加物料的添
加量尧增大压力环的直径或减小模孔的直径遥

原料中淀粉含量较高时袁温度调节和蒸汽添加要
适当袁否则容易发生堵机现象袁从而影响生产效率遥特
别是开始时添加的物料过多袁 容易产生堵机现象袁从
而影响生产的连续进行遥 在挤压完粘度较高的原料
后袁最好再用含油脂量较高的物料渊如大豆粉冤清理膨
化腔袁以保持其良好的工作特性遥
3 生产方面的故障及分析

3.1 调质

3.1.1 调质器出口的饲料温度不均匀

淤调质器内部是否有结块饲料附着曰于蒸汽管路
配件是否工作正常袁诸如减压阀尧疏水阀尧截止阀等曰
盂确保蒸汽喷嘴畅通袁特别是手动调节阀处袁必须使
等量蒸汽连续进入调质器遥
3.1.2 饲料温度够袁但湿度不够

淤降低进入调质器的蒸汽压力袁但要注意减压阀
的位置必须在调质器上方管路逸4.5m处袁一般为 4.5耀
6m袁且蒸汽管路的大小必须足以运送如此低压下所需
的蒸汽量遥 调质器的蒸汽管道入口处直径一般为 80耀
100mm遥 于如果原料水分太少袁经调质后袁湿度达不到
要求袁则可考虑在主混合机中加水遥
3.2 膨化机

3.2.1 主机负载不稳渊电控柜上袁显示主马达工作电
流的安培计指针摆动幅度较大冤

淤喂料器喂料控制系统是否正常渊变频器冤曰于喂

料里是否有结拱饲料块粘着于螺旋和壳体上曰盂挤压
螺杆和膨化腔是否靠在一起曰榆原料与添加液在膨化
腔中是否完全混合曰虞干蒸汽供应是否充足渊压力急
剧变化袁从蒸汽管路冷凝下来的水滴或从锅炉带来的
水滴冤遥
3.2.2 轴承座温度过高

淤油泵系统是否工作正常曰于润滑油耗尽或存量
过少袁最好 2耀3d检查一次存油量袁及时添油和定期换
油曰盂轴承是否损坏遥
3.2.3 工作时机身振动

淤检查地面是否平整曰于轴承是否损坏遥
3.2.4 装上出料模头后不出料或者只进料不出料渊电
机电流偏高冤

淤模头旋入过深袁堵死出料间隙袁此时应适当向
外旋出出料模头曰于物料的添加量过多遥
3.2.5 主机不能启动或按开车程序完成操作过程后

5min 仍不能正常生产膨化物料
淤上一班停机时机内原料完全排出造成袁螺旋套

与外套管内衬套之间阻塞曰于进料过急过多曰盂电路
有故障遥
3.2.6 有刺耳的响声渊皮带打滑冤

淤检查皮带松紧是否适当曰 于物料添加过多尧模
孔过小造成堵机遥
3.3 物料

3.3.1 出料口发出野扑哧冶的断续的排气声
淤调质器出现故障导致进料不连续曰于物料调质

不理想袁干湿不均遥
3.3.2 手摸膨化物料有明显的潮湿感袁用手捏成团不
散开渊烘干后膨化料很硬冤

淤原料的水分过高或添加的水分过多曰于调质时
所用蒸汽为非饱和蒸汽遥
3.3.3 膨化料酥松易碎尧 出料口出现少量的青烟袁并
伴随浓烈的糊香味

原料的水分过低尧温度过高袁应适当增高原料的
含水量遥
4 小结

湿法膨化机在膨化料的生产过程中袁应用相当广
泛遥因此袁了解湿法膨化机的工艺流程尧工作特点及常
见故障袁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发现尧解决一些问题袁保证
机器的正常运转遥 了解原料对膨化效果的影响袁可以
使工作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最好的膨化产品遥
从而为企业节约了成本袁提高了市场竞争力遥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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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肽是生物体抵御外源性病原微生物入侵而

产生的一类小分子多肽袁是动物宿主先天性非特异防
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遥抗菌肽是阳离子型活性
肽袁具有分子量小尧热稳定性好尧水溶性好袁无免疫原
性袁抗菌谱广且抗菌机理独特等优点袁对畜禽具有促
生长尧保健和治疗疾病等功能袁且无毒副作用尧无残
留尧无致细菌耐药性遥利用抗菌肽替代传统抗生素袁对
提高畜产品品质尧推动绿色畜牧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
要的意义遥可通过生物工程的技术方法大量生产抗菌
肽袁使之成为新一代肽类抗菌药的来源遥
1 抗菌肽来源及其分类

目前研究比较多的抗菌肽及其主要来源见表 1遥
表 1 抗菌肽及其来源

抗菌肽
细菌素
CAP18
hCAP18
cathelindin
植物防御素
短杆菌肽
indolicidin
爪蟾抗菌肽
RTD1

来源
G-菌
兔粒细胞
人体
哺乳动物白细胞
植物种子
短杆菌
牛嗜中性粒细胞
非洲爪蟾
猕猴白细胞

抗菌肽
cecropin
defensin
pleurocidin
drosomycin
皮肤蜂毒肽
乳链菌肽
PGLa
protegrin
tachyplesin

来源
蚕蛹
哺乳动物尧昆虫
比目鱼
果蝇
蜜蜂毒液
G+菌
白细胞
猪细胞
猪尧马血细胞

迄今为止袁 从不同生物体内诱导的抗菌肽已有
200余种袁仅从昆虫体内分离获得的就多达 170余种遥
根据来源可分为昆虫抗菌肽尧水产动物抗菌肽尧两栖
类抗菌肽尧哺乳动物防御素尧植物防御素尧微生物抗菌
肽等遥其中昆虫抗菌肽又包括杀菌肽类尧昆虫防御素尧
富含脯氨酸的抗菌肽曰哺乳动物防御素及植物防御素
都分 琢尧茁亚型 (陈留存等袁1999曰陈颖等袁2001)遥 根据
抗菌肽的结构袁可将其分为 5类院淤单链无半胱氨酸

(Cys)的抗菌肽或由无规则卷曲连接的两段 琢-螺旋组
成的肽袁包括天蚕素 Cecropins尧Magainins等曰 于富含
某些氨基酸残基但不含 Cys的抗菌肽袁如富含脯氨酸
(Pro)或甘氨酸(Gly)残基的抗菌肽曰盂含一个二硫键的
抗菌肽袁该二硫键的位置通常在肽链 C端曰 榆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二硫键袁具有折叠结构的抗菌肽袁实验证
明袁分子中的二硫键在其抗菌作用中至关重要[1]曰虞由
其它已知功能较大的多肽衍生而来的具有抗菌活力

的肽遥
2 理化性质

自 1981年瑞典科学家 Steiner等[2]首次从惜古比
天蚕 (Hyatophora cecropia)中成功地分离出两种抗菌
肽 A和 B袁迄今已发现上百种遥 抗菌肽是由 12耀50个
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多肽袁分子质量为 4 000左右(李孝
东等袁2003)遥这些抗菌肽有以下共同特点院淤N端多富
含碱性氨基酸袁呈强碱性曰于C端均酰胺化且 C端中
性疏水性曰盂绝大多数肽在第 2位均为 Trp袁它对杀菌
活性至关重要曰榆多数抗菌肽的等电点大于 7袁表现
出较强的阳离子特征袁大多具有两亲 琢-螺旋和(或)两
亲 茁-折叠结构曰 虞抗菌肽对热稳定袁 许多抗菌肽在
100 益加热 10min还能保持一定活力遥另外袁部分抗菌
肽尚有抵抗胰蛋白酶和胃蛋白酶的活力遥
3 抗菌肽的作用机理

对抗菌肽的作用机制一直在研究中袁目前认为有
5种作用机理院淤对胞膜攻击的作用遥 大多数抗菌肽
最基本的作用机制是破坏肿瘤细胞或细菌质膜结构袁
引起胞内水溶性物质大量渗出袁最终导致肿瘤细胞和
细菌死亡[3]遥 抗菌肽分子的结构特征是保证上述机制
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 遥 于抑制细胞呼吸学说 遥
Fehlbaum等(1996)从刺肩蝽渊Podisusma原 eulieentris冤成
虫体内分离得到一种(属防御素家族)抗菌肽袁因其对
细菌和真菌都有很强的杀菌活性袁 所以被称为死亡
素遥 用 40滋mol/l死亡素处理细胞 1h后袁 细胞呼吸减
弱袁6h后袁呼吸完全停止袁因而认为死亡素可能是通
过控制细胞的呼吸作用来杀菌的遥盂对线粒体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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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201，云南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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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遥线粒体是细胞能量代谢最重要的细胞器遥Bobek
等[4]以人唾液中提取的抗菌肽 MUC720作用于临床常
见的真菌尧杆菌和球菌袁发现 MUC720对真菌和细菌
都有很强的杀伤作用袁观察其超微结构发现线粒体出
现肿胀尧空泡化尧嵴脱落和排列不规则袁核膜界限不
清袁有的核破裂袁内容物溢出袁提示抗菌肽 MUC720的
作用机制可能与攻击线粒体有关遥榆抑制细胞壁的形
成遥 sareo toxinslI能够抑制细菌细胞壁的形成袁使细菌
不能维持正常的细胞形态而生长受阻袁但对已经形成
的细胞壁无作用 (Ando和 Nation袁1988)遥 虞形成细胞
膜电势依赖性通道 (voltage-dependent channel), 首先
抗菌肽分子中 琢-螺旋上的正电荷与细胞膜中磷脂分
子的负电荷通过静电作用相互靠近袁然后抗菌肽分子
或是完全插入质膜中形成离子性质的通道 [5]袁或是结
合在膜的表面像表面活性剂一样破坏脂双层有序结构[6]袁
进而达到杀菌的目的遥尽管以上 5种假说存在一定的
区别袁但大都强调抗菌肽作用机制的关键在于通过物
理方式和质膜发生作用遥
4 抗菌肽在畜牧业中的应用

4援1 在畜牧生产中的应用

抗菌肽能够取代或部分取代目前喂养动物所用

的抗生素袁减少动物养殖中对药物的依赖遥 目前在畜
牧业实际生产应用的报告中只有少数试验报道遥刘温
发等(2001)报道袁通过 50L发酵罐培养中间试验袁在优
化发酵条件后袁用甲醇诱导启动醇氧化酶启动子而成
功表达抗菌肽基因并分泌抗菌肽到菌体外袁培养液中
抗菌肽的杀菌活力达 5 000U/ml遥 进一步改进培养基
配方袁掌握较适宜的培养条件袁包括 pH值尧温度尧供气
量及搅拌速度等袁发酵生产周期可缩短到 24h袁杀菌
活力达 5 600U/ml遥以这些工程酵母发酵液作试验袁通
过饮水摄入剂量为 60U/渊只窑d冤的粤黄鸡饲养试验袁结
果表明袁 抗菌肽可促进小鸡生长和减少排泄物氮含
量袁对粤黄鸡具有促生长尧保健和治疗疾病的功能遥
4援2 转基因动物的应用

鸡白痢尧猪水肿病尧猪肠炎尧仔猪腹泻尧奶牛乳房
炎及各种病毒性疾病一直是阻碍畜牧业发展的棘手

难题遥 借鉴已成功的抗菌肽转基因工程袁如转基因蚊
子尧转基因马铃薯尧转基因水稻等袁把特异的抗菌肽基
因转入畜禽特定细胞让其表达袁 从而产生抗病新品
种袁不失为一条发展畜牧生产的新思路袁前景广阔遥运
用基因工程方法袁把牛 TAP基因导入小鼠乳腺袁在小
鼠乳中检测到了牛 TAP的存在袁 说明乳腺能转录出
相应的 TAP抗菌肽类袁且 TAP重组体数量多袁比基因

工程法合成抗菌肽费用低(Yams等袁1996)遥 如果用相
同方法袁把抗菌肽基因转入猪体内袁从而产出抗大肠
杆菌感染的转基因仔猪袁其经济效益和现实意义不言
而喻[7]遥
4援3 作为饲料添加剂应用

Hofmann 等(1994)认为袁各种动物在长期的自然
进化过程中袁体内已建立了平衡的微生物菌群共生生
态系统袁 并建立了一套维持其体内菌群稳态的机制遥
抗菌肽是这一机制中的主要因子之一袁广泛存在于所
有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机体中遥高等动物肠道微生
物菌群发达袁不同动物的肠道内源性抗菌肽能抑制其
相应的外源性病原菌袁而对动物肠道共生生态系统中
的微生物和动物细胞无杀伤作用袁即高等动物肠道抗
菌肽具有野种冶特异性遥 应用各种动物的专一性尧内源
性抗菌肽作饲料添加剂袁可使饲养动物受到外源病原
菌入侵或应激时能特异性地维持其健康生长遥据报道
将含抗菌肽的柞蚕免疫血淋巴粉添加于断奶仔猪料

中袁可减轻断奶仔猪的腹泻遥 目前广东省应用抗菌肽
基因转化酵母进行高效表达袁经发酵条件优化袁生产
抗菌肽酵母制剂袁用作畜禽及水产饲料添加剂袁代替抗
生素预防和治疗仔猪白痢及雏鸡白痢有明显效果 [8]遥
总之袁抗菌肽作为饲料添加剂在畜牧生产中的应用有
其独特的优势遥 抗菌肽能耐受饲料制粒时的高温袁规
模化发酵生产抗茵肽时经高温浓缩工序袁可充分杀灭
酵母菌体而不导致抗菌肽失活[9]袁产品在推广应用后
不会出现工程菌的扩散而导致环境生态问题遥抗菌肽
杀菌机理独特袁病原菌不易对抗菌肽产生耐药性遥 以
工程菌工业化发酵生产抗菌肽袁 因其生产周期短尧生
产成本低且不受季节和气候变化等外在环境的影响袁
可大规模生产遥再者袁抗菌肽产品具广谱抗菌作用袁对
畜禽具有促生长尧保健和治疗疾病的功能袁属无毒副
作用尧无残留尧无致细菌耐药性的一类环保型饲料添
加剂遥
5 结语

随着细胞生物学和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袁对抗菌
肽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袁一方面袁在分子水平上研究
抗菌肽在动物免疫防御系统中精细的合成过程及其

调控机制曰另一方面袁探讨抗菌肽的药用开发价值袁努
力使之成为继青霉素等传统抗生素之后的又一类重

要的新型抗菌药物[10]遥 近年来袁由于抗生素和传统兽
药及饲料添加剂广泛使用所导致的抗药性和药物残

留问题已经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及其后代的健康袁
寻找新型的抗生素是解决抗药性问题的一条有效途

相振田等：抗菌肽在畜牧业中的应用研究 肽 营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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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遥 抗菌肽作为一类抗菌谱广且抗菌能力强尧相对分
子量较小尧热稳定性好尧水溶性好尧可供选择范围广尧
靶菌株不易产生抗性突变的功能多肽袁在医药尧化妆
品尧生物农药尧生物饲料添加剂尧天然食品防腐剂尧动
植物抗病基因工程方面将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遥 但
是袁 目前关于抗菌肽的研究大多数处于实验室阶段袁
适用于局部治疗袁其真正用于临床所必须解决的还有
毒性尧稳定性尧免疫原性尧应用方法尧药物制剂等问题遥
我们相信袁随着对抗菌肽结构与作用机理的不断深入
研究袁新型尧高效尧低毒尧广谱的抗菌肽在农业尧医药尧
食品等领域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袁为人类创造更大的
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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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物蛋白质营养的研究中袁氨基酸代谢一直是
主要的研究重点袁动物对蛋白质的需要即是对氨基酸
需要的理论一直指导着蛋白质代谢研究与动物生产

实践遥然而袁随着对蛋白质消化代谢研究的深入袁传统
的蛋白质消化吸收理论已不能解释许多新的问题遥近
几十年的研究中袁营养学家发现袁动物对饲料中氨基
酸的利用程度并不完全受单一限制性氨基酸水平的

影响袁也并不完全遵循营养学经典理论野木桶法则冶遥
另外袁一些研究发现袁用理想氨基酸模式配制的纯化
组合日粮或低蛋白质平衡氨基酸日粮饲喂动物并不

能获得最佳的生产性能袁这表明袁蛋白质营养不完全
等同于氨基酸的营养遥 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表明袁猪
肠道内对蛋白质利用并不局限于游离氨基酸的形式袁
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以 2耀3 个氨基酸组成的二肽
渊dipeptide冤与三肽渊tripeptide冤形式吸收[1]遥 为此袁在猪
场实际生产条件下袁 向日粮中添加一定量的小肽制
剂袁探讨其对断奶仔猪的饲喂效果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的选择和分组

试验于 2005年 6月 26日耀2005 年 7月 20日在
湖南安化县梅城种畜场进行袁选择各窝尧头数相近的
断奶仔猪 6窝袁随机分为 2 个处理袁每窝仔猪数介于
9耀11头之间遥 试验开始时测定初始体重袁结束时测定
终末体重袁并以窝为单位记录采食量袁同时观察毛色
和腹泻情况遥
1.2 试验日粮

两组的基础日粮基本相同袁具体配方及营养水平

见表 1袁其中小肽制剂购自上海某公司遥
表 1 试验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玉米
豆粕
国产鱼粉
进口鱼粉
油脂
乳清粉
小肽制剂
预混料

对照组
60
26
2
3
2
3
0
4

小肽组
57
26
2
3
2
3
3
4

营养水平渊计算值冤
消化能渊MJ/kg冤
粗蛋白渊%冤
钙渊%冤
磷渊%冤
赖氨酸渊%冤

对照组
14.14
19.91
0.80
0.65
1.27

小肽组
14.09
19.89
0.79
0.64
1.27

原料
组成渊%冤

1.3 饲养管理

试验猪饲养在双列式保育舍内袁室内温度保持在
20耀25益袁每天喂料 5次袁自由饮水袁保持舍内清洁袁每
周用消毒灵和过氧乙酸交替消毒 2次遥
1.4 观察指标

平均日采食量尧平均日增重尧料肉比尧毛色和腹泻
次数渊头窑d冤遥
1.5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 SPSS11.0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遥
2 结果与分析

2 个处理组猪在试验期 渊24d冤 内的试前均重
渊IBW冤尧试后均重渊EBW冤尧平均日增重渊ADG冤尧平均日
采食量渊ADFI冤和料肉比渊F/G冤见表 2遥

表 2 小肽制剂对断奶仔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项目
对照组
小肽组

IBW渊kg冤
10.36依0.13
10.42依0.08

EBW渊kg冤
18.45依0.25A
19.98依0.34B

ADG渊g冤
337.1依14.3A
398.5依17.9B

ADFI渊g冤
535.8依26.5
565.9依24.7

F/G
1.59依0.11A
1.42依0.04B

注院同列数据肩标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无肩标表示差
异不显著渊P跃0.05冤遥
从表 2可以看出袁 基础日粮添加 3%的小肽制剂

比对照组平均日增重提高了 18.2%袁 差异显著 渊P<
0.05冤曰料肉比降低了 10.7%袁差异显著渊P<0.05冤曰平均
日采食量变化虽未达显著水平袁但也有提高的趋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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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 基础日粮添加 3%的小肽制剂
组与对照组相比袁可以显著提高断奶仔猪的日增重和
饲料报酬袁对采食量也有提高的趋势袁这与汪梦萍等
渊2000冤报道的仔猪日粮中添加 0.3%的小肽制品可使
仔猪的平均日增重提高 7.85%尧 饲料转化效率提高
10.06%相一致[2]袁其机理可能是肽的吸收方式与氨基
酸相比袁具有速度快尧耗能低尧载体不易饱和且可避免
与氨基酸之间的竞争等特点遥在试验过程中还观察到
小肽组猪的毛色比对照组更光亮袁 粪便也要更软一

些袁虽未仔细记录仔猪的腹泻次数袁但据笔者在试验
期间观察袁小肽组发生腹泻的仔猪数确实比对照组要
少一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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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袁人们对畜产品的需求
越来越大袁对肉制品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袁如何利用
有限的饲料资源去饲养更多的动物袁 提高胴体品质袁
并减少动物生长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成为一个

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补偿生长渊Compensatory growth或 catch-up growth冤

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生物现象袁是生物在进化过
程中为适应外界环境变化而经过自然选择的一种结

果遥补偿生长在反刍动物尧单胃动物尧水生动物和昆虫
上均有研究遥 由于反刍动物生长周期较长袁容易受到
营养和外界环境周期性变化的影响袁所以在反刍动物
的生产上应用较多袁如野架子牛育肥法冶就是补偿生长
在反刍动物上的成功应用遥
1 补偿生长的概念和分类

不同学者对补偿生长的定义有所不同遥 Ryan
(1990)认为补偿生长是营养性限制后观察到的生长速
率增加的现象遥 卢德勋渊1993冤定义为院动物在经过长
期的营养限制袁去除限制因子后动物的生长能以较高
速度得到补偿而提高的一种现象遥 Hornick(2000)把补
偿生长定义为院由于采食量减少等原因袁动物机体在
经历一段时间的限制生长后袁为达到生长未受限制的
动物的体重所进行的一个加速生长的生理过程遥定义
有所不同袁但都包含两个共同的因素院淤动物生长受
到限制曰于解除限制因子后动物能以高于正常动物的
生长速度生长遥

Ryan(1990)指出袁补偿生长的结果通常可以划分
为 4种表现形式院淤全补偿遥 全补偿是指在去除限制
因子后袁生长速度加快袁并且这种补偿生长可以一直
持续到和未受营养限制的同龄动物同样体重遥于部分
补偿遥 部分补偿是指在去除限制因子后生长速度加
快袁但只能恢复部分体重袁不能恢复到未受营养限制
的同龄动物同样的体重遥 盂零补偿遥 零补偿是指在去

除营养限制后袁与未受限制的动物相比生长速度无差
异袁不表现出补偿生长现象遥榆负补偿遥负补偿指动物
经过长期限饲袁或者限饲强度很大袁在恢复对动物的
营养供应后袁动物仍出现生长速度降低现象袁以致成
年时达不到成年体重袁造成永久性生长停滞遥

除了上述 4种表现形式以外袁Lippens(2002)还报
道袁 肉鸡在经过 20豫的采食量限制 4d后袁42日龄平
均体重甚至超过对照组袁即有可能存在超补偿现象遥
2 补偿生长的衡量渊见图 1冤

重量 补偿指数=渊A-B冤/A

时间

图 1 补偿指数(Hornick,2000)
Hornick(2000)提出袁补偿生长可以用补偿指数来

衡量袁用未限饲动物的体重与限饲后动物的体重之差
渊A冤和限饲动物经过补偿生长后与正常生长动物的体
重之差(B)的差值与 A相比即为补偿指数遥 理论上该
指数可以大于 1袁 但大多数情况下都位于 50豫耀100豫
之间袁这种现象在几种动物上都有研究袁但具体的机
理目前还不清楚遥
3 补偿生长对动物的影响

3.1 机体维持需要能量降低

Graham渊1975冤报道袁绵羊在 4耀6个月内体重保持
不变时袁每千克标准体重维持需要能量为 300kJ袁与动
物正常的维持需要量 420耀450 kJ相比袁降低了 29%耀
33豫遥 这说明动物可通过降低维持需要能量来保证在
食物不充分的情况下能存活下去袁 当恢复自由采食
后袁 这种较低的维持需要水平还能持续一段时间袁这
样就使动物在正常采食的情况下能有更多的能量来

进行生长遥 Ryan(l993)认为这种降低的维持能量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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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直持续到肝脏及消化道完全修复为止袁且认为此
时降低的维持需要能量对最初的补偿生长起作用袁是
由于降低了维持需要能量将会使动物摄入能量的更

大的比例用于补偿生长遥
3.2 采食量提高

Drouillard等(1991)报道, 营养受限制的羔羊在补
偿生长前 2周采食量缓慢增加遥Ryan(1993)研究表明袁
受限组的牛在恢复自由采食后袁采食量高于对照组达
140d遥 他在绵羊上的研究也表明袁试验组在补偿生长
期采食量高于对照组达 35d遥吴立新渊2001冤证实袁中国
对虾饥饿后再恢复喂食出现完全或部分补偿生长效

应, 且这种补偿生长效应主要是通过恢复生长阶段食
欲增大, 摄食水平提高实现的遥
3.3 饲料利用率改变

Reimer(1993)发现袁大西洋鲑鱼在饥饿两个月后
再给食的饲料转化率明显高于持续喂食组遥 Ford
(2001)研究表明袁在限制饲养阶段袁试验组肉牛的平均
日增重低于对照组袁但在补偿生长阶段却显著高于对
照组曰从全期来看袁试验组的日增重高于对照组渊分别
为 0.95尧0.80kg/d冤且比对照组消耗更少的饲料渊分别
为 8.8尧11.3 kg/d冤袁 饲料利用效率高于对照组 0.5 倍
渊分别为 10.8%尧7.2豫冤遥 以前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果
渊Mantysaari袁1999曰Perid等袁1993冤遥
3.4 动物机体组成发生改变

补偿生长期间动物体内能量沉积形式有所改变袁
以蛋白质形式沉积的能量比例增加遥 Kabbali(1992)报
道袁经过补偿生长后的羔羊在达到屠宰体重时胴体比
对照组更瘦遥Ryan(1993)发现在营养限制期间袁动物动
员组织中脂肪与蛋白的比例袁羊尧牛分别为 1.11和
1.71袁较正常生长动物中脂肪蛋白比低袁这表明动
物在营养限制期间蛋白质的动员水平较高袁并发现肝
脏及消化道的失重比例比其它部位高袁即在肝脏及消
化道中被动员的蛋白质的水平也较高遥在恢复营养初
期袁因为需修复肝脏及消化道在营养限制期间被动员
的蛋白质袁使动物在营养恢复供给后袁能利用增加的
营养物质袁因而需要沉积大量蛋白质袁使以蛋白质形
式沉积的能量比例增加遥 Turgeon等 渊1986冤 和 Ryan
(1990)分别指出袁羔羊在经过限饲后袁补偿阶段早期有
较大的蛋白质沉积袁在该阶段结束后袁补偿生长的增
重在组成上与正常生长的羊相似袁其机体组成与正常
生长的羊不同的程度取决于补偿生长的持续时间袁如
果在补偿生长刚结束后屠宰袁此时的胴体最瘦袁但如
果在该阶段以后很长时间再屠宰袁动物的机体组成就

和正常生长的动物差不多了遥
3.5 动物机体代谢状况发生改变

一些试验从代谢上对机体能量较大比例以蛋白

质形式而不是脂肪的形式沉积作出了一些解释袁认为
内分泌的改变和蛋白质周转密切相关遥在补偿生长期
间袁发现机体蛋白质加速周转袁并且沉积速度快于分
解速度袁开始是在内脏器官袁然后是在肌肉组织袁这导
致了蛋白质沉积增加和排泄减少渊Jones袁1990冤遥 与对
照组相比袁氮平衡试验的结果也表明氮的利用率提高
了渊Blum,1985冤遥 由于蛋白质沉积比脂肪沉积需要的
能量少袁生长速度就提高了遥 氮平衡的改善可以进一
步地解释为细胞内氨基酸循环的加快渊Van袁1998冤遥

这些现象可能是内分泌改变的结果袁但检测到补
偿生长组和对照组的动物间内分泌状态的差异是十

分困难的遥这是因为补偿生长动物和正常生长动物激
素水平虽然有差异袁但这种差异在很短的时间内能消
除袁补偿生长动物体内激素能很快恢复正常袁并且有
数据表明袁在各个研究报道中补偿生长期间动物体内
激素水平的变化差异很大袁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可能
是动物品种和日粮营养水平不同袁实验室分析技术不
同以及动物生长受限和补偿生长的持续时间有差异

造成的渊Hornick,2000冤遥 中等程度的限饲可能只会引
起在补偿生长阶段体内激素的中等程度的改变袁大量
的高水平的补饲能导致激素水平的剧烈变化袁下面这
个公式可以忽略试验间能量摄入量的差异来计算出

补偿生长组和对照组动物之间激素水平变化的大小遥
参数=渊补偿生长组激素水平伊对照组激素水平冤伊

补偿生长组能量摄入量
对照组能量摄入量

遥

这个方法被用于衡量补偿生长动物激素的变化程

度渊Barash袁1994曰Hayden袁1993曰Hays袁1995曰Hornick袁1998冤遥
4 补偿生长的机理

目前袁 关于补偿生长的机理主要有两种理论假
说袁一种是野中枢神经调控理论冶曰另一种是野外周组织
控制理论冶遥

中枢神经调控理论认为袁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存在
一个特殊的调节位点袁可以调节动物在某个年龄阶段
的体重袁当动物经过一段时间的限饲后袁动物体重低
于该年龄阶段应该达到的平均体重袁机体试图在短时
间内使动物达到与其年龄相一致的体重遥 研究表明袁
动物在营养受限后恢复正常营养水平时,生长激素的
释放增高,使动物在最短时间内达到与其日龄相适宜
的体重渊Thomas袁1991曰Zubair袁1994曰Ford袁2001)遥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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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补偿生长期食欲升高和采食量提高袁而食欲和采食
量是受中枢神经调控的遥但该理论不能解释前期生长
严重受限导致后期生长停滞的现象遥

外周组织控制理论认为袁动物体形大小是由构成
组织的细胞本身决定的袁细胞内的遗传物质决定了组
织细胞的数量和大小袁 动物经过一段低营养水平后袁
虽然细胞的体积较小袁但解除营养限制后机体具有补
偿生长的潜力袁细胞能在一定时间内恢复到该阶段的
适宜大小遥 这一假说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淤早期
限饲造成动物生长早期机体营养失调后袁 细胞内
DNA尧RNA等遗传物质有所变化曰于动物早期的生长
主要是体细胞数量的增加袁然后是体细胞数量和细胞
体积同时增加袁最后才是细胞体积的增加曰盂如果早
期营养限制强度很大袁 抑制了组织细胞的增殖与分
裂袁造成生长早期体细胞数量下降袁则在营养恢复期
不能产生补偿生长效应或者补偿生长的效果很小袁如
果早期限饲强度仅仅抑制了动物体细胞的大小袁而对
组织细胞的数量没有影响袁则在营养恢复期能够产生
补偿生长效应遥
5 补偿生长的影响因素

补偿生长受很多因素影响袁如疾病袁受限时动物
的年龄尧 能量或蛋白受限强度以及受限持续时间等
渊Largo,1993曰Hornick袁2000冤袁 概括出来有以下几大因
素遥
5.1 限制发生时动物的年龄

一般认为袁刚出生不久的动物受到营养限制就不
能产生补偿生长袁成为永久性生长受阻袁另外袁成熟的
动物没有补偿生长能力遥 Hornick(2000)指出袁年龄越
小的动物受到营养限制时袁 补偿生长效果越差遥
Hughes渊1986冤报道袁对刚出生的大鼠限制饲喂到 15
日龄袁 在恢复自由采食一段时间后与对照组相比袁胫
骨和股骨的长度均低于对照组遥
5.2 营养受限的持续时间

延长营养受限的时间可以引起恢复后更快的生

长遥 Ledger(1973)对牛进行限饲袁使其在体重不变的情
况保持 12周和 24周袁在恢复自由采食后袁限饲 12周
的牛平均日增重为 0.81kg袁 而限饲 24周的牛平均日
增重为 1.16kg遥 Graham等(1975)试验表明,维持 6个月
相同体重的绵羊在补偿期比维持 4个月相同体重的
绵羊生长更快遥
5.3 营养受限的强度

适宜的限制强度会带来相对较高的补偿生长袁较
严重的限制强度会引起较长的补偿生长持续时间袁但

如果限制程度过强会导致动物生长性能出现不可逆

地降低遥 Barash(1998)的试验表明袁黑白花公牛补偿生
长的强度与受限期间的能量受限强度有关袁受限期限
制能量强度高 的组在经过补偿生长后体重要高于限

制能量强 度低的组遥 Wanyoike(1981)报道袁限饲期日
增重为 0.07耀0.50kg的牛恢复自由采食后补偿生长的
持续时间为 8耀12周袁 而限饲强度更大的组补偿生长
的持续时间为 10耀12个月遥
6 结语

充分利用补偿生长效应可以改善动物胴体品质尧
提高饲料利用率袁这对节约有限的饲料资源和减少对
环境的污染有着重要的作用遥在肉鸡生长上能减少肉
鸡前期生长过快带来的腿病和高死亡率等一系列代

谢疾病曰 对于北方草原处于放牧生产的反刍动物袁在
经过补饲后仍能获得较好的生产性能和胴体品质遥对
补偿生长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袁有利于从整个生产周期
上来把握好动物的生产性能袁提高经济效益遥目前袁在
补偿生长机理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袁是否真的存在超
补偿现象袁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袁其效应大小也还不
稳定袁出现最大补偿生长效应的模式也是下一步的研
究方向遥

（参考文献 17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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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 随着畜牧业产业化和集约化的逐步深
入袁畜禽应激方面的研究已成为动物研究领域中的一
个热点袁 有关动物应激机理的研究则更加引人注目遥
但是袁目前动物应激机理的研究多局限于血清常规生
理生化指标的测定分析袁如血清中的激素尧酶尧矿物质
等指标的变化袁而从热应激蛋白在应激过程的变化来
阐明应激机理的研究却较少遥 目前国外的研究发现袁
热应激蛋白的变化是衡量动物机体受到应激的一个

非常有效的指标遥因此袁只有彻底弄清楚 HSPs的调控
机制才有可能了解应激的作用本质袁为应激的研究提
供参考袁从而为动物生产中的应激监测系统提供科学
依据遥
1 热应激蛋白家族简介

1.1 国内外研究现状

热应激蛋白又称为热休克蛋白袁是一切生物细胞
在受到热尧病原体尧理化有害因素等刺激后发生热休
克反应袁 产生的一类生物进化上高度保守的(Buch鄄
meier,1990)[1]袁由热休克基因所编码的蛋白质(Hataya鄄
ma等,1997)[2]遥 HSPs首先是在果蝇体内发现的袁果蝇

幼虫唾液腺的多丝染色体(polytene chromosome)比一
般染色体粗 1 000耀2 000倍袁故有利于在光学显微镜
下进行观察研究遥 热休克后果蝇唾液腺染色体出现
一种新的蓬松模式袁 并产生 HSPs遥 近年研究表明袁
HSPs的生成袁不仅见于果蝇袁而且是普遍存在于从细
菌直至人类的整个生物界 渊包括植物和动物冤遥 除环
境高温以外袁其它应激原如缺氧尧寒冷尧感染尧饥饿尧创
伤尧中毒等也能诱导细胞生成 HSPs袁因此袁HSPs又称
应激蛋白(stress protein, SP)袁但习惯上仍称热应激蛋
白遥 它是目前已知的最保守的分子袁同一家族内高度
同源[3]遥
1.2 热应激蛋白的分类

热应激蛋白按其分子量大小分为以下几个家族

渊见表 1冤院HSP110尧HSP100尧HSP90尧HSP70尧HSP60尧小
分子 HSPs渊相对分子质量 220 000~32 000冤及泛素渊相
对分子量 7 000~8 000冤袁其中最主要的是 HSP70(王鹏
举等袁2000)[4]遥而每个家族又由多个成员组成遥HSPs的
分布十分复杂袁不仅在不同状态下分布不同袁而且与
其功能相联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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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热应激蛋白(heat shock proteins, HSPs)是动物在不良因素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组特异性蛋
白质，任何应激均可诱导机体的 HSPs合成增加，它能使动物迅速适应环境变化，保护机体不受或少受
损害。HSPs作为应激的调控蛋白对阐明动物的应激机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中从热应激蛋白的
国内外研究现状、生物学功能、在应激反应中的作用机制等方面加以综述，以期为探讨畜禽应激机理

提供可行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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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热应激蛋白的生物学功能

热应激蛋白是一组进化上高度保守的蛋白质袁其
一级结构在不同种属之间具有很高的同源性遥热应激
蛋白的功能目前还不完全清楚袁但从其进化上高度保
守性可以推测袁热应激蛋白对细胞的生存方面一定具

表 1 HSPs家族及典型功能
真核生物 HSPs家族的通用名称
HSP27尧晶状体球蛋白尧小分子
热应激蛋白
HSP60尧伴侣
HSP70尧grp78尧Bip

HSP110

典型功能
防止蛋白质聚集曰将蛋白质从集合
体中释放出来
防止蛋白质聚集曰协助蛋白质折叠
防止蛋白质聚集曰协助蛋白质折叠

将蛋白质从集合体中释放出来

资料来源

Hartl,1996曰Fenton和 Horwich,1997
Cyr等,1994曰Haas,1994曰Hartl,1996
Jakob 和 Buchner,1994曰Buchner,1996曰Pratt,1997曰
Johnson和 Craig,1997
Schirmer等,1996曰Wowrcyrrow等,1996

Ciocatt等,1993曰Groenen等,1994曰Buchner,1996

防止蛋白质聚集HSP90尧gr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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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功能遥
2.1 提高细胞对热或其它刺激的耐受性

现已通过动物试验初步揭示袁在高温等有害因素
作用下袁体内出现应激反应袁这种反应诱导合成热应
激蛋白袁而热应激蛋白是否能被正常激活袁决定热耐
力的形成 (Welch,1993)[5]遥 在热耐力的形成中袁HSP70
起着最重要的作用遥

预先给生物以非致死性的热刺激袁可以加强生物
对第二次热刺激的抵抗力袁提高生物对致死性热刺激
的存活率袁这种现象称为热耐受渊陈万方袁1997冤[6]遥 将
HSP70的单克隆抗体作细胞内注射袁再将细胞于 45益
条件下培养 20min袁 结果细胞死亡曰 而未注射 HSP70
单克隆抗体者袁 细胞存活率超过 90%渊赵克森等袁
1999冤[7]遥目前袁对此现象的分子机制仍不太清楚袁但许
多研究均发现了 HSPs的生成量与热耐受呈正相关遥
2.2 维持细胞自稳状态

HSPs作为一种分子伴侣参与了细胞蛋白自稳状
态的维持遥当蛋白质受损尧变性时袁HSP70通过促进变
性蛋白质的修复性和水解来维持蛋白质的结构袁促进
新的蛋白质取代老化蛋白质渊Baler R等袁1993冤[7]遥 泛
素渊ubiquitin冤也是一种 HSPs袁当其羧基末端甘氨酸被
ATP活化后袁 经一系列酶促反应结合于蛋白的 着-赖
氨酸上袁 这种结合的泛素蛋白易被蛋白酶识别而降
解袁从而加速变性蛋白的清除遥 HSP90可与甾体激素
受体结合作用于核 DNA袁 避免细胞早熟和无意义反
应袁还可激活蛋白激酶 C(PKC)和蛋白酶活性袁水解
ATP袁生成超氧化物歧化酶渊SOD冤等袁从而抵抗理化因
素及过氧化物的损伤袁以保持细胞的生物学活性遥
2.3 病原体 HSPs在免疫反应中有双重作用

病原体侵入宿主后袁由于温度的变化尧宿主吞噬

细胞产生的氧自由基等价作用均可诱导病原体产生

HSPs袁一方面有助于宿主清除病原体曰另一方面由于
HSPs 在进化上的保守性袁 病原体的 HSPs 和宿主
HSPs有很高的同源性袁 因此可引起宿主的自身免疫
反应甚至是自身免疫性疾病袁如自身免疫性内耳病就
与此有一定的关系渊王鹏举等袁2000冤遥 热应激蛋白作
为分子伴侣在抗原递呈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袁它能将
结合的多肽递呈给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渊MHC冤袁激
活细胞毒性 T细胞渊CTL冤袁产生免疫反应遥
2.4 HSPs的其它作用

HSPs 还可调节 Na +K +ATP 酶的活性 (Burdon,
1982)遥 某些细胞经热休克丧失的 Na+K+ATP酶活性可
在 3益培养中随着 HSPs 的产生而得到部分恢复遥
HSPs的诱导剂亚砷酸钠亦可使 Na+K+ATP 酶的活性
升高遥 这种现象可被放线菌素 D和环已酰亚胺抑制袁
提示 Na+K+ATP酶活性升高是一种基因表达的结果袁
而不是亚砷酸钠直接作用的结果[8]遥
3 热应激蛋白在动物应激反应中的作用

3.1 热应激蛋白的基因表达与调节机制

在不同种类的细胞中袁HSPs 的转录调控结构相
同袁其基因构成非常相似遥 在其基因启动子的上游有
一必需的特殊序列袁称作热休克元件渊heat shock ele鄄
ment袁HSE冤袁 是蛋白连接场所袁 其含有热休克因子
渊heat shock factor袁HSF冤结合单位遥 HSPs诱导生成的
调控是在转录和翻译两个水平上袁且主要是转录水平
上的调控遥 HSPs基因的转录需要细胞核中有与之呈
高度亲和力与特异性结合的 HSF存在遥 正常状态下袁
HSF以单体形式存在于胞浆和胞核袁 但没有与 DNA
结合的活性遥 应激状态下袁HSF装配成三聚体并聚集
于核内袁HSF激活并与 HSE结合(见图 1)袁启动 HSPs

王启军等：热应激蛋白在动物应激反应中的作用机制 营 养 研 究

图 1 应激时热应激蛋白基因表达与调节机制

1环境因素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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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类似物 能量代谢抑制剂重金属离子 2病理因素
药物

发热发热

病毒及细
菌感染

发热

老化

局部缺血

神经损伤

肿瘤发生
发育及分化

生长因子刺激
细胞周期

3刺激条件

HSF HSF
HSFHSFHSF

HSE
HSPs

16



基因的转录(Cowling等 1985)[8]遥热休克基因还受 HSPs
的负反馈调节袁同时袁HSPs对热损伤蛋白也有较高的
亲和力袁因此袁HSPs与异常损伤蛋白之间存在竞争结
合遥 应激状态下袁细胞内异常蛋白渊热损伤蛋白尧非稳
定蛋白尧新生的蛋白前体等冤增多袁其作为底物与HSPs
结合增多遥 这种结合导致 HSPs-HSF复合体解体袁游
离的 HSPs增多袁 而 HSPs与底物的分离依赖于三磷
酸腺苷渊ATP冤遥 热应激时袁细胞内 ATP水平降低袁使
HSPs难以与底物分离袁造成 HSPs游离态库渊free pool
of HSPs冤的含量减少袁引起更多的 HSPs-HSF复合体
解体袁释放 HSPs并使之激活袁HSPs与 HSE结合即促
进 HSPs的转录遥 应激消除时袁HSPs的作用底物减少
以及新合成的 HSPs 增多袁 其游离态库增多袁 导致
HSPs与 HSF重新结合袁 从而关闭热休克基因的表达
(戴朝六等袁2000)[9]遥
3.2 HSP70在热应激反应中的作用机制

研究表明袁当热应激时袁许多生物细胞的 HSP70
可迅速被诱导遥Yahav S等(1997)发现袁将 42日龄的肉
鸡置于 35.7益环境时袁比较体温变化与 HSP70在肺组
织中表达量的变化关系袁结果显示袁随着体温的升高袁
HSP70的含量也显著升高遥 对某些动物来说袁热应激
时袁HSP70增加的幅度还很大遥对果蝇的研究表明袁用
HSP70单克隆抗体检测热应激和未产生热应激的果
蝇细胞 HSP70含量袁 发现在果蝇细胞中有时 HSP70
的增加幅度可达到未产生热应激时的 1 000倍遥 随着
HSP70的表达增强袁 机体对热的耐受能力也迅速增
加遥熊一力等(1995)通过对大鼠的研究发现袁高温情况
下袁HSP70 mRNA 基因表达及 HSP70 蛋白的合成均
明显增加遥 可见袁机体在热应激状态下 HSP70基因被
激活袁其 RNA聚合酶在转录调控因子调节下袁迅速激
活 HSP70基因的启动子袁 大量转录 HSP70 mRNA而
合成 HSP70蛋白袁导致 HSP70的表达水平升高遥张根
军等渊2004冤研究发现袁仔猪在短期急性高温渊40益尧3h冤
和持续日变高温渊25耀37益尧14d冤条件下, 与对照组相
比袁血液中 HSPs明显升高渊P<0.05冤袁在持续高温试验
期内各次测定值相对恒定袁其绝对值与短期急性热应
激时测定值接近袁 提示 HSPs是一项定性监测动物受
应激的指标袁而不能敏感地反映受应激的程度[10]遥

王枫等(2000)研究发现袁HSP70 水平高的细胞热
耐力明显高于 HSP70水平低的细胞袁HSP70水平与细
胞的热耐力呈正相关[11]遥但是 HSP70对细胞的保护作
用并不是无限的袁 不能无限夸大 HSP70对细胞的保
护作用袁它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袁如果应激超过

一定的强度袁 或持续时间过长袁HSP70的保护作用也
是无能为力的遥王枫等(2000)发现袁当细胞在 45益下暴
露达到 6h以上时袁 不管是 HSP70表达高的细胞还是
HSP70表达低的细胞袁其细胞活力均降低遥 这主要是
因为应激时间过长袁使维持细胞正常生长的蛋白质合
成受阻袁威胁细胞的生存袁同时变性蛋白过多的产生
超过了 HSP70的保护能力袁所以影响了细胞的功能袁
引起细胞死亡遥
3.3 糖蛋白 96 在热应激反应中的作用机制

糖蛋白 96(glycoprotein96, gp96)是热应激蛋白家
族的一个成员袁存在于内质网内膜上遥近年研究发现袁
gp96作为分子伴侣可结合细胞中的肽库遥当病毒感染
或肿瘤发生时袁gp96可与抗原肽结合遥 随后 gp96-抗
原肽复合物在一个受体介导的作用下将抗原肽传递

给巨噬细胞或其它抗原递呈细胞袁 经抗原递呈途径袁
抗原肽被递呈给 MHC玉类分子袁 进而激活特异性
CTL和记忆性 T细胞袁引起机体的细胞免疫反应遥 通
常认为袁 在这个过程中 gp96只起抗原传递载体的作
用袁本身没有发生变化遥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孟颂东博士首次从

感染 HBV的患者肝脏组织中提取的 gp96蛋白上分
离到与该蛋白结含的抗原肽袁 经氨基酸测序证实袁所
分离的抗原肽来自乙肝病毒核心抗原遥这一发现提示
在体内存在抗原肽与 gp96结合的可能性遥 gp96-抗原
肽复合物作为治疗 HBV引起的肝细胞癌的治疗性疫
苗的潜力将得到进一步研究袁而同样的方法也应该适
应于其它病毒引起的肿瘤病遥
3.4 HSP108在热应激反应中的作用机制

禽类的 HSP108最早发现于 1981年袁现在已知它
是哺乳动物 gp96的同系物袁 由于其分子量为 108袁故
命名为热应激蛋白 108遥 将 HSP108基因导入大肠杆
菌中进行表达袁Western blot结果显示袁融合及非融合
蛋白都能够被鼠源的抗人 gp96单克隆抗体识别袁说
明大肠杆菌表达并不影响该蛋白活性遥李燕等渊2003冤
选择了荧光素标记的一个九肽渊SYVNTNMGL袁位于乙
肝病毒核心抗原的 88耀96位上冤袁 该九肽已在一定的
温度尧盐浓度以及一定的蛋白与肽浓度比条件下进行
结合试验遥 结果证实袁 两种重组的 HSP108都可以与
乙肝病毒抗原九肽特异结合袁融合和非融合蛋白与抗
原肽的结合能力没有明显差异遥 由此可以说明袁鸡
HSP108具有与抗原肽特异结合的特性袁 这就使得今
后设计 HSP108-MDV多肽复合物新型疫苗的思路有
了理论基础遥

王启军等：热应激蛋白在动物应激反应中的作用机制营 养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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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热应激蛋白在机体免疫反应中的作用机制

作为细胞伴侣袁HSPs通过各种不同的细胞隔室
参与蛋白质的合成与运输遥 由于不同种类的 HSPs都
具有特定的细胞定位袁所以当肽在细胞隔室间移动的
时候袁HSPs通常通过多种应激蛋白之间肽传递过程
来发挥伴侣功能遥 例如袁HSP70是一种细胞质和细胞
核中的伴侣袁它对细胞内线粒体中肽的运输具有决定
性的作用袁 但这个过程需要位于线粒体内膜上的
HSP60共同作用才能发挥运输功能遥当细胞质中的肽
类进入线粒体时袁HSP70将携带的肽传递给 HSP60来
完成肽的传递过程遥 类似地袁当细胞质中的蛋白质进
入内质网时袁HSP70 便将携带的蛋白质传递给 gp96
来完成蛋白质的转移过程遥

HSPs通过多种应激蛋白之间肽传递的过程而发
挥重要作用可能与其在免疫系统中参与调节的功能

有关遥 根据 Matzinger的免疫反应模型要要要免疫性的

危险理论袁HSPs 在免疫系统中参与调节的重要性便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遥由于以区分野自我和非我冶为基础
的一个免疫系统模型很难解释随着生物体的生长与

发育所发生的变化袁 于是 Matzinger提出了一个基于
检测和论述危险能力的免疫功能的模型遥这个模型阐
述了生物体所有细胞的基本作用是适时的定时凋亡遥
如果是来自自然的原因袁这种类型细胞的凋亡则不产
生应激信号遥 如果一个细胞被某种传染性物质 野谋
杀冶袁或者由于坏死或局部缺血袁发生突然性的凋亡袁
则在细胞裂解时袁 随着蛋白-肽复合物释放进入细胞
外环境袁此时该细胞就经历了一个应激反应遥 当细胞
在应激情况下死亡时袁HSPs不仅充当了一个野危险的
信号冶来统治免疫系统袁而且作为蛋白质载体袁它们所
发挥的作用是允许免疫效应细胞监测由这个受应激

细胞释放的肽并且携带新的或未被识别的肽遥
4 前景展望

热应激蛋白的研究是当今国际上生命科学的热

点之一遥 HSPs的研究为疾病的诊断尧治疗提供了一条
新的思路袁特别是对于肿瘤疾病遥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
研究所孟颂东和高福博士等从乙肝和乙肝继发性肝

癌患者组织中分离出乙肝病毒核心抗原七肽与热应

激蛋白 gp96的复合物袁 这种复合物能够激活细胞毒
性 栽淋巴细胞袁清除乙肝病毒及肝癌细胞袁达到免疫
治疗的目的遥 这一发现在国际上尚属首次袁如果能充
分发挥 HSPs的作用袁将造福于人类遥

HSPs在人类医学上的研究已有很多袁 为疾病的
诊断尧治疗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遥 但对于家畜尧家禽

HSPs的研究鲜有报导袁探索 HSPs抗原和抗体的水平
与温热环境尧 运输应激的相关性袁 研究 HSPs作为家
畜尧家禽的热应激程度尧应激能力尧健康状况的评价指
标的可能性袁 建立 HSPs的应激预警系统是今后发展
的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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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启军等：热应激蛋白在动物应激反应中的作用机制 营 养 研 究

维生素药物 服用维生素 A时应忌喂棉子饼；服用维生素
B1时应忌喂高粱；服用维生素 C时应忌喂甲壳类海产品。
抗贫血药物 在服用硫酸亚铁等药物防治家畜贫血病时，

应忌喂磷元素含量较高的麸皮，因为较高含量的磷元素会

降低家畜对铁元素的吸收利用。

利尿药物 在服用醋酸钾等药物时，应忌喂酒糟，因为酒糟

中的酒精易与醋酸钾发生反应而降低药效。

驱虫药物 在服用盐酸左旋咪唑、人用肠虫清等药物前，应

让家畜停食 6耀12h，并避免饲喂大量的稀料和油腻泔水。
钙制剂药物 在使用氯化钙、乳酸钙、葡萄糖酸钙等药物治

疗家畜佝偻病时，不要再给家畜喂含草酸较多的菠菜。

解毒类药物 在使用亚甲基蓝、硫酸钠等药物治疗家畜中

毒病时，不要再饲喂青贮饲料。

抗生素药物 在服用链霉素时，应忌喂食盐；在服用四环

素、土霉素、强力霉素时，应忌喂大豆和饼粕类饲料；在服用

庆大霉素时，应忌喂维生素类添加剂。

止泻药物 在治疗家畜肠道疾病时，应避免给家畜饲喂一些

粗硬通便的青绿饲料和容易引起家畜肠道胀气的豆类饲料。

家畜用药时忌喂的饲料
窑信息采撷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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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蛋白质进行酸水解是制备氨基酸的良好方法遥
大豆浓缩蛋白是大豆蛋白工业中一种新兴产品袁是脱
除大豆中的可溶性糖分和多种抗营养因子的大豆蛋

白制品袁含有平衡的氨基酸组成和极高的蛋白质消化
率袁是制备氨基酸的良好原料遥 本试验选用大豆浓缩
蛋白为原料袁研究了盐酸浓度尧水解时间和液固比对
琢-氨基氮含量的影响袁期望获得较高氨基酸含量的大
豆蛋白水解条件遥
1 试验材料

大豆浓缩蛋白渊含氮量为 61.05%袁江苏东海粮油
公司冤尧盐酸渊36%耀38%袁分析纯冤尧甲醛溶液尧标准
NaOH溶液渊0.041 1mol/l冤尧酚酞溶液遥
2 试验内容

2.1 正交试验设计

影响蛋白质水解的因素较多袁 为使氨基氮转化
率达到最高袁氨基酸破坏率最低袁就需要对水解条件
进行优选遥本试验在水解温度为 110益左右的情况下
选用水解时间尧液固比尧盐酸浓度作为考察的 3个因
素袁以氨基酸转化率作为考察指标袁每个因素各选出
3个水平袁用 L9渊34冤正交表进行试验袁因素水平安排
见表 1遥

表 1 盐酸水解大豆浓缩蛋白正交试验的因素水平

因素

1
2
3

A水解时间(h)
10
14
18

B液固比(ml/g)
31
41
51

C盐酸浓度渊mol/l冤
4
6
8

D空白水平

2.2 试验方法

取 12.5g大豆蛋白袁加少量水浸润袁再加入所需的
盐酸袁110益左右水解遥 水解完毕袁分别用凯氏定氮法[1]

和甲醛滴定法[2]测定总氮量和氨基氮量袁以水解液中
氨基氮与总氮之比作为氨基氮的转化率袁并以氨基氮
转化率作为判断水解程度的指标遥

琢-氨基氮的测定要要要吸取 5.0ml 样品 袁 置于
100ml容量瓶中袁加水至刻度袁混匀后吸取 20ml袁置于
烧杯中袁加入 60ml水袁开动磁力搅拌器袁用氢氧化钠
标准溶液滴定至 pH值为 8.2袁加入 10.0ml甲醛溶液袁
混匀后继续用氢氧化钠标准溶液滴定至 pH值为 9.2袁
记录加甲醛后滴定所用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毫升数遥
同时取 80ml水袁先用氢氧化钠标准溶液滴定至 pH值
为 8.2袁加入 10.0ml甲醛溶液袁混匀后继续用氢氧化钠
标准溶液滴定至 pH值为 9.2 袁作为空白试验遥计算公
式如下:

琢-氨基氮渊g/100ml冤= 伊0.014伊100/ 遥
式中院 要要要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浓度渊mol/l冤曰

要要要校正后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消耗量渊ml冤曰
0.014要要要氮的毫克当量曰
要要要参与滴定的上清液体积渊ml冤遥

3 结果与讨论

3.1 试验结果

正交试验结果见表 2遥从表 2中可以看出袁在本试
验设定的试验条件范围内袁影响试验结果的各个因素
主次排列顺序为 C尧A尧B袁即盐酸浓度和水解时间在水
平因素中起主要作用袁液固比起次要作用遥

为了更加直接地表示出各种因素的最好水平袁
作了因素和指标的关系图袁见图 1遥从图 1中看出袁大
豆浓缩蛋白水解的最佳工艺条件为 A2B3C2袁 其次为
A2B2C2遥而这两个水解条件在上述正交试验中都未出
现遥 此后进一步对 A2B3C2和 A2B2C2条件进行重复试
验袁 结果发现这两个水解条件的氨基氮含量分别为
56.20%尧55.74%袁这两者之间的氨基氮含量只存在很
小的差异袁同时考虑到成本因素袁我们确定最佳的水
解条件为水解时间 14h尧 液固比 41尧 盐酸浓度
6mol/l遥

酸水解大豆蛋白制取复合氨基酸水解液的研究
严群芳 王 恬 张莉莉

严群芳，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210095，江苏南京。
王恬（通讯作者）、张莉莉，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6-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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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采用正交试验对盐酸水解大豆浓缩蛋白制备氨基酸的条件进行了优选，试图得到

高含量的氨基酸溶液。结果表明，当盐酸浓度为 6mol/l、水解时间为 14h、液固比为 41时可以得到最
佳的水解效果，此条件下的氨基氮含量为 55.74%。

关键词 大豆浓缩蛋白；氨基酸；酸水解

中图分类号 S816.4

试 验 研 究

19



试验号
1
2
3
4
5
6
7
8
9
K1
K2K3

=渊k12+k22+k32冤/3
=| -CT|

A
1
1
1
2
2
2
3
3
3

141.72
151.68
129.1

19 919.40
85.37

B
1
2
3
1
2
3
1
2
3

134.14
140.54
147.84

19 865.36
31.33

C
1
2
3
2
3
1
3
2
1

119.26
157

146.24
20 086.03

252.00

D
1
2
3
3
1
2
2
3
1

137.36
142.86
142.28

19 840.12
6.09

氨基氮转化率渊%冤
36.66
53.20
51.86
54.2
51.1

46.38
43.28
36.22
49.6

G=422.5
CT=19 834.03

表 2 盐酸水解大豆蛋白正交试验结果

70
60
50
40
30
20
10
0 A1A2A3 B1B2B3 C1C2C3

因素

图 1 正交试验曲线

3.2 分析与讨论

3.2.1 水解时间

由图 1可知袁随着水解时间的延长袁氨基氮含量
递增袁14h后又逐渐下降遥 说明水解一定时间后袁氨基
氮积累至最大浓度袁如果再继续水解袁氨基酸反而易
发生二次反应袁而且大豆蛋白中其它物质也易在高温
酸性环境中发生一系列的反应袁 影响氨基酸的收率袁
导致氨基氮含量的下降袁 所以水解时间不是越长越
好曰但如果水解时间过短袁则水解不完全袁影响水解效
率遥 因而根据本试验的结果袁选用 14h最适合遥
3.2.2 盐酸浓度

试验表明袁开始氨基氮含量随着盐酸浓度的增加
而增加袁至 6mol/l时达最大值曰此后袁随着盐酸浓度的
增加袁氨基氮含量又逐渐下降遥 这可能是因为酸浓度
低时袁水解时间短袁蛋白质水解不完全曰浓度过高袁水
解生成的氨基酸又会被浓酸破坏袁 生成无用的副产
物袁导致氨基氮含量的下降遥 所以最佳的盐酸浓度为
6mol/l遥
3.2.3 液固比

液固比即盐酸用量袁 关系到实验成本与水解效
率遥从图 1可以看到液固比对氨基氮含量的影响相对

较小袁随着比值的增大袁氨基氮含量缓慢增加遥因此在
考虑到成本上可以适当减少盐酸用量遥但如果用量太
小的话袁易造成热传递不良袁焦糊袁从而使产品带糊
味尧颜色加深遥 综合考虑袁我们认为液固比选择 41
最适合遥
4 结论

大豆蛋白的蛋白质含量较高袁 氨基酸平衡良好袁
而且价格相对较便宜袁因此是获取蛋白水解物的理想
原料遥 本试验研究了盐酸浓度尧水解时间和液固比 3
个因素对 琢-氨基氮含量的影响袁 得到在水解温度为
110益左右的情况下袁 获得水解液中高游离氨基酸含
量的最佳水解条件院 酸浓度为 6mol/l尧 水解时间为
14h尧液固比 41遥此条件下氨基氮含量达到 55.7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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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群芳等：酸水解大豆蛋白制取复合氨基酸水解液的研究 试 验 研 究

据商务部市场运行司监测，受消费需求增长及生猪存栏

量减少等因素影响，近期生猪出栏价格出现触底反弹行情。5
月上旬，全国重点养殖企业的生猪平均出栏价格为 6.63元/kg，
较 4月下旬上涨了 1.5%。从各地情况来看，安徽、陕西和云南
的生猪出栏价格较 4月下旬分别上涨了 6.0%、5.2%和 4.6%。
生猪价格上涨，一是由于“五一”黄金周期间，居民的猪肉消

费需求增长，拉动生猪价格回升；二是近期生猪存栏数量下

降，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有所缓解。由于前期猪价已跌至最

低点，预计生猪价格将缓慢回升，但完全走出低谷还需要一

段时间。

5月上旬猪价触底反弹
窑信息采撷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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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链球菌是农业部允许使用的饲料级微生物饲

料添加剂菌种之一袁属兼性厌氧革兰氏阳性菌袁具有
调节动物肠道微生态菌群平衡袁治疗腹泻尧提高免疫
力等功效遥粪链球菌作为兼性厌氧菌袁难以固态培养遥
本实验通过筛选袁得出几株能与粪链球菌共生的酵母
菌袁通过与其复合培养袁使粪链球菌得以在固体物料
中生长袁并且粪链球菌与酵母菌株复合培养袁发挥多
菌株间的协同作用袁比单一菌的益生菌制剂能发挥更
好的作用遥 产品加入了酵母菌袁使其除了含有较高的
活菌数袁可作为优良的微生态制剂外袁还提高了产品
的菌体蛋白含量袁可作为优良的蛋白饲料遥 产品具蛋
白饲料与微生态制剂双重特性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菌种

粪链球菌袁购自中科院微生物所曰酵母菌袁外购及
自筛菌种遥
1.1.2 试管培养基

粪链球菌袁增殖培养基曰酵母菌袁麦芽汁培养基曰
液体发酵培养基曰固体发酵培养基遥
1.1.3 主要设备

7HZ-82 型普通摇床尧PHS-3C 型酸度计尧DPX-
650B型恒温培养箱尧OLMPUS显微镜遥
1.2 方法

1.2.1 菌种培养方法

粪链菌球院 斜面菌种袁30益培养 48h曰 液体菌种袁
30益摇床培养 48耀72h遥

酵母菌类院 斜面菌种袁30益培养 24耀48h曰 液体菌
种袁30益尧160r/min摇床培养 24h遥
1.2.2 固体培养方法

将培养好的液体菌种按一定接种量接入配好的固

体物料中袁加入营养盐袁按一定水分拌匀袁30益培养遥
1.2.3 测定方法

细胞数检测用生物学活菌计数法曰pH值用酸度
计测定遥
2 结果与讨论

2.1 菌株的筛选

用粪链球菌作为指示菌袁用点种刺激圈法袁对室
内的 10余株饲用微生物酵母菌进行筛选袁 最后确定
了 5株能与粪链球菌共生的酵母菌遥
2援2 固体菌种培养方法的确定

对筛选出的菌种先接种于液体培养基中培养袁对
不同的原料进行配比实验袁确定菌种的培养方法院 料
水=10.7尧pH值 4.5耀5.5尧培养周期 24耀36h遥 此培养
方法下粪链球菌可达 30亿个/g袁 酵母菌 80亿个/g以
上遥
2.3 培养初始 pH值的确定

设计初始 pH值实验配方袁 对培养物进行活菌计
数袁结果见表 1遥

表 1 原料起始 pH值对培养结果的影响

细胞数
渊亿个/g冤

3.1
17

3.5
21

4.0
26

4.5
30

5.0
32

5.5
染杂菌

+++
6.0
染杂菌

+++

pH值
项目

从表 1可以看出袁当 pH值为 4.5耀5.0时袁物料活
菌数较高袁当 pH值为 5.0时袁活菌数达 32亿个/g袁其
中粪链球菌菌数约 10亿个/g袁酵母菌数 20耀25亿个/g遥

粪链球菌与酵母菌复合固体培养生物饲料的研究
王艳华 赵新海 张庆华 孙翠焕 冀宝营

王艳华，辽宁省微生物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122000，辽
宁省朝阳市文化路二段 22号。
赵新海、张庆华、孙翠焕、冀宝营，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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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粪链球菌与酵母菌株复合固体培养工艺的研究中，进行了菌种筛选，确定了 1株粪链
球菌、5株酵母菌复合培养工艺。培养最佳条件为：培养温度 30益、初始 pH值 4.5耀5.0、接种量为 2%。确
定了尿素作为无机氮源，其最适添加量为 3%，培养周期为 36耀40h。培养物活菌数可达 30亿个/g，其中
粪链球菌数可达 10亿个/g，酵母菌数 20亿个/g以上，产品粗蛋白含量可达 20%耀30%。产品具微生态
制剂与蛋白饲料双重特性。

关键词 粪链球菌；酵母菌；复合固体培养；微生态制剂；蛋白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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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值过高时易染杂菌遥
2援4 培养物水分含量的确定

设计培养物不同的含水量袁结果见表 2遥
从表 2可以看出袁 水分含量控制在 50%耀55%为

最佳袁细胞数可达 35亿个/g遥
表 2 水分含量对培养结果的影响

细胞数
渊亿个/g冤

30
14.7

35
16.1

40
21.7

45
31.3

50
35.1

55
34.8

60
20.6

65
18.5

70
15.2

水分含量渊%冤
项目

2.5 接种量对培养结果的影响

设计配方的不同接种量袁结果见表 3遥
表 3 接种量对培养结果的影响

细胞数
渊亿个/g冤

0.2
13.2

0.6
15.3

1.0
18.7

1.2
19.3

1.6
23

2.0
32

2.5
34.1

3.0
33.4

接种量渊%冤
项目

从表 3可以看出袁 当接种量为 2%时袁 细胞数较
高袁且随着接种量的加大袁细胞数并没有显著加大袁即
2%的接种量较适宜遥
2.6 无机氮源的确定及转化率实验

本实验通过对硫酸铵尧尿素尧磷酸氢二铵等的添
加量实验袁确定了尿素作为无机氮源袁其添加量及实
验结果见表 4尧表 5遥

表 4 硫酸铵、尿素、磷酸氢二铵等的添加量实验

添加量渊%冤
粗蛋白渊%冤

硫酸铵
2.0

19.06
尿素
2.0

28.74
磷酸氢二铵

2.0
23.50

尿素
1.0

20.57
尿素
3.0

33.01

氮源
项目

从表 4可以看出袁添加量相同渊2.0%冤时袁添加尿素
时产品粗蛋白提高最多曰并且尿素添加量越大袁产品粗
蛋白含量提高越多袁所以初步确定尿素为无机氮源遥

表 5 尿素转化率实验（%）

粗蛋白
氨态氮
尿素转化率
纯蛋白

1
20.57
0.10

78.57
19.95

2
28.74
0.24

75.00
27.24

3
33.01
0.21
85.71
31.7

4
35.24
0.34
82.50
33.12

5
37.86
0.62
74.14
33.98

尿素添加量
项目

从表 5可以看出袁当尿素添加量为3%时袁纯蛋白
含量较高袁 可达 31.7%, 同时尿素转化率最高袁达

85.71%袁因此当尿素添加量为 3%时最适宜遥
2.7 培养周期的确定

从培养开始,每隔 4h取样一次袁置于 40益烘箱烘
干袁测定培养样不同时间的活菌数渊见图 1冤遥

40
30
20
10

0 4 12 44362820
时间渊h冤

图 1 细胞数——时间曲线

从图 1可见袁随着时间的延长袁培养样细胞数随
之增加袁至 36耀40h时袁细胞数相对稳定袁不再大幅增
加袁因此袁培养周期可确定为 36耀40h遥
3 结论

粪链球菌作为一株优良的益生素菌株,由于兼性
厌氧而较难培养遥实验确定了粪链球菌与酵母菌复合
培养工艺袁其培养的最佳温度条件为 30益;最适初始
pH值 4.5耀5.0曰最佳水分含量为 50%耀55%曰最适接种
量为 2%曰确定了尿素作为无机氮源袁其最适添加量为
3%袁培养周期为 36耀40h遥 培养物活菌数可达 30亿个/g袁
其中粪链球菌数可达 10亿个/g袁 酵母菌数 20亿个/g
以上袁产品粗蛋白含量可达 20%耀30%袁添加 3%尿素
时粗蛋白含量可达 30%遥固体法培养使生产工艺简单
可行袁生产成本较低袁产品具有较高的活菌数及粗蛋
白袁兼具微生态制剂与蛋白饲料双重特性袁使产品能
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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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转基因作物是指利用重组 DNA技术将外源基因
整合于受体植物基因组袁改变其遗传组成后产生的植
物及其后代袁 也称为遗传修饰生物体渊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袁GMOs冤遥 自 1983年首例转基因植
物要要要转基因烟草问世以来袁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
面积和销售收入均以倍数增长遥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
植面积 2005年达到 9 000万公顷袁 其中大部分种植
在美国尧加拿大和阿根廷遥从转基因作物种类来看袁转
基因大豆占 60豫左右袁其次是转基因玉米和棉花遥

我国大豆年产量仅次于美国尧 巴西和阿根廷袁居
世界第四袁2003年大豆产量约 1 620万吨遥但是袁国产
大豆仍远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袁2003 年中国进口
大豆达到 2 074万吨袁这部分主要是抗除草剂转基因
大豆渊Roundup ready soybean袁RRS冤遥 由于人类自身对
转基因食品的排斥袁在美国所有的转基因大豆都用做
饲料遥 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大豆有半数属于转基因大
豆袁 据估计约有 60%耀70豫的饲料原料与转基因植物
有关遥 随着人类对饲料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袁转基因
作物原料也受到广泛关注袁转基因饲料饲喂的动物产
品是否能导致食用者产生过敏反应钥转基因饲料是否
会因为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存在影响动物肠道微生物

的耐药性钥 是否会影响动物养殖环境的微生物群落钥
导入的基因是否会影响动物和人的健康钥这些问题的
回答是长期而复杂的袁因此袁转基因原料用于动物饲
料生产也应采取谨慎态度遥动物饲料安全也是人类食
品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袁转基因饲料对养殖动物的安
全性尧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性都需要做长期大量的工作
加以确认遥 正因为转基因食品和饲料安全性尚无定
论袁所以转基因作物的检测技术也受到世界范围内的
广泛关注遥转基因检测技术的灵敏性和准确性对健全

转基因安全性立法袁促进基因工程育种的健康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遥

转基因作物的检测是一类相对新颖的技术袁在过
去的几年中袁 无论是基于 DNA的还是基于蛋白质的
检测技术都已经取得很多成就遥 在转基因作物中袁外
源基因嵌入受体植物的基因组袁并且在受体植物中表
达特异的蛋白质袁赋予受体植物新的生物学特性遥 因
此袁 无论利用外源 DNA还是外源基因的表达产物蛋
白质袁都能将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区分开遥 但
是袁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阻碍着转基因检测技术的
发展袁例如缺乏世界各地研发和种植的各类转基因作
物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的透明度遥
2 取样

在对转基因作物及其加工产品进行检测的时候袁
为了避免检测样品的不均一性袁必须保证有足够的样
本容量和正确的取样方法袁用于检测的样品必须具有
统计意义遥 粗加工的样品和种子在提取用于检测的
DNA和蛋白质之前袁必须彻底粉碎并且充分混匀遥 尽
管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转基因检测的取样方法袁但是
一些传统的取样方法对转基因样品也有借鉴之处遥
Kay和 Paoletti发表过一篇针对大宗作物尧 初级原料
以及含有特异成分的终产品进行取样的综述[1]袁在样
本容量尧样本比例尧增量和选取实验室分析样品等方
面进行了比较分析遥一些政府部门如美国农业部谷物
检测包装储存管理局 渊Grain Inspection, Packers and
Stockyards Administration袁GIPSA冤 发布的法规对取样
方法也有充分的描述[2]遥总而言之袁一个合适的取样策
略应该是灵敏度尧费用和可信度之间的平衡遥
3 基于 DNA的检测分析方法

由于转基因作物是基因工程修饰的产物袁因此大
多数转基因作物检测方法都直接以外源基因为目标遥
3.1 定性 PCR检测

目前最常用的基于 DNA 的转基因检测方法是
PCR技术遥 根据外源基因序列设计引物袁利用热稳定
性 DNA聚合酶对转基因作物的 DNA进行扩增袁获得
特异的扩增产物遥 对扩增产物进行电泳分析袁可以大
致确定产物的长度和浓度遥PCR扩增产物可以进一步
通过序列测定以及限制性酶切反应进行分析遥 影响
PCR检测效率的主要因素是 DNA的提取纯化袁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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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采用的提取纯化方法是 CTAB 渊十六烷基三甲
基溴化铵冤 法和试剂公司研制的 DNA提取试剂盒遥
一些影响 DNA稳定性的因素如高温尧高湿袁核酸酶活
性尧低 pH 值渊常存在于食品加工过程中冤也会影响
DNA的质量遥 食品中的一些化合物如蛋白质尧脂肪尧
多糖尧多酚和焦糖等都可能影响 DNA聚合酶的活性袁
从而影响 PCR检测的灵敏性[3]遥
3.2 定量 PCR检测

转基因作物的定量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袁因为定
量转基因作物在一种食品中的含量是对这种食品进

行转基因标识的依据遥 基于 PCR技术的定量分析最
早也借助于电泳分析和一种竞争性扩增策略[4]遥 在一
个 PCR反应体系中同时加入转基因作物特异的外源
基因和内源基因渊通常为管家基因冤或者人为加入已
知浓度的人工构建 DNA袁这两种模板 DNA进行竞争
性扩增袁通过对扩增产物进行电泳图像的分析从而得
到样品 DNA的相对浓度遥通常情况下袁转基因作物在
检测样本中的含量与所检测的外源 DNA含量呈线性
关系袁但是与蛋白质或 RNA并不呈线性关系遥这种竞
争性 PCR 检测技术渊double competitive PCR冤的缺点
是包含很多样品 DNA的处理和稀释步骤袁 从而明显
增加了污染的机会遥另外袁这一技术的分析方法仍然是
对终产物进行图像分析袁 很难提升到标准的分析技
术遥

在欧美国家袁适时定量 PCR技术渊real原time PCR冤
正广泛用于转基因作物的定量检测遥 利用这一技术袁
特异性扩增产物的荧光信号可以在 PCR反应的过程
中被适时检测遥 适时 PCR可以应用已商品化的荧光
检测 PCR 仪同时扩增特异性核酸序列和测定其浓
度遥此法不像其它定量 PCR技术袁适时 PCR不需要内
标遥 适时定量 PCR选择在 PCR扩增的指数增长期进
行扩增 DNA分子的定量渊对 PCR反应的成分没有限
制冤袁从而改善了对靶序列定量的精度遥与在反应终点
对扩增产物再进行定量的旧方法比较袁 适时 PCR技
术在某种程度上不易受扩增反应成分变化的干扰袁同
时对于扩增效率的差异也有更细微的敏感性遥

到目前为止袁全世界已经有 100多种转基因植物
被权威机构批准用于制作食品或饲料袁而且还有很多
正处于试验阶段袁其中只有少数几例用于大规模商业
化生产袁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市场上遥 由于商业竞
争的原因袁与这些转基因作物相关的修饰基因序列的
相关信息通常被开发者严格保密遥但是一些信息也能
在某些数据库找到详细的描述袁包括一些世界公认的
大型核酸序列数据库渊例如院EMBL袁2003曰NCBI袁2003冤遥
对于检测方法的发展来说袁 相关 DNA序列的详细信

息是先决条件袁序列信息一旦具备袁那么基于核酸序
列的分析方法就能很快建立起来渊几周之内冤遥

此外袁还有 Southern杂交检测技术袁由于其灵敏
度不高及不能定量检测袁这里就不介绍了遥
4 基于蛋白质的检测分析方法

理论上袁很多用于蛋白质和多肽的分离尧纯化和
分析的方法如等电聚焦尧层析技术尧双向电泳等都可
以用于分析转基因作物与其亲本植物的区别遥但实际
上袁这些方法往往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袁或者操作过
程过于繁琐遥过去 30年袁免疫分析技术的飞速发展使
得抗体和抗原的特异性结合可以用肉眼直接观察或

者借助仪器精确分析遥 在外源基因已知的情况下袁利
用特异性抗体对外源基因表达产物要要要蛋白质进行

定性和定量分析是完全可行的[5]遥
4.1 Western杂交

Western杂交技术是一种具有高度特异性的分析
技术袁 可以定性检测一个待测样品中的转基因蛋白袁
尤其适用于分析不溶性蛋白遥 因为用于Western杂交
的电泳分析是在变性条件下进行的袁所以避免了蛋白
的溶解尧 聚合和目的蛋白与非目的蛋白的共沉淀现
象遥一般认为袁这种方法更适用于样品的实验室检测袁
不适用于常规检测遥 待检测样品需要经过 SDS原PAGE
渊十二烷基硫酸钠聚丙烯酰胺凝胶冤电泳以后袁经过电
泳分离的样品转移到固相支持物上渊通常为硝酸纤维
素薄膜冤袁免疫球蛋白结合位点用脱脂牛奶覆盖遥用特
异蛋白的单克隆抗体或多克隆抗体结合膜上的特异

蛋白袁然后对特异蛋白的抗体进行显色反应就可以检
测样本中的转基因蛋白遥对于作物种子袁Western杂交
的检测极限大约为 0.25%曰 对于加工过的作物粗粉袁
其检测极限大约为 1豫[6]遥
4.2 ELISA

ELISA 检测可以采用酶标板和试管等几种仪器
进行遥这种检测具有可以定量尧灵敏度高尧成本低廉和
处理样本量大等优点袁适用于实验室对大量样本进行
高通量检测遥 利用该方法检测所需要的时间一般为
90min袁借助酶标仪可以对样本进行定量分析袁以抗除
草剂转基因大豆渊RRS冤为例袁其检测极限为 0.25%渊种
子冤和 1.4%渊作物粗粉冤遥 抗体包埋的试管法适用于大
田检测袁 所用时间为 15耀30min袁 但是只能进行定性检
测遥 到目前为止袁由于缺乏可以用于定量的内标袁该方
法还不能对食品中的转基因成分进行分析遥
4.3 试纸条法

以试纸条代替 ELISA 检测方法中的酶标板进而
发展出了试纸条检测技术遥将结合了显色反应物的外
源蛋白特异的抗体固定于试纸条上袁当试纸条一端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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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难度
特殊仪器
灵敏度
所需时间
能否定量
大田检测
主要应用于

Western杂交
复杂
需要
高
2d
否
否

科学实验

ELISA
中等
需要
高

30耀90min
能
能

常规检测

试纸条
简单
不需
高

10min
否
能

大田检测

Southern杂交
复杂
需要
中等

6h
否
否

科学实验

定性 PCR
复杂
需要
非常高

1.5d
否
否

常规检测

竞争定量 PCR
复杂
需要
高
2d
能
否

常规检测

适时定量 PCR
复杂
需要
高
1d
能
否

常规检测

基于蛋白质的检测技术 基于 DNA的检测技术
表 1 常见转基因作物检测方法

项目

于含有待检测蛋白的溶液中后袁待测蛋白与试纸条上
的一抗结合袁并向另一端移动袁经过固定于试纸条上
的两条捕获带袁 一条为结合特异外源蛋白的二抗袁另
一条为特异结合一抗的二抗袁如果试纸条上出现一条
显色带表明结果为阴性袁 如果出现两条带则为阳性遥
试纸条法在 5耀10min 内就能给出结果袁 成本非常低
廉袁适合于样品的早期筛选遥 针对大豆尧油菜尧棉花和
甜菜等转基因作物中的抗除草剂基因 CP4 EPSPS已
经有商品化的检测试纸条[7袁8]遥尽管目前针对不同转基
因作物的检测试纸条品种很少袁但是这种方法拥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遥
4.4 其它免疫分析技术

利用磁珠作为支持介质的免疫检测方法是除

ELISA和试纸条之外的另一种检测方法遥 磁珠表面用
捕获抗体包埋袁置于含有待测样品的试管中袁依靠磁
力的作用将结合了反应物的磁珠与未结合反应物的

磁珠分离开遥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磁珠在反应过程中可
以自由活动袁减少了因分布不均造成的试验误差遥 另
外袁将免疫学方法与大型仪器设备结合也发展了一些
新的检测方法袁如大型免疫光谱分析技术和利用生物
传感器检测特异物质结合抗体的技术[9]遥

综上所述袁 一些常用的基于 DNA或蛋白质的检
测方法列于表 1遥
5 一些新的检测方法

5.1 基因芯片技术

基因芯片技术的基本原理是将几万个寡核苷酸

或 DNA作为探针袁密集排列于硅片等固相支持物上袁
将待测样品标记后与微点阵杂交并进行检测遥该方法
的主要特点是高度并行化尧多样化尧微型化和自动化遥
正因为具有上述特点袁只要某种未经过审批的转基因
作物整合了一段与已知序列具有同源性的 DNA 片
断袁基因芯片理论上也可以对其进行检测遥 基因芯片
技术目前已经用于筛选获批 GMO的转基因边界序列
和近缘种可能污染的调控序列[10]遥
5.2 质谱分析

近几年袁基于基质辅助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
渊MALDI-TOF MS,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鄄
s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scopy冤等原理的质谱
分析技术在大分子物质如蛋白质和核酸分析中得到

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遥其基本原理是将分析物分散在基
质分子中并形成晶体袁当用激光照射晶体时袁基质分
子吸收激光能量袁样品解吸附袁基质原样品之间发生电
荷转移使样品分子电离遥电离分子在飞行管中向电荷
相反的电极移动袁在到达探测器之前袁电离分子根据
核质比发生分离遥该技术已经用于基因的单核苷酸多
态性分析渊SNP冤遥 目前还没有该技术用于转基因作物
检测的报道袁 但是与其它技术如 SPR技术相结合袁在

不久的将来也可能应用于该方面的研究遥
5.3 表面等离子共振技术 渊Surface Plasmon Reso鄄
nance袁 SPR冤

SPR是一种物理光学现象遥当入射光以临界射入
两个不同折射率的透明介质的界面时会产生反射袁其
反射光的强度在每一角度都应相同袁但当两个界面之
间镀上一层金属层袁则入射光的一部分和金属表面的
自由电子作用引起共振袁从而导致反射光强度在一特
定角度大大减弱袁此现象称为表面等离子共振(SPR)袁
反射光消失的角度称为表面等离子共振角 (SPR an鄄
gle)遥生物分子与生物传感芯片上的探针或配体反应袁
引起金属表面折射率的变化遥折射率的变化与结合在
传感芯片配位体上生物分子的质量成正比袁因此可用
于生物大分子的检测遥 这一技术的优点是院不需要高
度纯化的样品曰能够分析微量样品渊mg以下冤曰分析检
测一步完成遥目前已经有利用该技术检测抗除草剂转
基因大豆的报道袁但是该技术用于转基因作物检测的
可行性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11]遥
5.4 近红外反射光谱分析技术 渊NIRS, Near Infrared
reflectance Spectroscopy冤

近红外反射光谱分析法 渊NIR冤 作为一种分析手
段袁可以测定有机物以及部分无机物遥 这些物质分子
中化学键结合的各种基团 渊如 C=C尧N=C尧O=C尧O=H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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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冤的伸缩尧振动尧弯曲等运动都有它固定的振动频
率遥当分子受到红外线照射时袁被激发产生共振袁同时
光的能量一部分被吸收袁测量其吸收光袁可以得到极
为复杂的图谱袁这种图谱表示被测物质的特征遥 该技
术广泛应用于对谷物进行水分尧蛋白尧脂肪尧纤维和淀
粉的非破坏性分析遥当转基因作物缺乏相关的外源基
因序列信息时袁这一技术可以用于区分转基因作物与
非转基因作物遥 而且袁这一技术最近也被尝试用于区
分转基因大豆和非转基因大豆[12]遥 这一技术的主要缺
点是精确度不够高袁需要样品量比较大遥
6 转基因作物检测的成就与挑战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和人体健康的关注袁
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措施袁加强对转基因
生物的安全管理袁并要求对列入目录的转基因生物进
行标识遥 我国已将大豆尧大豆粉尧大豆油尧豆粕尧玉米尧
油菜籽尧棉花种子和蕃茄等 5类 17种产品袁列入第一
批实施标识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袁 并规定从
2002年 3月 20日起袁 对转基因农产品的直接加工品
加以标识遥 但是袁要求转基因产品贴注标签的法令却
在市场遭到了无声的抵制遥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仍然无法得到有效保护遥人类关注转基因食品安全的
同时袁也关注着动物饲料的安全遥 我国的饲料生产已
经具有相当规模袁由于转基因作物对动物尧人体和生
态环境存在不可知的危害袁 也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遥
探索和优化转基因食品和饲料的检测技术是解决上

述问题的关键所在遥 目前袁转基因食品和饲料的检测
技术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遥

淤在转基因食品控制最严格的欧盟袁与各种转基
因作物有关的详细信息包括全部的序列都已经有详

细的记录遥这些信息有助于研究者对转基因作物进行
特异的检测袁并且有助于对插入位点尧转基因过程中
无法预知的 DNA断裂以及宿主植物基因组 DNA 的
重排进行分析遥 然而袁当两种不同的转基因作物杂交
以后袁 产生的杂交后代同时具有两个亲本的特征袁目
前的转基因定性和定量检测方法也无法区分某一产

品是杂交后代还是两个亲本的混合物遥
于目前袁 针对各种作物都确定了一些特异的

DNA序列袁 这些序列在某个特异植物物种单倍体基
因组中保持拷贝数稳定袁可以用作参照基因袁对转基
因作物进行定量测定遥 而且袁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
发展袁 基于 PCR的定量分析技术已经具有很高的精
确度和重复性遥 但是袁利用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对转
基因作物进行检测时袁转基因作物的纯合体尧杂合体尧
二倍体尧三倍体以及多倍体等不同形式将对检测结果

产生影响遥 同时袁来源于不同转基因株系的作物甚至
不同的处理条件都可能产生不同的 DNA含量遥因此袁
在转基因作物检测过程中袁 从取样到 DNA或蛋白抽
提等分析步骤都可能对结果的准确性产生影响遥 此
外袁实验室条件下对转基因作物进行检测确定的检测
极限值是采用标准样品在非常适宜的条件下得到的遥
但是袁这些方法的检测极限值对于加工过的转基因作
物并不适用袁而且容易产生误导遥

盂由于转基因作物的种类越来越多袁定性检测方
法也应该逐步多样化遥目前用于转基因检测的多种引
物正在筛选中袁 而且除上述基于 DNA和基于蛋白质
的检测方法外袁其它方法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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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有效能值渊Bioavail Eenrgy袁BE冤评定历来是
饲料营养价值评定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袁 寻找快
速尧简便尧实用的评定饲料有效能的方法是营养学家
追求的目标遥

用化学回归法来预测饲料有效能已经成为一种

发展趋势遥 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 不少学者在应用
数理统计原理,采用化学成分估测饲料有效能值方面
进行了研究(Axelesson,1939)遥 由于 Wender 的 CF渊粗
纤维冤分析方法的缺陷袁Van Soest和 Wine(1967)提出
了 NDF渊中性洗涤纤维冤尧ADF渊酸性洗涤纤维冤结合其
它营养成分的分析方法遥 近几年来袁Noblet等渊1992尧
1993冤尧Zhang 等渊1994冤进一步地完善了用 NDF尧ADF
等纤维物质并结合其它成分来评定饲料 DE 渊可消化
能冤尧ME渊代谢能冤的方法袁并建立了相关性很高的预
测方程遥但是用化学回归法必然涉及到繁琐的实验室
分析袁还不能达到快速预测饲料中有效能的目的遥

在快速预测饲料原料中常规成分含量的方法中袁
近红外光谱技术已经得到了认可袁预测一个样品只需
要几十秒的时间袁大大缩短了在实验室的分析时间遥
1 近红外光谱技术渊NIRS冤的原理

近红外光谱主要是由于分子振动的非谐振性使

分子振动从基态向高能级跃迁时产生的遥近红外光谱
记录的是分子中单个化学键的基频振动的倍频和合

频信息袁它常常受含氢基团 载-匀(载越悦尧晕尧韵等)的倍频
和合频的重叠主导袁所以袁在近红外光谱范围内袁测量
的主要是含氢基团 载-匀振动的倍频和合频吸收遥 在
近红外光谱分析中袁被测物质的近红外光谱取决于样
品的组成和结构,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函数关系遥 与
品质有关的蛋白质尧脂肪尧各种糖类以及有机酸等有
机分子中都含有各种含氢基团袁因此袁通过近红外光
谱分析可以直接测定生物样品中的这些成分的含量遥
2 近红外光谱的研究进展

根据光的分光方式袁可以分为滤光片型尧光栅型尧
傅立叶型尧声光可调型遥 滤光片的光学性能受温度尧湿
度的影响较大袁影响测定性能袁不能进行光谱预处理曰
光栅型是连续性光谱袁 但是使用单色器对光路要求严

格袁严重影响其扩展能力袁自然界的杂散光影响其测试
结果袁由于使用外部校正而使波长准确度差袁干涉光可
以提供很高波长分辨率的全光谱曰 傅立叶变换后的信
号会达到更高信噪比袁 通过傅立叶变换可从中提取更
多有用的信息袁扫描速度快袁但仪器中有可移动部件袁
不适合做在线分析曰声光可调型无移动部件尧扫描速度
快尧稳定性好袁特别适合做在线分析袁但是目前来看它
的分辨率还不高遥因此袁傅立叶变换技术能使近红外光
谱仪有效地应用于大量样品的高精度快速分析遥
3 NIRS在预测饲料原料中成分含量的应用

参考前人的预测模型公式袁预测饲料原料有效能的
主要指标是纤维因子或纤维因子结合其它成分袁即中性
洗涤纤维尧酸性洗涤纤维尧粗蛋白尧粗脂肪和粗灰分遥

我国这方面研究开始较晚,1979年开始引入近红
外光谱仪袁到目前为止袁NIRS研究已形成相当规模的
研究队伍遥 陆国权等渊1985冤用滤光片型 NIRS袁采用多
元线性回归法对 40个甘薯渊样品过 1mm 筛冤的研究
表明院NIRS的预测值和常规法的相关系数和变异系
数为水分 0.979渊2.4%冤尧粗蛋白 0.966渊3.38%冤尧淀粉
0.969渊1.91%冤尧粗纤维 0.957渊3.74%冤遥 虽然预测值与
化学值的相关性较高袁但是变异系数比较大遥

彭玉魁(1997)用光栅型 NIRS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
法在 75个裸大麦渊样品过 1mm筛冤上的研究表明袁粗
蛋白和水分已达到定量水平袁而粗纤维和粗灰分未能
达到定量水平遥 彭玉魁等(1997)用滤光片型近红外光
谱分析技术对 124个小麦品种渊过 60目筛冤的营养成
分含量进行了比较测定遥 结果表明,用近红外光谱分
析技术测得小麦样品的水分尧粗蛋白尧粗纤维尧赖氨酸
含量与常规分析法测值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971 4尧
0.986 2尧0.954 8 和 0.984 7袁 估测变异系数分别为
2.1%尧1.4%尧6.8%和 1.1%袁4项指标的近红外光谱法测
定均达到了和常规分析法测值相近的水平遥

Cozzolino (2000) 用光栅型 NIRS 渊NIRS 6500
monochromator冤袁采用校正的偏最小二乘法渊PLS冤预测
完整玉米中的 ADF尧NDF, 其相关性分别达到了 0.98
[交叉检验标准误差 (SECV冤16.5]尧 0.96 (SECV 34.3)袁
干物质 0.72 (SECV 9.5)尧粗蛋白 0.96 (SECV 7.7)尧体外
有机物质消化率 0.98 (SECV 17.8)尧粗灰分 0.98 (SECV
6.1)遥 XiangLi Kong(2005)用光栅型 NIRS渊NIR System
model 5000 monochromator冤袁 采用校正的偏最小二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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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预测谷物的 ADF尧NDF等结果表示 ADF的 r2=0.959
(0.616)尧NDF的 r2= 0.775(2.228)遥赵环环渊1999冤利用傅
立叶近红外漫反射光谱技术和 PLS算法相结合,对玉
米籽粒样品中蛋白质的含量进行分析,预测样品相关
系数 Rp=0.982 , 预测标准差 SEP=0.587遥 魏良明等
渊2004冤 用傅立叶近红外光谱仪袁 采用偏最小二乘
渊PLS冤回归法袁测定玉米完整籽粒蛋白质尧淀粉含量的
结果表明袁采用一阶导数垣多元散射校正预处理袁谱区
为 10 000耀4 000cm-1 和一阶导数垣直线扣减预处理尧
谱区为 9 000耀4 000cm-1袁分别建立的蛋白质尧淀粉含
量的校正模型袁其校正和预测效果最佳遥 其校正决定
系数(R2cal)均大于 0.97袁交叉验证和外部验证决定系
数(R2cv尧R2val)为 0.92耀0.95袁各项误差渊RMSEE尧RM鄄
SECV和 RMSEP冤均小于 1渊0.3耀0.7冤遥

上面的研究表明袁用近红外光谱技术来预测饲料
原料中常规成分的含量是完全可行的遥近红外光谱技
术可以实现对完整子粒的预测袁无需对样品进行前处
理袁无需消耗化学试剂遥

从多位学者的研究来看袁使用不同类型的近红外
光谱仪所建立的预测模型来预测未知样品的含量时袁
差异比较大袁 造成的原因主要有使用仪器的类型尧光
谱处理的方法尧样品的前处理过程等方面的因素遥 相
比较而言袁用傅立叶近红外光谱仪所建立模型的预测
效果较好袁但是袁由于用化学回归法建立的模型所得
到的有效能值和真实值有一定的差距袁如果近红外预
测值和真实值偏差较大袁则会影响化学回归法的准确
性遥因此袁只有提高近红外的预测能力袁无限逼近于真
值袁得到的预测值才能取代实验室分析袁进而快速预
测饲料原料中的有效能袁为饲料工业在选择能量饲料
的原料时提供参考遥
4 影响 NIRS结果准确性的因素
4.1 来源于样品的因素

4.1.1 定标样品数量尧分布及其来源
定标样品的数量直接影响分析的准确性遥数量太

少,不足以反映待测样品的群体常态分布规律曰数量
太多将增加分析和筛选的工作量遥 总之,定标集样品
选择一定要有代表性,所谓代表性也就是说定标样品
这个小群体从待测组分含量尧样品水分含量到样品来
源等都要代表待测集这个大群体遥也可形象地描述为
先定野边疆冶袁然后在此域内搜集异质样品遥

理想的定标样品来源应包含以后所有可能测定

的样品遥 因此,样品的来源要考虑其生长气候尧生长条
件尧品种尧质地尧收获季节等袁对在线检测要包括各个
工艺条件下的样品遥

4.1.2 定标样品物理性状

4.1.2.1 样品的粒度

样品粒度大小及其分布是影响近红外预测效果

的重要因素之一遥陆婉珍等渊2000冤认为随样品颗粒度
的增加,漫反射吸光度增加,测量光谱重现性变差,测
量光谱的波动性随粒径的增加呈指数增加遥样品粒度
的差异直接影响样品对近红外光的吸收和散射, 这是
因为样品粒度大时袁其光学表面粗糙,影响反射光谱
和传感系统呈现的透射层的物理深度,影响到感受系
统对样品表面的反应,从而影响测试的灵敏度及准确
度袁导致光谱的变异遥 1984年袁Norris和Willimas研究
了颗粒度大小对硬红冬小麦近红外测试结果的影响,
发现不同颗粒度大小样品的近红外光谱有很明显的

差异,随样品颗粒度的增大,吸光度增加,且波长越长,
光谱变异越大遥国内在这方面也有研究遥王文真(1993)
验证了样品粒度对近红外测定结果的影响,得出小麦
中粗蛋白含量的预测值随粒度的增大而增高袁且待测
样品粒度和定标样品粒度相接近的预测值与实际值

最为接近遥
4.1.2.2 样品的水分含量

待测样品的水分含量影响近红外光谱的形状遥水
分含量的变化渊10%耀30%冤会导致其待测组分特征波
长的偏移遥Gaines和Windham(1998)认为小麦漫反射的
吸光度在所有的波长处都随水分含量的增大而增大遥

水分对近红外分析结果产生影响主要有以下几

几点院一是样品的水分含量显著地影响粉碎后颗粒度
的大小尧形状及分布,导致样品光谱散射系数 S 发生
变化,从而影响其预测结果曰二是通过与其它成分的
水合作用,导致某成分最佳波长点发生漂移遥

为减少水分对近红外预测值的影响袁注意以下几
点院淤定标时使样品保持在稳定的尧自然状态下的水
分含量曰 于粉碎后的样品不能马上在近红外仪上测
定袁要和定标样品放在同一环境中平衡袁使样品中水
分含量大体一致曰盂建模样品的含水背景应包括一定
的变化范围袁建立受水背景干扰影响较小尧对背景水
的变动有一定适应能力的模型袁提高模型的稳定性遥
4.1.2.3 样品的颜色

样品表面的色泽影响样品对近红外光的漫反射

率和透过率的大小遥
4.1.2.4 样品中的杂质含量

谷物在收获尧运输尧贮藏过程中难免会混入杂质,
这样在分析过程中就会有象稻草尧谷壳尧沙子尧草籽等
杂质袁影响近红外的有效波程长遥
4.1.3 样品的测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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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 测试温度

近红外光谱是分子的能量光谱,因此任何温度的
变化都将改变光谱的形状,从而影响近红外光谱分析
结果的准确性遥在较低或较高温度下的分析结果会有
较大的偏差遥 1982年 Williams利用近红外漫反射对
小麦进行的研究表明,在室温条件下建立的分析模型
预测-10益的小麦样品 , 蛋白质含量比真实值要高
1.0% ,预测 40 益的样品结果比真实值偏低 0.5%,并且
在从-30益至 40益的连续升温的过程中蛋白质含量呈
线性下降遥
4.1.3.2 取样的均匀性

样品的均匀程度是近红外光谱分析方法中非常

重要的因素遥 严衍禄等在试验中发现袁通过旋转样品
池可以十分有效地减少样品的不均匀性,用样品旋转
台比无旋转台预测蛋白质含量的离散度降低一半以

上,可大大提高测量的精确度遥
4.2 定标样品的化学方法测试因素

由于近红外分析方法属于二次分析方法,所以其
预测效果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经典方法测试的准确性遥
近红外预测结果的准确性永远小于定标时的经典方

法,一般误差是标准方法的 1.5倍左右遥所以用于定标
样品的化学测试必须是国际公认的方法或国标法遥
4.3 仪器的稳定性因素

仪器本身的不稳定也会引起测定误差,如仪器的
噪声尧基线的漂移尧波长的准确性等遥景茂等渊1990冤研
究表明袁不同信号能量对光谱没有太大的影响袁只是
由于能量的变化带来了谱图的平移袁 但在实际测试
过程中袁 仪器信号能量太低会影响光谱的信噪比袁而
且如果仪器能量的降低是因为仪器光学器件位置

渊如反射镜冤的变化引起袁则一定会影响模型的稳定性
能遥
5 结语

近红外光谱技术对于快速预测饲料原料中的有

效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配合饲料中玉米的比例高
达 55豫耀60豫袁 价格的高低对配合饲料的价格影响非
常大遥传统观念一般认为用小麦作动物饲料价格太昂
贵袁但近些年来袁随着小麦产量的不断提高袁价格逐渐
降低袁小麦在畜禽配合饲料中的应用越来越广遥因此袁
用近红外快速尧准确预测能量饲料中的有效能值可以
为饲料工业在选择合适的原料时提供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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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驼 (Alpaca) 在动物学分类上属于脊椎动物门
渊Vertebrate冤尧哺乳动物纲渊Mammalia冤尧偶蹄目渊Artio鄄
dactyla冤尧骆驼科尧美洲驼属袁主要用于生产绒毛袁其绒
毛被誉为野软黄金冶遥绒毛生长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理
过程袁受遗传尧环境尧营养和代谢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
响遥 不同品种尧不同个体所表现出的周期性生长差异
表明袁遗传是对被毛生长调控的主要因素袁内分泌也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遥 试验表明袁外源褪黑激素有促
进羊驼绒毛生长的作用袁本试验通过在春季为雌性羊
驼埋植褪黑激素并检测其血液中一些生化指标的变

化情况袁进而探讨 MLT促进羊驼绒毛生长的机理遥
1 材料与方法

将 12只雌性孕驼随机分为 4组袁分别埋植 0尧50尧
100尧150mg剂量的褪黑激素遥 试验开始后第 40d和第
70d早上羊驼空腹时袁用 10ml的真空普通生化采血管
颈静脉采血袁采血后室温静置 30min袁低温保存带回实
验室袁2 500r/min离心机离心 20min袁分离血清后原80益
保存袁分析其中总蛋白尧尿素氮以及生长激素和催乳
素的含量遥

催乳素尧生长激素用放免法测定袁血清总蛋白尧血
浆尿素氮由山西高科技医学检测中心检测遥
2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采用 SPSS 10.0 FOR WINDOWS统计软
件进行方差分析袁并进行邓肯氏渊Duncan冤多重比较袁
表格处理应用 EXCEL完成遥 用平均数依标准差 渊X依
SD冤表示试验结果遥
3 试验结果渊见表1尧表 2尧表 3尧表 4冤
表 1 不同水平褪黑激素对羊驼血清总蛋白的影响（g/l）

褪黑激素水平渊mg冤
50

59.17依6.99a
62.03依9.00a

项目

第 40d
第 70d

100
65.03依4.76ab
69.66依1.96b

150
65.08依6.23ab
78.23依5.03c

0
61.39依1.69a
61.93依2.95a

注院同一行肩标字母不同者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袁相同者差异不显著
渊P跃0.05冤遥 下表同遥

从表 1可以看出袁埋植褪黑激素对羊驼血清总蛋
白有影响遥 150mg埋植组血清总蛋白含量较对照组明
显升高渊P约0.05冤袁试验第 40d时袁50mg处理组与对照
组之间血清总蛋白含量差异不显著渊P跃0.05冤袁埋植褪
黑激素后羊驼血清总蛋白含量 70d时比 40d 时各处
理组均有所升高袁 以 150mg 添加组升高最多袁100mg
组次之袁50mg组升高最少曰埋植第 70d 时袁各处理组
间血清总蛋白含量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遥

外源褪黑激素对羊驼部分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杜海燕 董宽虎 李鹏飞

杜海燕，山西农业大学研究生学院，030801，山西太谷。
董宽虎、李鹏飞，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6-02-27

摘 要 试验将 12只雌性阿帕克羊驼随机分为 4组，用简易的外科手术在其颈部皮下埋植褪黑
激素（MLT）缓释剂，埋植量为 0、50、100、150mg，经过对各水平 MLT埋植组羊驼血清催乳素（PRL）、血
清尿素氮（BUN）、血液中生长激素（GH）和血清总蛋白（TP）影响的分析，探讨 MLT促进羊驼绒毛生长
的机理。研究结果表明，MLT可显著（P<0.05）降低羊驼血液 PRL和 BUN的水平，增加了羊驼 GH水平
和 TP含量。

关键词 褪黑激素；血液生化指标；羊驼

中图发类号 S826
Effects of exogenous melatonin on blood biochemical index of female alpac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how MTL affected alpaca fleece growth ,12 female alpacas
were injected melatonin (MLT) by 0mg, 50mg, 100mg, 150mg from Feb to Ma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TL can make PRL in blood, BUN in plasm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make GH in blood and TP
increased.
Key words MLT；blood biochemical index；alp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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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水平褪黑激素对羊驼血清尿素氮的影响（mmol/l）
50

7.49依0.51a

12.25依0.48b

100
7.45依0.22a

11.01依0.62b

150
6.07依0.57c
9.36依0.46a

褪黑激素水平渊mg冤
项目

第 40d
第 70d

0
9.34依1.33b
13.62依1.29c

由表 2可以看出袁埋植褪黑激素可以显著地降低
羊驼血清中尿素氮的含量袁埋植组血清中尿素氮含量
在试验中期和试验末期 渊埋植后第 40d和埋植后第
70d冤均显著地低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曰其中 50mg 组尧
100mg组之间差异不显著渊P跃0.05冤袁它们与 150mg组
之间差异均显著渊P约0.05冤遥 试验末期无论是对照组还
是试验组血清中尿素氮的含量均显著高于试验中期

的各组数值袁且有较大的增幅遥整个试验期间袁血清尿
素氮含量 150mg 组都显著渊P约0.05冤低于对照组和较
低水平埋植组遥
表 3 不同水平褪黑激素对羊驼血清生长激素的影响（滋g/l）

褪黑激素水平渊mg冤
项目

第 40d
第 70d

50
6.63依0.67a
7.07依0.40b

100
7.50依0.96b
7.47依0.85b

150
7.43依0.60b
7.17依0.67b

0
5.83依0.35a
5.53依0.31a

由表 3可以看出袁褪黑激素对羊驼血液中生长激
素的含量影响显著渊P约0.05冤遥 埋植褪黑激素后试验组
血清生长激素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试验中
期 50mg 埋植组与对照组血液 GH 含量差异不显著
渊P跃0.05冤袁100尧150mg 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渊P约0.05冤袁
100尧150mg组之间差异不显著渊P跃0.05冤曰试验末期试
验组血液 GH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但试验
组之间差异不显著渊P跃0.05冤遥 经分析袁试验中期和试
验末期渊试验第 40d和试验第 70d冤血液中 GH差异不
显著袁试验组中均以 100 mg处理组含量最高遥
表 4 不同水平褪黑激素对羊驼血清催乳素的影响（滋g/l）

褪黑激素水平渊mg冤
项目

第 40d
第 70d

50
1.37依0.39b
1.64依0.25b

100
0.54依0.06a
0.70依0.08a

150
0.43依0.14a
0.32依0.08a

0
2.34依0.71c
2.34依0.30c

由表 4可知袁埋植褪黑激素可以显著降低血清中
催乳素的水平渊P约0.05冤遥100尧150mg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渊P跃0.05冤袁但它们与 50mg组之间差异显著袁试验组均
与对照组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遥 经分析袁试验中期和试
验末期之间差异不显著渊P跃0.05冤遥 整个试验期袁均以
150mg 埋植组 PRL 降低最为显著袁100mg 组次之袁
50mg组降低的最小遥

4 讨论

4援1 褪黑激素对羊驼血清总蛋白的影响

在蛋白质代谢过程中袁血清蛋白水平常作为反映
机体蛋白质代谢情况和免疫机能的指标遥血清总蛋白
由白蛋白和球蛋白组成袁总蛋白总体上反映体内蛋白
质合成情况遥 本试验中与对照组相比袁处理组有提高
羊驼血清总蛋白水平的趋势袁随着褪黑激素添加水平
升高血清总蛋白含量也有升高的趋势遥 这表明袁外源
性褪黑激素能够促进氨基酸尧蛋白质的合成遥
4援2 褪黑激素对羊驼血清催乳素的影响

据文献报道袁 绒毛生长受外界光周期信号的调
节袁褪黑激素和催乳素在绒毛生长周期性变化过程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遥 动物 PRL水平随光照时间变化而
呈现出夏季高尧冬季低的周期性变化袁与绒毛生长速
度变化节奏相吻合遥 Foldes等渊1993冤的研究显示袁美
利奴绵羊被切除松果体后袁 其 PRL水平和羊毛生长
仍表现出有规律的季节性变化遥 因此袁PRL被认为是
导致动物毛囊生长周期随季节变化的调解激素遥本试
验的结论表明袁埋植褪黑激素会显著降低羊驼血液催
乳素水平袁以 150mg组降低幅度最大袁作用最强遥
4援3 褪黑激素对羊驼血浆尿素氮的影响

动物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都来源于饲料袁BUN是
蛋白质分解的最终产物袁 能够衡量日粮的生物学价
值袁BUN 在肝脏中合成袁 在尿素循环机制中完成袁因
此袁BUN 浓度能反映机体蛋白质代谢状况遥 Scott等
渊1982冤尧Borg 等 渊1987冤 和 Malmlof 等 渊1988冤 指出袁
BUN可较准确地反映动物体内蛋白质的代谢情况遥浓
度通常作为瘤胃降解蛋白状态的一个衡量指标袁也是
衡量畜禽氨基酸需要量的一个很灵敏的参考指标遥氨
基酸平衡良好时袁BUN浓度下降遥 本试验埋植褪黑激
素显著降低了血液中尿素氮的含量袁表明褪黑激素可
提高饲料蛋白质的利用率遥王洪荣等渊1992冤认为反刍
动物 BUN水平与 CP进食量成正相关袁在低水平营养
条件下, BUN 升高曰 当摄入过量的 CP时, BUN 也会
升高遥试验后期袁处理组和对照组 BUN含量均有所提
高袁这可能是由于试验后期牧草返青袁羊驼可以采食
到青绿多汁尧蛋白含量丰富的牧草的原因遥 在日粮蛋
白质含量稳定的情况下袁BUN含量与日粮氮利用率成
反比袁BUN下降表明蛋白质利用率提高袁 蛋白质的合
成和沉积增加袁饲料转化率提高袁也从另一方面反映
出日粮氨基酸的平衡情况遥本试验埋植褪黑激素后羊
驼血液中 BUN的含量显著降低袁 其中以 150mg组效
果最强袁该结果表明袁外源褪黑激素降低了血液中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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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氮水平袁提高了蛋白质的利用率袁增强了羊驼机体
蛋白质的合成遥 处理组绒毛生长量的增加与 BUN降
低所显示的结果一致袁与王若军在绒山羊上渊1996冤的
结果相一致袁在春季埋植褪黑激素对氮的沉积率有提
高的趋势遥
4援4 褪黑激素对羊驼血清生长激素的影响

生长激素是动物出生后调节生长的主要激素袁生
长激素水平的变化能反映出机体的代谢调节状况袁
GH有加快动物生长袁提高机体蛋白质沉积袁降低脂肪
生成的作用遥本试验中添加褪黑激素后显著提高了羊
驼血液中 GH的含量袁其结果与绒毛生长效果一致遥
5 结论

埋植褪黑激素能够显著提高羊驼血液中 TP尧GH
含量袁降低血液中 BUN和 PRL含量袁提高羊驼对饲料
蛋白质的利用率袁使其更加有效地合成蛋白质袁进而
促进绒毛生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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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信息采撷窑

2006年，参与特种动物养殖的人数不断增加，特养项目也名目繁多，许多人在特养的道路上走了弯路，遭受了损
失，开始对特养业产生怀疑。其实特养行业本身具有高风险和高回报的特点，合理规避风险是养殖前首先应该了解和

掌握的。养殖风险主要来自于养殖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养殖技术风险应该通过不断学习养殖技术，科学合理选种来

规避，中国养殖商务网常年开办的狐、貉、貂养殖技术培训对想要加入特种养殖行业的养殖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养殖

经验告诉我们，特种养殖的成功与否，养殖技术风险并不低于市场风险。现根据专家意见及对市场的分析，将近年发展

较为成熟的毛皮动物养殖项目做一简单介绍。

毛皮动物：以水貂、狐狸、貉子、獭兔为主要代表。目前毛皮市场水貂皮数量很多，价格稳中有升；改良蓝狐销售畅

快；银狐产仔率相对较低，但近年来由于存栏的减少，银狐皮的价格相对稳定；貉子是皮毛动物中最容易养殖的，饲养

成本低，但价格波动相对较大，从近年的貉子养殖形势看，产品适用范围不断扩大，需求量增加，是家庭养殖和农村脱

贫的好项目。水貂是比较稳定的养殖品种，预计由于貂皮价格的平稳，水貂存栏量还会增加。芬兰蓝狐与地产蓝狐杂交

生产的改良蓝狐因皮张大、毛质好还会受到欢迎；普通乌苏里貉皮价格在 2006年仍然有比较好的预期，养殖户也会有
不错的经济效益，特别是白貉养殖，2006年还将是皮毛动物养殖业中的明星品种。从毛皮动物养殖业的发展趋势看，
水貂养殖业发展速度最快，水貂皮在世界各种裘皮总贸易额中约占 70%。貉为杂食兽，易于饲养和繁殖，年产 1胎可育
成 6耀8只幼仔，年底可取皮做商品出售，当年投入当年产出，一般利润率按生产商品貉皮计算为 30%耀100%，是适合广
大农村的个人饲养项目。

皮毛动物养殖要想获得成功，使养殖效益最大化，一定要注意引进优良种源，因为好皮和次皮市场价格相差很大；

同时还要进行科学养殖。科学选配和合理杂交，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调整养殖品种，扩大市场需求量大的养殖品种的

生产量，增加养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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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超早期断奶后由于应激因素尧 消化生理因
素尧免疫因素及微生物区系变化等致使仔猪断奶后出
现腹泻尧生长停滞等早期断奶综合症遥同时袁这些因素
彼此相关联对仔猪的生长性能造成了严重影响袁其中
仔猪消化道正常微生物区系发生改变是导致仔猪生

长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遥 仔猪出生时属无菌动物袁随
后从母体和环境接触各种微生物袁但是经过适应和选
择袁只有少数微生物能在胃肠道定植尧存活和繁殖遥随
着仔猪的生长发育袁胃肠道微生物组成从简单逐渐变
成复杂尧多样的微生物区系袁Fuller渊1989冤指出袁肠道
稳定的微生态群系的形成可以协助仔猪免受感染袁特
别是胃肠道的感染遥仔猪大肠的总菌数和活菌数在胃

肠道生态系中数量最大袁其中主要是专性厌氧菌和兼
性厌氧菌遥 粪便菌群与大肠菌群相似袁 粪便重量的
40%是微生物袁且 90%以上为活菌遥 因此袁试验拟通过
对仔猪粪便微生物的测定来评价液态饲料对仔猪胃

肠道微生物区系的影响袁为液态饲料的推广应用提供
有力的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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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粮处理

试验日粮共分为两个阶段院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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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态饲料对
超早期断奶仔猪肠道微生物区系的影响

陈理银 李朕杰 杨 茜 郭文博

陈理银，云南农业大学动物营养重点实验室，650201，云
南昆明黑龙潭。

李朕杰、郭文博，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杨茜，云南农业大学科技开发与产业管理处。

收稿日期：2006-03-06
绎 云南省农业厅 2003年重点资助项目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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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d对比试验。研究了液态饲料对超早期断奶仔猪肠道微生物区系
的影响。结果表明，液态饲料能显著促进超早期断奶（SEW）仔猪肠道内乳酸杆菌生长，同时显著降低
大肠杆菌含量(P<0.05)。

关键词 液态饲料；超早期断奶仔猪；微生物区系

中图分类号 S828
Effect of liquid feed on the bacterial communitiy of

post segreted early weanling piglets
Chen Liyin, li Zhenjie, Yang Qian, Guo Wenbo

Abstract 20 14依2-day-old Yunnan Saba SEW piglets whose average body weight is (2援63依0.15)kg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ased on their fetal times and birth dates. The
whole expriment comprises two parts: 1,d14 耀d28,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fed with liquid feed ,and
which is the same nutritional level to the base feed in control group.2 , d29耀d45,All piglets were fed with
the second nutritional level dry feed,the two phases process 32d.In the trial ,we have mainly made some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liquid feed on the bacterial community of post segreted early weaning（SEW）
piglets.The result showed that E coli in the faecal sample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but to increased
Lactobacillus significantly(P<0.05) when these piglets were fed the liquid feed.
Key words liquid feed；post segreted early weanling piglets；bacteri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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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用仔猪均饲喂第二阶段粉状日粮遥
淤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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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第一阶段液态日粮渊试验组日粮冤
玉米尧全脂膨化大豆尧鱼粉均匀混合后在 87耀91益

下和水混合成均一糊精袁 破坏抗营养因子并熟化淀
粉遥 待冷却到室温袁将其它原料混合均匀后倒入糊精

中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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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为 31遥

盂第二阶段粉状日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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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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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猪营养需
要配制供试日粮渊见表 1冤遥

表 1 试验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第一阶段愚
渊14耀28日龄冤

30.755
34.00
16.00
6.15
7.00
3.00

0
0.50
0.70
0.06
0.40
0.14
1.00
0.10

0.195

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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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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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碱
L-Lys
DL-Met
预混料盂
乳化剂榆
悬浮剂虞

日粮组成于渊%冤 第一阶段
渊14耀28日龄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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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
渊29耀45日龄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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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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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水平

注院淤血浆蛋白粉(SDPP)含 CP78%袁美国乳清粉含乳糖 80%袁秘鲁鱼粉含 CP 58%;
于每千克日粮含矿物质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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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mg尧VA 1 200kIU尧 VD 3 300kIU尧 VE 3 000IU尧

V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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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0mg尧生物素 20mg曰
榆乳化剂为蔗糖脂肪酸脂大豆卵磷脂=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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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V 苯甲酸V 丙酸=12袁用量为液态饲料成品总质量的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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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原则设计袁分
成 2个处理组袁试验组和对照组袁每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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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不经过
预试期直接进入饲养试验期袁饲养试验期为 32d遥 本
试验分为两个阶段院 14耀28日龄和 29耀45日龄遥 各阶
段分别按照上述日粮的阶段安排进行饲喂渊见表 2冤遥

表 2 试验分组及设计

项目
第一阶段渊14耀28日龄冤
第二阶段渊29耀45日龄冤

试验组渊10头冤
第一阶段液态饲料
第二阶段粉状饲料

对照组渊10头冤
第一阶段粉状饲料
第二阶段粉状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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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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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头仔猪袁该仔猪由于是超早期断奶渊非常规断奶冤袁
所以仔猪的饲养管理不能按照常规的断奶仔猪饲养

管理模式进行袁应给予仔猪特别的照顾与关心袁并做
好相关的防疫工作遥 仔猪日喂 6次渊断奶后袁头 3d限
制饲喂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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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自由
饮水遥 保持猪舍清洁卫生袁空气质量好袁每 3d消毒一
次遥 仔猪以红外灯取暖袁温度在第一阶段保持为渊27依
2冤益袁相对湿度为渊60依2冤%遥在第二阶段袁日饲喂 4次袁

饲 养 试 验陈理银等：液态饲料对超早期断奶仔猪肠道微生物区系的影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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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粪样的采集与处理

分别于 24耀28日龄和 41耀45日龄早上 6院30耀8院00
采集所有仔猪刚排出的鲜粪约 50g袁放入厌氧罐中袁立
即送入实验室进行微生物培养与检测遥
1援2援3.1 乳酸杆菌活菌数的检测

按照杨雪峰尧李青的方法进行检测袁每克样品中
的菌数越平板的平均数伊菌数比例伊稀释倍数遥
1援2援3.2 大肠杆菌活菌数的近似数检测

参照郭万柱渊2001冤动物微生物学大肠杆菌活菌
数的近似数检测方法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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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结果渊见表 3冤
表 3 液态饲料对SEW仔猪粪便大肠杆菌、乳酸杆菌的影响

项目
14耀28日龄
大肠杆菌(108个/g)
乳酸杆菌(109个/g)
29耀45日龄
大肠杆菌(108个/g)
乳酸杆菌(109个/g)

对照组

3.65依1.15a
1.53依1.63B

5.23依1.39b

3.12依1.72B

试验组

2.83依0.42b
3.95依0.27A

4.11依1.20a
5.81依079A

注院表中数据为 M依SD或 M袁同一行肩标不同字母大写者表示差异
极显著 渊P<0.01冤袁 同一行肩标不同字母小写者表示差异显著
渊P<0.05冤遥

2.1 液态饲料对SEW仔猪粪便大肠杆菌的影响
由表 3可以看出袁在第一尧二阶段袁试验组仔猪的

粪便大肠杆菌数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渊P<0.05冤袁其中试
验组的第二阶段大肠杆菌数显著高于第一阶段渊P<0.05冤遥
2.2 液态饲料对 SEW仔猪粪便乳酸杆菌的影响

由表 3可知袁液态饲料在第一尧二阶段均使粪便
乳酸杆菌数极显著高于对照组渊P<0.01冤 袁而且第二阶
段的试验组乳酸杆菌数与第一阶段相比袁 显著提高
渊P<0.05冤遥
3 讨论

日粮类型对超早期断奶仔猪肠道微生物区系有

显著的影响渊Moran袁2001冤袁给 14日龄断奶仔猪饲喂
液态饲料与饲喂干态日粮相比袁胃尧肠道内容物大肠
杆菌显著降低渊P<0.05冤袁乳酸杆菌升高袁但是差异不
显著遥

一般而言袁 在液态饲料中的优势菌群是乳酸杆
菌遥 乳酸杆菌是有益的袁因为其发酵所产生大量的乳
酸对仔猪的采食量尧 日增重和饲料转化效率均有益遥

乳酸可象玉米淀粉一样被猪利用(Everts 等袁2000)袁满
足猪相当大的能量需要遥 Mikkelson 等(1997)发现袁饲
喂液态饲料可显著增加胃内乳酸的含量袁 并且显著
提高肠道其它部位的酸度遥 饲喂液态发酵饲料显著
地降低了小肠 尧 空肠和盲肠中的大肠杆菌数量
(Jensen 等袁 1998曰Moran袁2001曰Muralidhara 等袁 1977曰
Van Winsen 等袁 2001)遥 饲喂液态发酵饲料的断奶仔
猪后段肠道的乳酸杆菌和大肠杆菌的比例与持续哺

乳的仔猪相似 (Moran 袁2001)袁 如果断奶后饲喂干饲
料袁这个比例显著减少遥 这种现象与饲喂抗生素的效
果相似 (Jensen袁1998)遥 这与本试验所得出的结果相
似袁在第一阶段袁试验组乳酸杆菌比对照组显著增加袁
而大肠杆菌显著降低袁最终使乳酸杆菌与大肠杆菌的
比例极显著升高渊P<0.01冤遥这可能因为液体饲料中加
入了有机酸防腐剂或者由于自身的轻微发酵而使液

态饲料 pH值降低袁从而仔猪采食后胃肠道的整体酸
度显著降低袁大肠杆菌的生长最适 pH值为 6耀8袁而采
食液态饲料的仔猪胃肠道 pH 值小于 5.8袁 所以大肠
杆菌的生长受到明显抑制袁 而促进了乳酸杆菌等有
益菌的生长袁 使微生物区系趋于平衡遥 到了第二阶
段袁停止饲喂液态饲料后袁乳酸杆菌与大肠杆菌的比
值幅度反而增大遥 这说明液态饲料对断奶仔猪胃肠
道微生物区系的后期影响很大袁能够持续到 45日龄袁
甚至更长时间遥 Peter H.Brooks等渊2003冤试验也得出
相似结果袁他认为袁液态饲料不仅提高了仔猪的小肠
绒毛生长速度尧降低隐窝深度等袁更重要的是胃肠道
的酸度显著降低袁 而使乳酸杆菌增加并抑制大肠杆
菌的生长遥 另外袁液态饲料还可以有效减少仔猪对沙
门氏菌等致病菌摄入遥 饲喂颗粒料猪群的沙门氏菌
感染率为 8.2%袁而饲喂粉料的为 4.2%袁饲喂液态饲
料的仅为 1%遥 Von Altrock 等渊2000冤证实颗粒饲料是
沙门氏菌感染的一个重要原因遥 Peter H .Brooks 等
渊2003冤 认为这可能有两个原因导致液态饲料的明显
优势院 一是制粒的热效应对饲粮中非淀粉多糖组分
的改变使得沙门氏菌更容易在肠道内定植曰 二是非
病原性的沙门氏菌排斥病原性沙门氏菌袁 饲料中非
病原性沙门氏菌的消除将使病原性沙门氏菌更有机

会定植遥 而液态饲料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乳酸或者添
加的有机酸可抑制肠道沙门氏菌繁殖袁 当饲料中的
酸浓度达到 70mmol/l 时就可抑制沙门氏菌的繁殖曰
当达到 100mmol/l以上时可杀灭这种细菌遥 另外袁发
酵饲料还可有效控制病原性埃希氏大肠杆菌遥

（参考文献 12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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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规模养殖使得仔猪哺乳期从 5耀6周缩
短到 3耀4周袁 虽然最大程度发挥了母猪的繁殖性能袁
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不利影响院断奶后仔猪腹泻发
生频率明显增大尧仔猪生长受阻尧死亡率增加和额外
的治疗费用加大袁而增加了养殖成本遥 为了预防腹泻
和提高生产性能袁经常在断奶仔猪和生长育肥猪的日
粮中添加抗菌性饲料添加剂袁如抗生素或抗生素样生
长促进因子(Hays等,1981;Gropp等,1992)遥 然而袁最近
几年公众对动物产品病原体的耐受性和抗生素残留

的关注日益增加袁迫使人们去开发对消费者没有危害
的袁同时又能起到抗菌作用尧预防腹泻发生的替代产
品遥 作为某些由天然成分组成的有机酸(甲酸尧乙酸尧
丙酸尧丁酸尧乳酸尧山梨酸尧延胡羧酸尧苹果酸尧酒石酸
和柠檬酸等) 及其相应的盐能够存在于动物体内袁发
挥类似于抗生素添加剂的预防疾病和促进生长作用袁
逐渐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Roth等, 1998)遥
1 有机酸的抗菌效应

1援1 有机酸在饲料中的抗菌效应

饲料组分中含有大量的细菌尧真菌和酵母袁是微
生物一大来源袁 每克饲料中可含 103耀105 个细菌
渊Bolduan等袁1998冤袁能对动物肠道微生物区系尧养分
的利用率和采食量产生负面的影响渊Nir 等袁2000冤遥十
多年以来的研究认为袁许多不同的有机酸都具有抗微
生物效应袁并被应用于控制饲料原料和饲料保存中霉
菌和细菌的生长袁其主要作用是保护饲料免受微生物
和真菌的破坏遥有机酸通过进入微生物机体破坏细菌
细胞的合成和繁殖袁 从而对饲料起到抑菌和杀菌作
用遥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允许这些制品应用于饲料袁

并且在使用剂量和停药期方面都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袁
因为这些酸是完全可代谢的袁最终能被畜禽或胃肠道
中的微生物利用遥 丙酸能够有效抑制霉菌袁是有机酸
中对霉菌抑制效果最广的曰甲酸能够减少细菌和酵母
菌的产生曰甲酸和丙酸对沙门氏菌尧芽孢杆菌有较强
抑制作用曰延胡索酸能杀死大肠杆菌尧葡糖球菌尧链球
菌曰乳酸可杀灭某些病毒和革兰氏阴性菌遥 有机酸能
够抑制很多种霉菌尧细菌和酵母袁这也体现了其抑菌
的广谱性遥在仔猪饲料中添加 0.3%Cytronic渊以磷酸为
主的一种复合酸冤袁贮藏 3个月后袁细菌和真菌数量可
分别减少 1/10和 1/12渊Korniewicz 等袁1993冤遥 表 1列
出了部分有机酸对饲料中细菌和真菌产生抑制作用

的最低有效浓度遥
表 1 有机酸对饲料中细菌和真菌产生抑制作用

的最低有效浓度(g/kg)
项目

黑曲霉
黄曲霉
扩展青霉
绿色木霉
葡萄球菌
枯草芽孢杆菌
大肠杆菌
弗氏埃希菌
普通变形菌
荧光假单胞菌

甲酸
5.0
5.0
1.0
2.5
1.25
2.5
1.0
2.25
2.5
1.0

乙酸
5.0
5.0
1.0
2.5
2.5
5.0
5.0
2.5
5.0
2.5

丙酸
2.5
2.5
1.25
2.5
2.5
5.0
5.0
2.5
5.0
2.5

山梨酸
5.0
2.5
0.5
2.5
5.0
跃10
5.0
2.5
跃10

注院资料来源 Eidelsburger等袁1998遥

延胡索酸是欧盟批准的用于保护谷物和其它饲

料免受细菌破坏的防腐剂袁并且没有规定最小和最大
的添加水平遥其抗菌作用体现在延胡索酸能够保护饲
料免受细菌和真菌的破坏且能够减少胃肠道中的有

害菌如大肠杆菌(Alp等袁1999曰Radecki等袁1987)遥王水
明(1994)报道袁0援2豫耀0援4豫 的延胡索酸可杀死葡萄球
菌和链球菌袁0援4豫 的延胡索酸可杀死大肠杆菌袁用
2豫 的延胡索酸加到 30益 的高温下保存的湿料中有

有机酸的抗菌效应及其机制的研究进展
李成良 周安国 王之盛

李成良，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625014，四川省
雅安市雨城区新康路 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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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产物的毒性作用，有机酸还能够抑制饲料和胃肠道中潜在病原菌（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的定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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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有害微生物生长的作用袁 饲料 4d之内不发生变
质遥
1.2 有机酸在动物胃肠道微生物区系的抗菌效果

许多公开性的报道认为袁 有机酸能够调整肠道的
微生物区系袁 并建议其最大添加量为每吨饲料中 10耀
30kg遥 有机酸对动物胃肠道微生物区系有着不同的作
用袁这主要取决于酸的用量及种类遥因为主要有害微生
物生长的适宜 pH值环境均为中性袁 而乳酸杆菌等则
适宜在酸性环境中生长繁殖袁 所以在控制仔猪消化道
微生物区系平衡上袁消化道酸度起着重要作用遥研究认
为袁 无论是来源于肠道的微生物发酵还是外源性的添
加袁 有机酸都有着重要的抗菌效果 (Russell等,1998;
Risley等,1992; Kirsi等,1999;Blank等,2001)遥 以乳酸为
主的有机酸渊Acid Lac冤表现出对若干病原微生物的有
效抑制作用渊见表 2冤遥 在仔猪饲料中加入此种有机酸
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自然酸化并抑制微生物袁 其原因
在于母乳中的乳糖可被胃中乳酸菌转化为乳酸袁 从而
迅速降低 pH值袁 当 pH值低于 4.0时大多数微生物停
止生长袁而乳酸菌本身却能耐受较高浓度乳酸袁从而继
续生长袁达到胃中酸化袁抑制有害菌的目的遥

表 2 乳酸宝（Acid Lac）抑制微生物的效果
微生物种类
沙门氏菌
大肠杆菌
铜绿假单胞菌
蜡状芽孢杆菌
粪链球菌
金色葡萄球菌
黑曲霉
氧孢镰刀菌
白地霉
白色链珠菌

最低抑制浓度渊停止生长冤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300
1350
1350
1350
1350

注院资料来源 Schwarzer等袁1994遥

乳酸渊0.7%耀2.8%冤能够增加胃肠道中乳酸菌和酵
母的数量而降低大肠杆菌的数量(Maribo 等袁 2000a)袁
并且这种影响具有剂量依赖性遥 相对于乳酸袁 甲酸
渊1.4%或 1.8%冤能够减少仔猪和生长肥育猪胃肠道中
的乳酸菌尧大肠杆菌和酵母的数量(Maribo 等袁2000a;
Canibe和 Jensen, 2001)曰2%的安息香酸能够减少仔猪
胃肠道中的乳酸菌尧 大肠杆菌和酵母的数量(Maribo
等袁2000b)遥 但是袁1%的甲酸尧安息香酸和山梨酸并不
能显著影响仔猪胃肠道中的乳酸菌尧肠球菌和酵母的
数量袁只是相对于对照组在数值上有降低肠球菌和酵
母的密度的趋势遥 研究认为袁二甲酸钾渊KDF冤的作用
主要在于其所具有的抗菌效果渊Hebeler等袁2000冤袁其

对断奶仔猪胃肠道的微生物区的影响如图 1遥 其作用
就在于降低了肠道中微生物的定植袁增加了宿主对饲
粮中的能量和养分的利用率遥另外一方面二甲酸钾能
够抑制病原菌如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的增加袁而对乳
酸杆菌的抑制作用则相对要小的多遥

对照组1.8%KDF组10
9
8
7
6
5
4

图 1 二甲酸钾（KDF）对断奶一周仔猪的抗菌效果
许多研究表明袁饲粮酸化后使肠道内有害微生物

减少或乳酸菌增加渊Kirchgessner M袁1993曰侯永清等袁
1996曰曹国文等袁1992冤遥 曹国文等(1992)用添加 0援5豫
柠檬酸日粮喂仔猪袁50日龄时分别测定大肠杆菌尧肠
球菌尧乳酸菌尧酵母菌尧类杆菌尧优杆菌尧消化球菌和分
叉杆菌遥结果表明袁仔猪肠道内有害微生物减少袁如大
肠杆菌尧肠球菌数量分别减少 10援2豫 和 6援88豫曰而有
益微生物增长袁 如乳酸菌尧 酵母菌分别增长 5援1豫和
29援5豫遥 冷向军等渊2002冤在早期断奶仔猪日粮中分别
添加 0.6%的 HCl尧1.5%的柠檬酸和 0.25%的复合酸
渊由磷酸尧乳酸尧柠檬酸及赋形剂等组成冤袁考察对肠道
微生物的影响遥结果表明袁0援25豫复合酸增加了结肠乳
酸杆菌(P<0援10)袁降低了大肠杆菌数量 (P<0援10)袁1援5豫
柠檬酸则显著降低了结肠大肠杆菌数量(P<0援05)遥 王
冉(2001)试验表明袁日粮中添加 0援125豫 的富马酸可以
使肉鸡空肠和盲肠中大肠杆菌数量分别降低 19援3豫
和 1援25豫曰乳酸杆菌的数量分别增加 0援88豫 和 0援9豫遥

一些报道认为袁有机酸能够降低胃肠道中大肠杆
菌的定植渊Scipioni等,1978冤及降低仔猪腹泻率和死亡
率遥 每千克日粮中添加 6耀24g的甲酸袁在猪小肠的各
部分袁微生物渊乳酸菌双歧杆菌尧真细菌和菌孢冤的数
量显著性降低(Gedek等,1992a)遥日粮中添加 1.25%MC
渊丙酸的一种混合物冤能够降低肉鸡肠道渊包括盲肠冤
中的细菌定植袁 从而减少感染肠炎和死亡综合症
渊PEMS冤的家禽肠道中病原菌的定植或降低不同肠球
菌的附着(Roy等,2002)遥有研究报道袁肉鸡日粮中添加
甲酸和丙酸虽未能改变肠道 pH值袁 但是在体外培养

李成良等：有机酸的抗菌效应及其机制的研究进展饲料添加剂

37



条件下袁 嗉囊中的有机酸具有杀死沙门氏菌的作用
(Thompson和 Hinton, 1997)遥 肉鸡日粮添加延胡索酸
能够减少回肠微生物的产生而不会阻碍动物的生长

(Alp 等 ,1999)袁 且这样的效果在猪上也得到验证
渊Radecki等袁1987冤遥 Vogt等渊1979冤分析了饲喂含有延
胡索酸的日粮的肉鸡小肠和盲肠食糜袁发现肠菌素和
厌氧菌的数量减少袁 从而导致了总的细菌数显著降
低遥Gedek等(1992)发现 10周龄仔猪饲喂含 1.8%延胡
索酸的日粮袁其十二指肠尧空肠尧回肠尧盲肠和结肠的
乳酸菌以及空肠中的大肠杆菌的数量显著降低遥但是
在肉鸡试验中袁 逐渐向日粮中添加延胡索酸 渊0.5%尧
1.0%尧2.0%冤 并没有减少盲肠中沙门氏菌的定植
(Waldroup等袁1995)遥 Scipioni等渊1978冤指出袁饲料添加
柠檬酸渊10g/kg冤比添加延胡索酸渊7g/kg冤更大程度地
降低猪胃及十二指肠 pH值和细菌数遥 颜宏达渊1989冤

相关论述提到袁 仔猪饲料添加 0.3%耀1.2%的丙酸尧丁
酸尧乳酸或丙酸钠尧乳酸钠均具有抑菌效果遥

为了开发畜禽渊尤其是仔猪冤饲料中抗生素的替
代产品袁了解不同的有机酸在胃肠道中的抗菌作用是
很有必要的遥 Knarreborg等渊2002冤建立了批次培养系
统来模拟胃内的条件袁观察了不同的有机酸对乳酸菌
和大肠杆菌定植和生长的影响遥 在胃内容物 pH值为
4.5的条件下袁他们比较了 6种不同的有机酸渊甲酸尧
丙酸尧丁酸尧乳酸尧苯甲酸和延胡索酸冤的抗菌效果渊见
图 2冤遥 相比较于乳酸菌袁大肠杆菌不能生存于 pH值
为 4.5的胃内环境中遥 苯甲酸和延胡索酸显示出最强
的抗大肠杆菌的能力袁 仅是这两种酸存在的情况下袁
就有杀死乳酸菌的作用遥由此袁我们可以认为袁抑制细
菌生长的作用都具有 pH值依赖性袁 在有机酸相同浓
度的条件下袁pH值越小袁其抗菌效果越强遥

但也有研究表明袁饲料酸化后袁肠道微生物并没
有受到影响遥 Risley等渊1992冤报道袁每千克日粮中添
加 15g柠檬酸或延胡索酸并没有显著影响仔猪胃尧空
肠尧盲肠和结肠中的乳酸菌尧梭状芽孢杆菌和大肠杆
菌的数量遥 每千克日粮中添加 10g丙酸或 3.5耀12g甲
酸袁仔猪胃中并没有发现大肠杆菌的减少(Boldun等,
1988a)袁 这可能因为酸化剂对肠道微生物的作用受到
许多因素影响袁如消化道不同部位尧环境卫生条件尧饲
粮组成(含有乳清粉尧鱼粉等消化利用率较高的动物
性产品袁 抗生素或高铜等)尧 仔猪年龄和生理状态等
渊Risley等袁1992曰Weakland 等袁1990冤遥
2 有机酸的抗菌机制

2援1 有机酸的性质

有机酸渊C1-C7冤以天然的形式广泛存在于动物
和植物的组分中袁 猪主要是在大肠中通过碳水化合
物的发酵形成有机酸遥 由于其物理和化学属性的不
同袁有些有机酸可用作猪饲料的酸化剂渊见表 3冤遥 这

些酸的钠盐尧钾盐和钙盐也具有活性袁其优势就在于
盐是固态尧无味尧挥发性小袁易于在饲料加工过程中使
用遥
2援2 有机酸的抗菌机制

由于有机酸具有不同的化学结构袁 其抗菌机制是
相当复杂的袁但是它们具有相似的作用机制遥在饲料中
添加的酸化剂一般为有机酸袁它可分为两类院第一类有
机酸只能通过降低胃肠道环境的 pH值来达到间接降
低有害病菌数量的作用袁如富马酸尧柠檬酸尧苹果酸和
乳酸等曰第二类有机酸除了能够降低胃肠道环境的 pH
值以外袁还可以通过破坏病菌的细胞膜袁达到干扰病菌
酶的合成袁进而影响病菌 DNA的复制袁最后产生抗革
兰氏阴性菌的作用袁属于这一类的有机酸包括甲酸尧乙
酸尧丙酸和山梨酸等遥 由于 pH值尧浓度和解离状态的
不同袁不同的有机酸具有不同的靶细菌渊见表 4冤遥

研究发现袁挥发性有机酸和非挥发性有机酸及无
机酸的抗菌效果存在明显差异袁挥发性有机酸(甲酸尧

图 2 pH=4.5的胃内条件下，添加不同的有机酸对乳酸菌和大肠杆菌存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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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酸尧丁酸)具有较好的杀菌作用袁直接扩散进入细胞
内袁通过降低细胞内 pH值袁抑制某些大分子如 DNA尧
RNA尧 蛋白质或脂类等细胞膜的组成成分的代谢袁破
坏病原菌细胞膜的完整性袁从而达到杀菌作用曰非挥
发性有机酸(如乳酸)和无机酸(如磷酸)具有显著的抑
菌作用袁由于这些酸化剂通过降低病原菌细胞间质的
pH值袁破坏病原菌渗透压体系袁阻止细胞正常繁殖袁
从而阻止病原菌的发育和生长遥挥发性有机酸盐尽管
不能降低病原菌细胞间质的 pH值袁 不能以酸的形式
渗透进入病原菌细胞内发挥杀菌作用袁但也具有抗菌
作用袁其作用强弱依赖于有机酸盐的溶解性袁如挥发
性有机酸的钠盐全溶于水袁 而钙盐只有部分可溶袁因
而体外抑菌试验中袁丁酸钠的抑菌效果要比甲酸钙和
丙酸钙的强遥 此外袁有机酸的二价盐体外抑菌效果优
于饱和度高的有机酸盐遥

Brul等渊1999冤总结了有机酸的作用模式院破坏细
菌细胞膜尧抑制细菌的基础代谢功能尧调节细菌内的
pH值和有毒阴离子在细菌内的聚集遥研究认为袁仅非
解离的有机酸渊非离子化冤才能产生明显的抗菌效果袁
解离形式的有机酸即使是很大的浓度也没有理想的

抗菌效果渊Presser等,1997冤遥 非解离的有机酸能经过
被动扩散通过细菌的细胞壁袁进入细胞后袁由于胞内
的 pH 值接近于 7袁高于有机酸的解离度渊pKa冤袁有机
酸解离袁胞内 pH值下降遥有些细菌就是不能够耐受这

种跨膜的 pH值梯度而受到抑制袁因为胞内的 H+的增
加袁细菌就要依赖于 ATP酶将 H+泵出细菌细胞袁而这
一过程是耗能的袁 所以细菌会因衰竭而死遥 但是 ,
Nuria Canibre等(2002)报道袁一些研究已经表明袁在没
有明显降低胃肠道 pH值的情况下袁 有机酸有较强的
杀菌作用遥 有机酸除可通过降低肠道 pH值而影响微
生物外袁 阴离子还具有独特的杀菌功能 渊见图 3尧图
4冤遥大量阴离子在胞内积聚袁从而改变胞内的渗透袁而
造成细菌中毒袁如糖酵解和核酸合成的停止尧酶解反
应受阻尧膜转导紊乱等渊Jensen等,2001冤遥例如袁在含有
8mmol/l的醋酸盐的介质中袁1.8的跨膜 pH值梯度渊胞
内 pH值 7.8袁 胞外 pH值 6.0冤 就可以造成在等电点
pH值水平下细菌内有 500mmol/l的醋酸阴离子的积
聚渊Roe等,1998冤遥通过比较有机酸与有机酸盐的作用
效果袁可以粗略估计阴离子在有机酸作用中所占的比
例遥 1.8%甲酸钙和等克当量甲酸渊1.25%冤在降低小肠
中大肠杆菌和肠球菌方面具有几乎相等的效果袁而前
者的促生长效果约相当于后者的一半渊Eidelsburger
等袁1998冤遥 考虑到肠道内的 pH 值条件袁Russell 等
(1992)认为袁有机酸对微生物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其阴
离子而实现的遥无机酸作用效果不佳的一个原因可能
在于无机阴离子不具备有机阴离子的类似作用遥有机
酸的抗菌效果随着有机酸碳链的增长和不饱和度的

增加而增强(Foegeding和 Busta, 1991)遥

表 3 用于猪日粮酸化剂的有机酸分子式、物理和化学性质(Foegeding & Busta, 1991)
有机酸
甲酸
乙酸
丙酸
丁酸
乳酸
山梨酸
富马酸

苹果酸

酒石酸 COOHCH渊OH冤CH渊OH冤COOH
柠檬酸 COOHCH2悦渊OH冤渊COOH冤CH2COOH

分子式
HCOOH
CH3COOH
CH3CH2COOH
CH3CH2CH2COOH
CH3CH渊OH冤COOH
CH3CH院CHCH院CHCOOH
COOHCH院CHCOOH
COOHCH2CH渊OH冤COOH

密度渊g/ml冤
1.220
1.049
0.993
0.958
1.206
1.204
1.635

1.760
1.665

摩尔质量渊g/mol冤
46.03
60.05
74.08
88.12
90.08

112.14
116.07
134.09
150.09
192.14

状态
液
液
液
液
液
固
固

液

液

固

pKa
3.75
4.76
4.88
4.82
3.83
4.76
3.02
4.38
3.4
5.1

2.93
4.23
3.13
4.76
6.40

水溶性
肄
肄
肄
肄

肄

注院肄要要要任何条件下可溶曰 要要要非常可溶曰 要要要部分可溶遥

表 4 不同酸化剂对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的抑菌圈（mm）比较
单一酸化剂

甲酸
15
22

沙门氏菌
大肠杆菌

丙酸
14
23

丁酸
14
19

磷酸
10
17

乳酸
10
15

丁酸钠
3
4

丙酸钙
0
1

甲酸钙
0.5
0.5

有机酸盐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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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有机酸抗菌作用模式（Brul等，1999）
3 微生物对有机酸的耐受性

胃肠道中原核或真核微生物可诱导对酸性环境

的耐受性已开始受到关注遥最近在解释包括调节识别
等现象的发展中袁如结构基因一样具有特殊的耐受机
制 袁 可诱导的对酸的耐受性已在很多革兰氏阴性菌
和革兰氏阳性菌中表现出来遥 一致的观点认为袁酸性
环境中的微生物可感受到恶化的环境袁并进行特殊的
应激性蛋白合成袁这种蛋白质被推测可阻止或修复由
于应激引起的对大分子的破坏遥一些应激性蛋白被一
系列应激条件诱导袁而其它的被特殊的应激产生的反
应所诱导(Bearson等袁1997)遥 另外袁不同的微生物袁甚
至那些进化的种类也已经发展了不同的在酸中生存

的方式(Lin等袁1995)遥 根据 Bearson等(1997)的研究袁
在肠细菌对酸的反应和致病性之间存在相关性遥
Kwon和 Ricke(1998)提出宿主胃肠道中或饲料成分中
的短链脂肪酸通过提高其对酸的耐受性而增加

S援typhimurium的毒性遥 Quivey等(2000)对突变链球菌
适应性机制的研究显示袁 生长在 pH值为 5的条件下
与生长在 pH值为 7的条件下相比袁 其脂肪酸的构成
有显著变化遥根据众多学者的观点袁生长在低 pH值条
件下其饱和的或非饱和的比例表明袁细胞膜脂肪酸构
成的变化部分可能是由于酸的适应性反应造成的袁这

种变化可直接通过基本的双分子脂肪对质子通透性

的改变或间接地提高 F1F0ATP 酶排出质子的能力而
影响细胞膜对质子的通透性而实现的 遥 Saklani -
Jusforgues 等 渊2000) 研究了在小鼠胃内灌注 L援
monocytogeneS后袁 酸的适应性对其存活率和迁移率
的影响 袁发现适应酸的 L援monocytogenes(生长在 pH=
5援5条件下) 在小鼠盲肠和结肠腔中存活率高于非适
应酸的 L援monocytogenes (生长在 pH=7援2条件下)遥 另
外袁适应酸的细菌在系膜淋巴结中的迁移率要高于非
适应酸的细菌遥 尽管在体外条件下细菌可以适应酸袁
但是当有机酸饲喂给猪或仔鸡时这种适应性是否在

肠道中也相同还无法确定遥
在动物胃肠道的酸性条件下袁一些肠道细菌如大

肠杆菌和沙门氏菌不断受到酸性环境的刺激袁为了在
这种潜在的致死性环境中生存袁细菌逐渐形成不同的
生存机制渊Foster等袁1999; Gorden等, 1993冤遥 研究者
试图来描述肠道细菌是如何生存于这种环境中袁并提
出了作为酸耐受反应尧酸的抵抗力和酸适应的生存机
制 渊Gorden 等 , 1993;Lin 等 ,1995; O'Hara 等 ,1994;
Raja等 ,1991冤遥 进一步分析认为袁肠道细胞在酸性的
条件下分泌一种物质袁而该物质又能明显地影响肠道
细菌对酸的敏感性渊Rowbury等 ,1999曰2000冤遥 在已经
报道的影响细菌酸耐受性不同的细胞外组分中袁从肠
出血性大肠杆菌系合成的可溶性物质依赖于一种可

替代性信号转导因子渊rpoS冤的合成渊Datt等,1999冤遥 推
测这些物质调节细胞的浓度依赖性酸生存反应袁其调
节方式类似于 N-已酰-L 高丝氨酸内酯 渊Datt 等 ,
1999冤遥

研究一致认为大肠杆菌的耐酸机制有三条通路院
一种是由可替代性信号转导因子渊rpoS冤调节的葡萄
糖抑制性氧化通路袁而可替代性信号转导因子的诱导
是细胞在复杂的介质条件下进入生长静止期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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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肠道 pH值对家禽肠道共栖微生物和病原微生物的影响(Neofarma,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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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遥但是袁一旦氧化机制激活袁其如何保护酸性条件下
的细菌还不清楚遥上述通路在发酵性的代谢细胞中不
起作用遥 另外两种耐酸机制是在生长的条件下激活
的袁其作用是碱化细胞质并需要氨基酸的存在遥 这两
种机制分别被称为谷氨酸脱羧酶系统(gadABC)渊Hersh
等袁1996冤和精氨酸脱羧酶系统(adiA)渊Lin等,1995冤遥谷氨酸
脱羧酶系统的诱导可能出现在细胞在需氧条件下进

入生长静止期遥
4 结语

有机酸已经广泛用作畜禽渊尤其是猪冤的饲料添
加剂遥 有机酸的抗菌效果已经被广泛的证实袁其抗菌
机制也有相当多的研究袁但是也有相反的报道遥 随着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袁有机酸的抗菌机制还需要在
更深的层次上进行研究遥微生物对有机酸的耐受性还
需要进一步的证实并研究其作用机制遥今后应当加强
新型有机酸产品的开发研究袁其特点是有机酸经微胶
囊化或包被处理袁既避免了加工贮存中的损失袁又可
使有机酸缓慢释放袁增强效果遥可以预见袁在未来的环
保型养殖业中袁有机酸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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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母应用于动物生产已有百年的历史袁 传统的
饲料酵母主要是作为瘤胃微生物的一种生长因子用

于反刍动物遥近十年来袁酵母在动物营养中的作用发
生了变化遥 酵母产品因其在绿色尧天然尧无污染及缓
解饲料工业蛋白质资源不足等方面具有的优势和巨

大的发展潜力袁 已成为当前国内外的研究重点和发
展方向遥 酵母产品主要有院活性干酵母尧酵母培养物
(Yeast culture,简称 YC袁也有称酵母饲料)尧营养性酵
母和酵母制品渊如酵母提取物尧酵母自溶物冤遥 其中用
于饲料工业的主要是营养性酵母和酵母培养物遥 酵
母培养物含有酵母培养基尧 酵母代谢物和死亡的
酵母细胞袁是一类新型的绿色饲料添加剂袁它优于传
统抗生素类添加剂在于其无停药期尧无残留尧无致微
生物突变遥 本文就酵母培养物在家禽中的应用作一
综述遥
1 酵母培养物的主要成分

酵母培养物是在特定工艺条件下袁由酵母菌种在
特制的培养基上经过充分发酵后所形成的微生态制

品袁它由酵母细胞代谢产物和经过发酵后变异的培养
基袁以及少量已无活性的酵母细胞所构成遥 在酵母培
养物的生产过程中袁酵母细胞仅仅是被用来生产细胞
代谢产物的一种工具袁代谢产物是该类产品发挥作用
的主要物质遥 酵母培养物营养丰富袁含有肽尧氨基酸尧
维生素尧矿物质尧蛋白质螯合物尧甘露寡糖尧茁-葡聚糖尧
有机酸尧酯类尧醇类尧酶类袁此外还含有许多为我们所
不熟悉但已证明对畜禽生长有益的野未知生长因子冶袁
是一种具有生物活性的复合饲料添加剂遥龙凌[1]认为袁
酵母培养物是一种独特的酵母产品袁必须把它作为含
有野未知生长因子冶的发酵产品来加以评价袁而不能根
据其野已知营养素(蛋白质尧维生素和氨基酸等)冶的组
成来衡量遥 酵母培养物的主要组成成分见表1遥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酵母培养物产品大体可分为

两类遥 一类是酵母菌渊包括活性干酵母冤加载体型袁这
类产品由活酵母添加不同的载体物质混合均匀后制

成袁 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没有经过任何的发酵环节袁
产品中不含代谢产物成分遥 事实上袁这类产品不属于
酵母培养物的范畴袁不是真正的酵母培养物产品遥 另
一类是利用酵母菌在给定的培养基上进行发酵后所

产生的终端产品袁其中含有代谢产物成分袁是真正酵
母培养物产品遥

表 1 酵母培养物的主要组成成分

项目

酵母代谢产物

变性培养基

酵母细胞

成分
蛋白质尧多肽
营养性代谢物院多肽尧有机酸尧寡糖
增味物质院核苷酸尧氨基酸尧多肽
芳香物质院酯类尧醇类尧有机酸
酶类及其它未知营养因子
寡糖尧多肽
细胞内容物院蛋白质尧氨基酸尧多肽尧维生素尧矿物

质及螯合物尧核酸等
细胞壁院茁-葡聚糖尧甘露寡糖
代谢活性物质

2 酵母培养物的生产工艺

目前袁生产上一般采用液尧固态相结合的发酵工
艺遥此工艺采用液态制备菌种袁固态曲池发酵袁培养基
灭菌熟化袁加大液态接种量袁合理的干燥工艺缩短了
发酵周期袁大大降低了杂菌污染程度袁有效地保存了
产品中的生物活性物质遥

酵母培养物发挥作用并不依赖于提供的活酵母

的数量袁 它是通过发酵后形成的细胞代谢产物起作
用遥正是这些代谢产物作为胃肠道微生物细菌的营养
底物以滋养和刺激其代谢活性袁从而发挥调节和维持
体内微生态环境以及改善动物消化吸收的功能遥而酵
母的代谢产物具有热稳定性袁能够耐受制粒过程中的
蒸汽和高温影响袁即使经高压灭菌处理袁酵母培养物
刺激微生物生长的特性所受影响也极小遥
3 酵母培养物在家禽中的应用效果

国内外的大量研究证明袁酵母培养物在促进家禽
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尧提高饲料利用率尧调节肠道
微生物平衡尧改善生长性能尧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改善
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遥
3.1 促进生长袁改善生长性能

酵母培养物可以改善肉仔鸡的生长性能遥曾正清
等[2]发现袁在日粮中添加 2%的酵母饲料能提高肉仔鸡
的体增重袁 含 1%尧2%的酵母培养物的饲料能够降低

酵 母 培 养 物 在 家 禽 中 的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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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中尧盲肠食糜中大肠杆菌的数量袁增加乳酸杆菌
的数量遥 周淑芹等[3-5]报道袁在肉仔鸡日粮中添加 0.3%
的酵母培养物可以改善肉仔鸡生长性能曰并且还可显
著提高肉仔鸡肠道双歧杆菌数量袁降低生长前期渊1耀4
周冤盲肠大肠杆菌数量袁减少腹泻袁降低肠道氨浓度袁
改善肠粘膜结构袁肠壁微绒毛变长袁更有利于营养物
质的吸收[3]遥 Stanley等[6]报道袁在使用球虫感染的垫料
时袁酵母培养物残渣渊YCR冤与拉沙里菌素和杆菌肽相
比袁 在提高肉仔鸡体增重方面更为有效遥 Goh 和
Hwang [7]报道袁米曲霉发酵的酵母培养物在添加量臆
1豫均可显著提高肉仔鸡的饲料效率袁并且 1豫的添加
量效果最优遥

酵母培养物也可以促进蛋雏鸡尧育成鸡尧公鸡和火
鸡的生长及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遥刘观忠等指出[8]袁
饲料中添加 0.1%和 0.3%的酵母培养物能提高蛋雏鸡
日增重袁增加小肠绒毛高度和肠壁厚度遥金桩[9]用活性
酵母饲料等量代替育成鸡饲粮中的部分鱼粉时袁增重
效果较好遥Gary[10]饲喂公鸡酵母饲料后袁其回肠绒毛杯
状细胞减少尧腺窝深度减小袁并认为这是由于饲喂酵
母饲料后肠道细菌产生的有毒物质减少的结果遥
Bradley等报道[11]袁补饲酵母培养物后提高了火鸡的日
增重袁料重比下降曰对肠道形态结构的分析表明袁补饲

酵母培养物降低了回肠内每毫米肠绒毛上杯状细胞

的数量袁隐窝深度下降遥 隐窝深度降低表明上皮细胞
更新率下降袁而更新率的下降是肠道微生物所产毒素
浓度下降的结果遥

但是袁酵母培养物对雏鸡生长速度和饲料利用率
的改善并不与添加量变化趋势完全一致遥 有研究认
为袁随着活酵母饲料水平在雏鸡日粮中升高袁其生长
速度和饲料利用率有降低的趋势遥酵母培养物添加量
过大也可影响家禽的生长袁因为酵母培养物中含有一
定量的甘露寡糖遥 当动物摄入过多的寡糖时袁消化道
后部寄生的微生物发酵过度, 食物通过消化道加快袁
产生软粪袁可能引起动物消化不良性腹泻袁使畜禽生
长发育受阻[12]遥

酵母培养物可以提高蛋鸡和种鸡的饲料效率袁降
低鸡蛋的破损率袁显著减少蛋鸡的死亡袁延长产蛋高
峰期袁明显提高生产性能和经济效益[13-19]遥 刘质彬等[15]

向 20周龄产蛋鸡日粮中添加酵母培养物袁 产蛋鸡的
生产性能得到明显的改善袁酵母培养物对日粮中营养
物质的吸收代谢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渊见表 2冤遥 从表
2可以看出袁酵母培养物的添加量分别为 0.1豫尧0.2%尧
0.3%袁日粮中粗蛋白质尧脂肪尧总能和酸性洗涤纤维的
消化率都得到提高遥

表 2 酵母培养物对产蛋鸡营养物质代谢率的影响（%）
项目
对照组

0.1%培养物组
0.2%培养物组
0.3%培养物组

蛋白质消化率
55.21依2.88a
55.89依4.34a

56.39依3.29a
56.39依4.64a

脂肪消化率
88.19依5.72b
88.67依5.72ab

89.55依3.85ab

93.54依3.37a

能量代谢率
2.86依0.14a
2.89依0.08a
2.90依0.33a

2.98依0.27a

ADF消化率
16.97依2.65b
20.85依3.73ab

24.22依4.38a

25.53依4.20a

注院同列字母不同者差异显著渊P<0.01冤遥

金加明[18]在产蛋高峰期蛋鸡日粮中添加 0.15%的
酵母培养物和 0.05%的寡糖袁与添加金霉素的对照组
相比袁产蛋率显著升高袁采食量和料蛋比均显著降低遥
阮光琼等[20]在产蛋鸡饲料中添加 0.1%的酵母培养物袁
料蛋比尧 产蛋率尧 蛋重等均优于 0.1%的杂粕酶制剂
组遥

美国亚利桑纳州大学的 Reid渊1988冤在 55周龄蛋
鸡日粮中添加 0.25%~1%的酵母培养物袁发现产蛋率尧
蛋重量和蛋产量均得到改善袁同时酵母培养物也提高
了蛋鸡体内蛋氨酸的存留率[14]遥
3.2 提高免疫力

曾正清等[2]报道酵母培养物可增加肉仔鸡胸腺小
叶数遥 周淑芹等[3]报道肉仔鸡日粮中添加 0.3%的酵母
培养物提高了血清免疫球蛋白 A和 G水平遥 周淑芹

等[4]发现 0.3%和 0.4%的酵母培养物可以降低肉仔鸡
肠道氨浓度袁减少大肠杆菌数量袁增加双歧杆菌数量袁
提高血清免疫球蛋白 A和 G浓度袁 提高血清中新城
疫抗体水平袁减少接种大肠杆菌后的死亡率和盲肠内
的大肠杆菌的数量遥 刘观忠等[8]发现袁日粮中添加0.1%
和 0.3%的酵母培养物袁可以提高蛋雏鸡胸腺尧法氏囊
和脾脏指数及血清新城疫血凝抑制效价遥

酵母培养物对家禽免疫力的改善和提高除了其

中的营养成分和野未知生长因子冶外袁可能也与酵母细
胞壁中的甘露寡糖有关遥甘露寡糖可显著地影响动物
的免疫系统袁 一方面它能吸附和抑制胃肠道病原菌袁
排斥病原性微生物在胃肠粘膜表面的附着袁防止对毒
素和废物的吸收袁调节非免疫防御机制曰另一方面甘
露寡糖也可诱导刺激机体产生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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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免疫防御机制遥 因此袁酵母培养物可维护胃肠道
微生态平衡袁选择性促进胃肠道有益菌群增殖袁抑制
有害菌的繁殖袁并且可激发尧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和抗
病力遥
3.3 抗应激作用

酵母培养物应用于家禽袁可以预防和缓解由于应
激导致的动物生产性能不佳问题遥 在饲养条件尧日粮
营养水平较差时袁在家禽日粮中添加酵母培养物作用
显著[6袁21]遥 这是因为酵母培养物对维持胃肠道微生物
的代谢活性和内环境的正常具有重要作用遥当各种因
素导致动物出现应激反应时袁机体的内环境将会发生
变化袁寄居在胃肠道内的微生物菌群在正常情况下建
立起来的代谢平衡可能遭到破坏并导致动物的消化

吸收和免疫系统出现某些功能性障碍遥酵母培养物作
为胃肠道内微生物的野全价饲料冶袁它向胃肠道内寄居
的微生物细菌提供代谢营养底物袁以滋养它们和刺激
其代谢活性袁调节和维持体内微生态环境袁改善动物
消化吸收功能袁从而发挥抗应激作用遥
3.4 解毒作用

酵母培养物具有吸附霉菌毒素的作用遥 岳支华等[22]

报道袁酵母细胞壁能够吸附尧吞噬尧破坏和吸收侵入体
内的细菌尧霉菌和病毒等有毒物质袁具有增强免疫功
能的作用遥 酵母细胞壁中的甘露寡糖袁可以与有害菌
细胞壁的凝集素结合袁从而减少有害菌定植于肠壁细
胞的机会遥酵母细胞壁的甘露糖能吸附有毒物质和病
原菌袁具有减少动物肠道疾病的功能遥 Devedowda等[23]

发现袁酵母培养物添加于受黄曲霉毒素污染的肉鸡日
粮中可以促进鸡只生长袁改善免疫功能遥 免疫功能的
改善主要体现在法氏囊重量增加袁 提高血清总蛋白尧
白蛋白的含量袁增加免疫球蛋白的数量遥 但也有不同
的报道袁如 Prasada Rao 等 [24]报道尽管酵母培养物在
体外条件下可以吸附 68%的赭曲霉毒素 A袁 但 0.1%
的酵母培养物对采食含 2mg/kg赭曲霉毒素 A饲料的
肉鸡并无显著解毒作用袁 而 0.3豫水合铝硅酸钠钙可
显著降低 2mg/kg赭曲霉毒素 A的毒副作用遥
3.5 保护环境

酵母培养物可以促进饲料中营养物质的吸收利

用袁家禽排泄物中的有机成分含量下降遥周淑芹等[3]报
道袁 在肉仔鸡日粮中添加 0.3%的酵母培养物可以提
高日粮磷的利用率袁 并且家禽排泄物中磷的含量降
低遥Prasad等[24]指出袁酵母培养物能够改善家禽对植酸
磷的利用率袁通过水解植酸磷和在消化道内合成植酸
酶袁 酵母培养物能够使得鸡更有效地利用日粮中的

磷遥酵母培养物应用于玉米-豆粕型日粮中袁可以减少
40豫耀60豫的无机磷添加量遥排泄物中磷含量的降低和
营养物质消化率的提高袁对环境均具有保护作用遥
4 酵母培养物的作用机制

目前袁酵母培养物的作用机制主要是在反刍动物
上进行研究的袁有关在家禽中的探讨目前还很少遥 来
自反刍动物的研究认为袁其主要作用在于对胃肠道有
益菌的代谢调控袁可以从 3方面进行解释[26]遥
4.1 营养理论

酵母培养物中的氨基酸尧葡萄糖尧维生素尧有机酸
渊乳酸尧苹果酸尧甲酸冤等是某些微生物如乳酸菌生长尧
代谢所需的营养物质遥饲喂酵母培养物可以提高乳酸
菌的数量袁增加乳酸袁提高蛋白通过肠管壁的通透吸
收率袁使胃肠道处于低酸环境而限制了有害大肠杆菌
的增殖遥 乳酸菌较易生存在 pH值 4~5的环境中袁当
胃肠道的 pH值高于 5时袁 大肠杆菌将会转变成致病
性的遥
4.2 控氧理论

酵母吸收消耗氧自由基能保护胃肠道严格厌氧

菌免受氧自由基的破坏遥曾正清等[2]报道袁酵母菌在鸡
肠道中与需氧的大肠杆菌争夺有限的氧气袁同时给厌
氧的乳酸菌的增殖创造条件袁从而起到维持肠道菌系
平衡的作用遥
4.3 小肽营养代谢扳机理论

酵母培养物中含有生物活性的小肽具有刺激瘤

胃细菌生长的作用袁这些刺激活性与单个的氨基酸并
无关系袁当肽浓度很低时,其刺激活性也很低袁这说
明袁这些物质起到刺激有益菌生长的代谢扳机作用[27]遥

由于家禽胃肠道中微生物的数量有限袁与反刍动
物相比袁微生物营养对消化吸收的贡献较小袁所以对
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可能还需在营养物质消化吸收袁肠
道形态改变及神经尧内分泌和免疫网络等方面进行遥

综上所述袁酵母培养物作为一种绿色无污染的新
型添加剂袁可以维护和改善家禽的消化能力袁提高机
体免疫能力袁在抵御各种应激的侵袭和充分发挥动物
生产性能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袁在家禽生产中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遥 但是袁对其应用效果及其作用机制还
需进行深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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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类渔用饲料加工设备走俏
窑信息采撷窑

1 颗粒饲料熟化设备。为使颗粒饲料在水中不立即散开，一般在硬颗粒饲料机上加蒸汽熟化装置，使饲料增加黏结性。
2 颗粒饲料涂膜设备。为延长颗粒饲料在水中的定性时间，一般在颗粒饲料机出口处加置喷油膜设备，但因为当时颗粒水分高，成品

含水率大于 16%，宜先干燥后喷涂。
3 一步法颗粒饲料加工成套设备。该设备在加工过程中饲料不需要加水蒸气，干进干出。当原料含水率小于 12%时，产品的含水率小

于 10.2%，不需要烘干。
4 超微粉碎加工成套设备。为使饲料易于消化吸收，一般都采用超微粉碎技术，用以投喂较大的苗种，亦可作为颗粒饲料的原料。
5 微囊饲料加工成套设备。它可使微型颗粒外自然包膜，再用喷雾干燥成型，饲料颗粒直径为 5~10滋m，每毫克达 80万粒。
6 常温常压浮颗粒饲料加工设备。该设备不用加温设施，在常温、常压下加工的颗粒饲料也能“立即浮”，而且漂浮几小时不崩解。
7 鲜软颗粒饲料加工成套设备。把鲜活饲料用打浆机将其打成糊状，拌入其它粉状饲料，加工成鲜软颗粒饲料，以保持活饵料的活性

物质。

8 膨化饲料加工设备。可开发新的饲料源，膨化羽毛等使其饲料化，除棉籽酚等毒素，膨化豆粕、菜饼、棉籽饼等。
9 先沉后浮颗粒饲料加工成套设备。该设备生产的对虾颗粒饲料，下水后不崩解，几小时后可浮上水面，减少对水体的污染并节约饲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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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生物和化学药物是引起食品安全问题的两大原

因

食品安全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袁世界
卫生组织渊WHO冤将食品安全看作是一个世界性的挑
战遥近年来袁全球食品安全恶性事件频发袁食源性疾病
已经成为影响公共健康的重要因素遥 据 WHO统计袁
发达国家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感染食源性疾病袁而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袁食源性疾病往往是致人非正常死
亡的主要原因遥 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袁全世界每年有
220耀1 000万人因患食源性疾病而丧生遥 中国疾病预
防与控制中心渊CDC冤统计结果显示袁2003年我国由重
大食物中毒事件导致的死亡人数为 262人遥 据 WHO
估计, 发达国家食源性疾病的漏报率在 90%以上, 发
展中国家漏报率则在 95%以上袁可见袁目前掌握的食
源性疾病数据仅为实际发生的野冰山一角冶遥

根据商业部的统计结果袁我国每年由于公共安全
问题造成的损失总计 6 500亿人民币左右袁约占 GDP
的 6豫袁也就是说袁全国人民每年艰苦奋斗取得的经济
增长大部分被这一损失抵消了曰我国每年约有 71豫的
出口企业和 39豫的出口产品因遭遇国外技术性贸易
壁垒而受阻袁损失约 170耀200亿美元遥 在导致这些经
济损失的原因中袁 食品安全问题占有非常大的比重遥
因此袁在制定国家中尧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将公
共安全科技问题研究列为第九个专题袁而在这一专题
报告中将食品安全研究列在首位遥

多方面的研究和调查结果显示袁除意外事故和人
为因素以外袁食源性疾病主要是由微生物和化学药物
所引起的遥 根据中美两国 CDC近 10年的统计结果袁
在中美两国由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均占总数的

50豫左右袁而化学物质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占总数的比
率在美国是 1豫左右尧在中国是 27豫左右袁由不明因素
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占总数的比率在美国是 40豫以上袁
在中国是 12豫左右遥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袁这些不明因
子大多数为病毒袁因此袁微生物是引起食源性疾病的
罪魁祸首遥 在近 10年世界上发生最有影响的 野疯牛

病冶尧野禽流感冶和野二 英冶等食品安全事件中野二 英冶
事件是由化学物质引起的袁其它事件绝大多数是由微
生物引起的遥

动物性食品中农药与兽药等化学物质残留已有

成熟的检测方法袁 并已制定出较完善的标准体系袁如
果严格依法监管便可大大减少由它们导致的食品安

全事件发生袁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
点遥然而袁致病微生物是活体袁它们在食物链中的活动
规律和在环境中的消长规律还不十分清楚袁特别是在
环境恶化和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袁过去几
乎消亡的病原微生物常会重新抬头袁新的病原微生物
容易滋生遥

近 20年来袁 我国的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得到了
迅猛的发展袁 其产品占整个食品行业的比重越来越
大袁肉尧乳尧蛋和水产品是动物性食品中的主要种类遥
根据全国饲料工作办公室的统计结果袁我国肉类产品
在 2003年的产量为 6 920万吨尧奶类的产量为 1 848.6
万吨尧 禽蛋量为 2 606.8万吨尧 水产品量为 4 690万
吨袁其中肉类和蛋类的年产量均为全世界第一遥但是袁
我国肉类的年出口量仅为 60 多万吨袁 不到总量的
1%袁禽蛋类的出口量更是微乎其微袁其重要原因是微
生物污染等食品安全问题遥
2 动物性食品中重要致病微生物及其隐性危害

从污染动物性食品的微生物种类来看袁在较长的
时间内袁沙门氏菌是全世界引起食源性疾病的最重要
病原袁特别是在禽蛋产品中广泛存在遥 金黄色葡萄球
菌是动物性食品中的另一类常见致病菌遥副溶血性弧
菌尧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和诺瓦克病毒引起的食源
性疾病在近几年呈快速增长趋势袁它们往往通过水产
品进行传播袁副溶血性弧菌在我国许多沿海地区已成
为引起食源性疾病的第一号致病菌遥戊型肝炎病毒引
起的戊型肝炎也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袁特
别是最近发现猪等动物携带戊型肝炎病毒的比率高

达 80%以上袁一般呈隐性感染状态袁人的戊型肝炎病
例逐年大幅度上升袁死亡的病例也时有出现遥

引发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微生物随时随地都存在袁
但并不是时时刻刻都会引起食源性疾病袁这些致病微
生物与其周围的非致病菌及环境存在着协同关系袁处
于微生态的平衡状态袁 而当这种平衡被打破以后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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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微生物大肆生长袁其危害广泛传播袁从而导致食
源性疾病暴发遥我国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破坏使这一
问题显得日益突出袁而在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生态学
研究方面十分薄弱袁以至于食源性疾病暴发时显得束
手无策袁2003年 SARS的流行和 1988年上海甲肝的
泛滥就是典型的例子遥

国内外过去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食品中常态致病

微生物的研究上遥然而,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细菌菌
膜尧细菌耐药性的形成和亚致死细胞的修复以及病毒
的变异是食品中的重要隐性危害袁是导致食源性疾病
暴发的重要原因遥 国内外对这些隐性危害的认识不
足袁对它们形成与暴发的机制更是知之甚少袁未能形
成控制原理和技术袁因此袁它们导致的食源性疾病居
高不下袁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遥 对食品中这些隐
性危害的研究在发达国家近几年刚开始, 在我国才起
步, 均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和成熟的技术遥

食源性致病微生物隐性危害的形成及暴发的机

制是对食源性疾病进行预防和控制以及与食品安全

监控有关的法规尧标准制渊修冤订必须解决的瓶颈问
题遥食源性致病细菌菌膜和耐药性的形成以及病毒的
变异是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重要生态学现象袁是食品
中最重要的隐性危害遥

此外袁 致病细菌离开寄主后处于一种脆弱状态袁
食品的生产运输和贮藏过程中的各种措施非常容易

损伤致病细菌的生活活力袁使其处于亚致死状态遥 采
用常规培养方法难以检出袁但是袁当这些细菌进入人
体后可能会自行恢复袁仍可导致人体患病袁因此袁认识
这些亚致死细菌的修复机制尧建立修复培养方法来检
测这些亚致死细菌十分重要遥
3 致病微生物隐性危害的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 食品中细菌菌膜尧 细菌耐药性和亚致
死细胞的形成以及病毒的变异等隐性危害没有得到

充分的认识, 对它们形成尧 传播和暴发的分子机制更
不清楚, 不可能形成有效控制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原
理遥 在分子水平上揭示上述隐性危害形成尧传播和暴
发机理袁将是农业科学尧生物科学尧食品科学尧信息科
学和医学等学科一个研究热点遥

作为细菌的环境适应机制, 菌膜在自然界存在的
形式异常丰富和复杂遥 据美国 CDC统计, 65豫的人类
细菌性感染都与菌膜有关, 因此, 携带菌膜的食品存
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遥研究表明, 细菌外膜蛋白尧胞外多
糖尧鞭毛尧菌毛尧运动相关的基因在菌膜形成过程中都
发挥着重要作用遥 同时, 细菌通过环境信号应答系统

和群体感应系统来控制菌膜的形成遥 目前, 相关研究
主要是通过转座突变个别基因来逐步探讨菌膜形成

的机制, 若要全面系统研究菌膜形成的分子机理, 基
因组学和蛋白组学分析势在必行遥

自 1969年英国 Swann报道抗菌素在食用动物中
的使用与细菌耐药性密切相关以后, 许多国家在食源
性耐药菌的形成和监控方面作了大量的基础与应用

性研究遥 鉴于各国兽药的种类和使用方法存在差异,
耐药性食源性致病菌分布尧形成及传播机制等方面有
着很大差别遥 欧盟诸国由于曾经使用 avoparcin而导
致耐药性肠球菌的增加和蔓延袁而北美则由于四环素
和 茁-内酰胺等药物的广泛使用, 使得耐多种抗菌药
物的沙门氏菌成为医疗及公共卫生上的难题遥食源性
耐药菌的形成机制和传播方式以及对人体健康的影

响均没有定论, 我国有关细菌耐药的研究主要限于临
床医学研究, 包括细菌耐药监测尧耐药机制等, 食源性
致病菌耐药机制的研究在我国几乎处于空白状态遥因
此袁系统研究我国食源性致病菌耐药的相关基础理论
和监控技术将有助于提高我国食品卫生的质量并促

进其与世界研究模式及水平接轨遥
人和动物的机体是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最适宜

生存及活动的场所遥当它们经过食品加工处理之后和
暴露在恶劣环境之下袁大部分会死亡袁然而还会有一
少部分只是细胞受到损伤尧处于亚致死状态遥 幸存下
来的亚致死细菌按传统的检测方法一般难以检出, 但
是当它们进入到人体以后可以很快得到修复, 恢复活
力, 导致食源性疾病袁 这是导致食源性疾病暴发的一
个重要原因遥 因此袁这些亚致死细菌修复的分子机理
是国内外学术界正在关注或开始启动研究的一个新

领域遥研究食品中存在的亚致死病原微生物的修复及
检测袁必须能清楚区分食品中正常的以及受损的病原
细菌袁国外主要是利用选择性培养基或在培养基里添
加生长因子促使细胞修复袁 一些分子生物学方法如
PCR尧RT-PCR 等现在也开始引入损伤细胞的检测与
其它研究之中遥

戊型肝炎病毒和诺瓦克病毒是世界范围内日益

受到关注的重要食源性致病微生物遥 戊型肝炎病毒
渊HEV冤 主要经粪便尧 口途径传播而引起戊型肝炎
渊HE冤的暴发流行袁主要侵染青壮年袁孕妇感染死亡率
高达 20豫袁严重危害人类健康遥1986耀1988年 HE在我
国新疆曾有过较大规模的暴发流行遥 研究表明袁HEV
不仅侵染人类袁而且人尧畜之间存在交叉感染的可能
性遥 用猪 HEV感染非人灵长类动物袁 则表现出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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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V感染的临床表现遥经调查袁我国猪的 HEV携带率
为 83.6%袁 我国内地关于人和猪 HEV的关系尚未见
报道袁 迫切需要开展全国范围内猪 HEV流行病学的
调查袁 揭示人尧 畜间 HEV基因型的演变关系及多样
性袁探究人尧畜间的交叉感染的途径尧感染机理和发病
机理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遥

近几年研究表明袁诺瓦克病毒渊NV冤的活性不断
增强袁序列变异较大袁在环境中活性非常稳定袁对热尧
低酸尧 乙醚都有抗性袁 而且 NV的感染剂量非常低袁
10耀100个病毒粒子即可引发感染袁 被认为是造成急
性胃肠炎暴发的首要病原袁也是急性胃肠炎散发病例
的常见病因遥NV原型株不能用细胞株培养袁也不能建
立动物模型袁传统的检测方法不能检测出食品或水标
本中较低浓度的病毒遥由于不同株间壳衣蛋白抗原具
有相当大的变异性袁因此酶联免疫吸附法渊ELISA冤的
应用也受到了限制遥PCR技术是目前常用于新鲜海产
品中诺瓦克病毒的检测方法袁但目前检测的假阴性率
也较高袁新近发现了许多自然重组病毒株袁全部是传
播迅速的强毒株袁在生态学上无法将它们与其它毒株
相区别袁 这进一步说明诺瓦克病毒与小 RNA病毒间
的重组变异频率相当高遥重组变异是该病毒进化的普
遍现象袁使诺瓦克病毒的基因多态性和遗传变异规律
研究显得更加重要遥

总之袁我国在这一领域虽然刚起步袁但是同发达国

家的差距还不大袁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遥我们既存在
迎头赶上的机遇袁同时也存在远远被甩在后面的挑战袁
因此袁需要我们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和切实的行动遥
4 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在食源性疾病暴发后一般均采用回顾式调

查进行溯源袁这有利于找出原因和分清责任袁但难以
找到食源性疾病暴发的规律性袁无法及时有效地减少
或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遥

过去的研究主要是针对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正

常状态渊如分散状态尧对抗生素敏感状态尧可培养状态
和遗传相对稳定状态冤进行的袁而食源性致病微生物
的非正常状态渊如菌膜尧耐药尧亚致死和遗传变异冤是
食品中最严重的隐性危害袁是导致食源性疾病发生和
暴发的重要原因袁这些隐性危害在食品的加工与储运
过程中以及在恶劣的环境压力下容易形成遥

因此袁食源性致病微生物隐性危害的形成与暴发
机制不清袁监控的准确性不高和时效性不强袁是我国
急需解决的问题袁同时又是食品安全监控中的重大科
学问题遥

以上问题的解决将为我国食品安全监控体系的

建立尧保证我国的食品安全尧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与
身体健康尧促进我国食品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提供重
要的技术支撑遥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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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采取具体措施加快推进奶业发展

窑信息采撷窑

从农业部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农业部将采取创新发展模式，全面促进产业升级，采取转变发展方式、优化奶

业结构、强化奶源基地建设等具体措施，来加快我国奶业发展，让中国孩子每天能喝上一杯奶不再是梦想。

我国奶类生产高速增长，乳品加工实力增强，城乡乳品消费稳步增长，但仍处于发展初期，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未来我国奶业

发展的主攻方向，一是实施国家奶牛品种改良行动计划；二是推进奶牛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生产；三是培育壮大奶业龙头企业；

四是增强奶业科技创新能力；五是提高原料奶和奶制品质量；六是加强养殖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农业部将重点加强奶畜良种

工程、奶源基地、饲草料生产基地、牛奶质量改良中心、乳制品加工企业技术改造等项目建设，完善原料奶和乳品质量监控体系和奶

业信息体系，以提高奶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同时，通过各种媒体大力宣传奶类产品的营养价值，开展乳制品消费宣传活动，培养乳制

品消费习惯，扩大消费群体，挖掘乳制品消费潜力，促进广大民众消费乳及乳制品，切实增强农村居民的喝奶意识，扩大国家学生饮

用奶计划实施规模，从中小学生培养消费人群，拓展牛奶及乳制品现实市场，培育未来市场，真正实现温家宝总理提出的“让每个中

国人，首先是孩子，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的目标。

据悉，目前全国已有 52个大中城市，8 862所中小学校，190多万中小学生受惠于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喝上了学生奶。如何
进一步推进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农业部农垦局副局长吴恩熙说，“学生饮用奶定点生产企业”生产的学生饮用奶是在严格监管

下，采用现代工艺设备和无菌包装供应的“安全奶”，是“高品质的奶”，是“安全、营养、方便、价廉”的“放心奶”，其安全性高于普通液

态奶。短短几年来，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今后将进一步加强监管力度，把安全作为学生奶工作的首要任务抓

紧抓好，确保学生饮用奶的质量安全；通过宣传“学生饮用奶”的高品质和安全性，树立“中国学生饮用奶”品牌形象；同时，发动社会

广泛参与，充分发挥学校和企业作为执行主体的作用，让社会为“学生饮用奶计划”的实施保驾护航。为了使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

健康有序发展，农业部还将采取例一系措施保证学生饮用奶质量安全，一是落实审批制度，规范定点生产企业审核认定工作；二是

抓好定点生产企业，确保产品质量；三是提高原奶质量，为学生饮用奶提供优质奶源；四是严格规范市场秩序，确保学生饮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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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变是造成饲料和食品大量浪费的世界性危害袁
近年来袁全球多发的自然灾害渊如暴雨尧洪涝灾害尧干
旱和霜冻冤袁 加上经济的全球化使谷物和饲料中霉菌
和霉菌毒素的污染有加重的趋势遥根据联合国粮农组
织估算袁全世界每年大约有 5%耀7豫的粮食尧饲料等农
作物产品受霉菌污染袁霉变所造成的粮食和饲料经济
损失可达数千亿美元遥 我国一些地区袁尤其是南方地
区袁饲料霉变问题相当严重遥
1 饲料霉变后的品质变化

1.1 霉变后霉菌及其毒素的污染

霉菌污染是饲料中最突出的微生物污染袁据调查
发现袁饲料霉菌的感染率几乎为 100豫袁带菌量超过国
家标准的约有 50豫袁 污染饲料的霉菌主要有曲霉菌
属尧青霉菌属尧镰刀霉菌属尧毛霉菌属袁其次还有枝孢
霉菌属尧交链霉菌属尧共头霉属尧梨头霉属尧拟青霉属尧
木霉属尧根霉属等袁这些霉菌中大部分在适宜的温度尧
湿度尧pH值条件下都会产生对人和家畜有危害的霉
菌毒素遥 对亚太地区霉菌毒素污染研究表明袁最为严
重的毒素种类有黄曲霉毒素尧赭曲霉毒素尧橘霉毒素尧
T原2毒素尧呕吐毒素尧串珠链孢菌素和玉米赤霉烯酮
渊Deviries J W等袁2002冤遥 对我国各地玉米尧蛋白饲料尧
全价饲料中霉菌毒素抽样检测袁 并考虑美国 FAO
渊1988冤袁欧盟尧世界卫生组织渊1991冤及国家有关部门
建议得出我国饲料霉菌毒素污染最为严重的是呕吐

毒素尧烟曲霉毒素和玉米赤霉烯酮遥 不同饲料原料中
霉菌毒素污染的情况不同袁玉米渊能量饲料冤中以呕吐
毒素尧烟曲霉毒素和玉米赤霉烯酮较重袁而蛋白类饲
料中则以呕吐毒素尧烟曲霉毒素尧玉米赤霉烯酮尧黄曲
霉毒素和 T原2毒素的污染较重遥
1.2 霉变对饲料适口性的影响

微生物在饲料中生长繁殖袁使饲料发生一系列的
生化变化袁造成饲料品质变劣的现象称为霉变遥 饲料
霉变后会失去原有的味道袁脂肪酸度升高袁营养成分
破坏袁适口性下降遥 微生物本身散发出来的气味可被
饲料吸附袁这种霉味很难消除遥 饲料原料发霉往往伴

随害虫的繁殖袁害虫活动的代谢物尧分泌物进一步使
得饲料原料品质恶化袁产生变色尧变味尧变臭尧潮湿尧结
块尧霉烂尧带毒等一系列的劣变遥而且组成饲料的各种
有机成分在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下袁生成许多刺激嗅觉
和味觉的物质袁如高水分的饲料在通风不良条件下进
行储藏时袁由于饲料中的碳水化合物被微生物发酵利
用袁便产生一些酸和醇袁使饲料带酸味和酒味遥严重霉
变的饲料袁其中的蛋白质被微生物分解产生氨尧氨化
物尧硫化物尧硫化氢曰有机碳化合物被分解产生各种有
机酸尧醛类尧酮类等袁这些物质都具有强烈的刺激性袁
产生异味与异臭袁从而严重影响适口性遥
1.3 霉变对饲料营养价值的影响

霉菌中的孢霉菌自身不仅不制造营养袁而且常通
过分泌多种酶分解饲料养分供其生长繁殖遥 因此袁被
霉菌污染的饲料袁 营养成分含量和营养价值大大降
低遥另外袁霉菌消耗营养物质的同时产生大量的热量袁
使饲料中蛋白质尧脂肪尧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发生变
化遥N.Paster和 N.Lisker(1982)报道袁在高湿度条件下储
藏袁脂肪的含量显著降低袁而脂肪酸的比率尧维生素
E尧胡萝卜素尧黄色素和蛋白质的含量变化都不显著遥
Beasley 等渊1980冤发现袁仔鸡饲喂接种过青霉菌属霉
菌的饲粮后腹泻率较对照组增加袁生长速率较对照组
降低遥 齐德生等渊1999冤报道袁霉变豆粕气味不良,蛋白
质溶解度下降, 霉菌总数可大幅度升高, 但粗蛋白含
量尧粗纤维含量尧过氧化物值尧有效酸度及挥发性盐基
氮含量无明显改变, 黄曲霉毒素 B1含量升高不显著遥
陈喜斌等渊2003冤研究表明院随着豆粕中霉菌的生长袁
豆粕的蛋白质溶解度在逐渐降低袁霉菌增长与蛋白质
溶解度降低有较强的负相关性曰 随着霉菌的生长袁豆
粕的粗脂肪含量在逐渐减少袁霉菌增长与粗脂肪含量
降低有较强的负相关性曰霉菌生长对豆粕的粗蛋白含
量和脲酶活性指数没有显著影响遥陈喜斌等渊2004冤对
霉变饲料营养价值影响又进行研究袁表明霉变豆粕粗
蛋白含量虽然没有明显改变,但蛋白质溶解度呈线性
下降,总氨基酸含量显著下降,其中必需氨基酸受到的
影响明显大于非必需氨基酸遥 在所测的 17 种氨基酸
中,蛋氨酸尧赖氨酸尧丙氨酸尧异亮氨酸受到影响最大,
含量下降最多, 总能仅在霉菌数超过 8万个/g才显著
下降遥 霉变也明显改变营养成分的利用率遥 这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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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鸡对豆粕干物质尧粗蛋白质利用率都随着豆粕
中霉菌数的增加而下降,尤其是霉菌数达到 14万个/g,
下降极为显著(P<0.05)曰在豆粕中霉菌含量超过 8万
个/g时,总氨基酸平均利用率尧必需氨基酸平均利用
率下降极为显著(P<0.01)袁其中丙氨酸尧蛋氨酸尧赖氨
酸尧胱氨酸下降最多遥 丁斌鹰渊2001冤的研究结果还表
明袁随着霉变程度的增加,豆粕的氢氧化钾溶解度显
著减少(P<0.05),粗蛋白变化不明显(P>0.05)遥霉菌数与
豆粕氢氧化钾溶解度变化有较强的相关关系 (P<
0.01)遥

饲料中的大部分霉菌都具有很强的淀粉分解能

力袁如曲霉菌属尧青霉菌属尧根霉属和毛霉菌属的多
种霉菌具有淀粉酶袁可以将淀粉分解遥 一些细菌袁主
要是芽孢杆菌属和梭状芽孢杆菌属袁 如枯草芽孢杆
菌和淀粉梭状芽孢杆菌等袁也能使淀粉分解袁这些微
生物最终将淀粉分解为酒精和醋酸袁 既使饲料发生
酸味袁又降低了饲料的营养价值遥 另外袁饲料在存储
期间微量元素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袁 而维生素则会
发生一定量的流失袁 流失的程度主要取决于饲料中
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遥
2 饲料霉变程度的评价

2.1 感官评价

饲料质量感官鉴别就是凭借人体自身的感觉器

官袁具体地讲就是凭借眼尧耳尧鼻尧口尧唇尧舌头和手袁对
饲料的质量状况作出客观的评价遥也就是通过用眼睛
看尧鼻子嗅尧耳朵听尧用口品尝和用手触摸等方式袁对
饲料的色尧香尧味和外观形态进行综合性的鉴别和评
价遥 感观变化是反映饲料霉变的重要特征之一遥 应用
感官手段来鉴别饲料的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遥饲
料氧化酸败后袁往往会在颜色尧气味尧组织状况上发生
一系列的变化遥 酸败油脂往往颜色变褐或变绿袁出现
浑浊或絮状物袁并且常常带有辛辣尧脂化和腐败等不
良气味袁用手触摸时有湿和粘滑等感觉遥 通过感官指
标来鉴别饲料是否霉变袁不仅简便易行袁而且灵敏度
高袁直观而实用遥但是感官鉴别能否真实尧准确地反映
客观事物的本质袁除了与人体感觉器官的健全程度和
灵敏程度有关外袁还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力有
直接的关系遥 只有当人体的感觉器官正常袁又熟悉有
关饲料霉变的基本常识时袁才能比较准确地鉴别出饲
料霉变的程度遥
2.2 水分含量和水分活度

水分可能是控制微生物对食品破坏的最重要因

素之一(Chirife J和 Buera MD袁1996)遥但是这种以重量

百分率来表示饲料中的水分含量袁不能准确地反映饲
料中能够被微生物利用的实际含水量袁 自从 Scott
1957年提出水分活度渊water activity冤的概念以来袁人
们在研究食品与饲料中水分与微生物的关系问题时袁
已经越来越多的开始采用水分活度来表示遥饲料的水
分活度渊简称 Aw冤袁是指在相同温度下的密闭容器中袁
饲料的水蒸气压与纯水蒸气压之比遥陈喜斌等渊2003冤
研究表明袁随着霉菌的生长袁豆粕的含水量逐步增加袁
在初始水分为 16豫以下时袁在试验的前两周内豆粕的
含水量小幅下降袁然后是曲线上升袁这可能是在水分
含量较低时袁霉菌生长较慢袁同时利用一部分水分为
代谢所用袁但是当豆粕含水量很高时袁从一开始霉菌
生长就十分迅速遥就水分活度而言袁随着饲料的存储袁
水分活度值不断的增加袁但是现在对这项研究报道不
多袁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实遥
2.3 饲料中营养成分含量

通常在储存期袁饲料中的粗蛋白和纯蛋白的含量
没有显著的变化袁而且有可能略微增加遥在储存时袁脂
肪酶分解脂肪而产生游离脂肪酸及甘油袁尤其当温度
和湿度很高时袁最易发生腐败袁而且霉菌中的脂化活
动较强袁为脂肪酶的主要来源袁使得饲料在存储期间
粗脂肪的含量显著的减少遥 在饲料储藏期间袁饲料中
的微生物也可以分解饲料中的淀粉袁使得淀粉的含量
降低袁因此袁饲料中的粗脂肪含量和淀粉含量有可能
作为饲料霉变的评价指标之一遥
2.4 霉菌总数和霉菌毒素

霉菌总数是反映饲料霉变的客观指标袁在合适的
温度尧水分含量尧水分活度条件下袁饲料中的霉菌在其
对数生长期和稳定生长期内会大量的繁殖和生长遥在
这个阶段袁霉菌总数可以作为指标来评价饲料的霉变
程度遥但是袁霉变的饲料中霉菌总数并不总是超标遥当
霉菌大量生长和繁殖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袁高温造成
了饲料中水分蒸发转移和霉菌孢子的死亡曰另外当霉
菌生长到一定阶段处于衰亡期时袁饲料中的霉菌总数
也会大量减少袁因此袁用霉菌总数来评价饲料的霉变
程度并不合理遥 齐德生渊1999冤研究还表明袁霉变豆粕
外观虽然霉变严重袁 但是黄曲霉毒素 B1含量增加并
不显著袁 也不宜用黄曲霉毒素 B1含量来评价豆粕霉
变的程度袁至于霉变饲料中其它霉菌毒素的种类和含
量是否可以作为评价指标来评价饲料霉变尚需进一

步的研究和证实遥
2.5 过氧化值

饲料在储藏的过程中袁 其中的油脂在脂肪酸酶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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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和空气中氧气的作用下产生过氧化物遥过氧化
物是油脂变质过程中的中间产物袁是油脂酸败的初期
标志遥 过氧化物进一步氧化分解袁最后分解成为各种
低分子的醛尧酮尧羧酸及其它氧化物袁使饲料中的油脂
酸败遥 挥发性的醛酮等类物质使酸败的脂肪变色尧变
味袁完全失去了饲用价值遥 饲料中过氧化物的含量通
常以过氧化值来表示袁 所以袁 人们也常用过氧化值
渊Peroxide value袁PV冤这个指标来判断饲料的新陈程度
和变质情况袁过氧化值随着饲料储藏温度和储藏时间
的变化而发生不同的变化遥过氧化值虽然能够反映脂
肪氧化酸败的初级程度, 但它只说明脂肪氧化的中间
产物要要要羰基过氧化物的积累程度, 这些过氧化物一
般不稳定, 容易进一步发生其它氧化反应生成低分子
化合物, 导致脂肪完全酸败, 此时过氧化值却不一定
高, 因此也具有局限性遥张法楷渊1999冤研究也表明袁不
同的饲料在 20益和 30益条件下储藏袁其过氧化值始终
具有增加的趋势袁但是在 40益储藏的条件下的饲料过
氧化值在 15d的时候就达到最大值袁以后随着储藏天
数的增加逐渐下降遥
2.6 酸价和脂肪酸值

饲料中的游离脂肪酸用氢氧化钾标准溶液滴定袁
每克饲料消耗氢氧化钾的毫克数即为饲料的酸价

渊Acid value袁AV冤遥 一般的袁对动物源性饲料用野酸价冶
这个名称袁而对谷物类饲料原料测定时不用野酸价冶袁
常用野脂肪酸值冶袁脂肪酸值是指 100g样品消耗的氢
氧化钾毫克数袁但是无论是野酸价冶还是野脂肪酸值冶袁
实质都是用较低浓度的强碱去中和弱酸渊以酚酞为指
示剂冤遥在饲料原料中都含有一定量的脂肪类物质袁如
果发生变质袁 其所含脂肪便会分解产生游离脂肪酸袁
酸价或脂肪酸值升高遥张本军等渊2004冤综述了玉米在
储藏过程中脂肪酸值升高主要受温度尧湿度和霉菌等
因素的影响遥 酸价的化学本质是脂肪水解产物的多
少, 指的是游离脂肪酸从甘油三酸酯上脱离的程度,
而并不是脂肪氧化产物的数量遥王晓英渊1998冤在研究
脂肪酸值作为小麦粉品质劣变指标时发现袁新出机的
小麦粉在温度 30益尧相对湿度 81豫的环境中储藏 6d袁
脂肪酸呈下降趋势曰将温度提高到 40益袁相对湿度不
变的环境中继续储藏 9d袁脂肪酸值又呈回升趋势曰当
温度提高到 50益时继续储藏 13d袁 脂肪酸值明显下
降袁此时面粉已经失去了食用价值遥因此袁作者提出了
用脂肪酸值的变化速度比用脂肪酸值表示小麦粉品

质劣变指标更能准确反映小麦粉的品质状况遥
2.7 其它评价指标

TBA值渊硫代巴比妥值冤是反映肉类制品在贮藏
过程中氧化变质程度的直接指标, 也是反映肉类食品
安全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西方国家普遍使用, 常用
于生肉鲜度的测定袁 在饲料工业中也可以引来使用遥
李红霞渊2005冤鱼糜制品在贮藏过程中袁随着贮藏时间
的延长袁TBA值也相应上升袁 且上升速度随贮藏温度
的升高而加快遥 王之盛等渊2000冤研究表明袁配合饲料
在储藏过程中 TBA值也极显著的增加(P<0.01)遥

挥发性盐基氮渊VBN冤是指饲料由于酶和微生物
的作用袁使蛋白质分解而产生的氨以及胺类等碱性含
氮物遥李英渊2003冤采用半微量定氮法对羊肉中挥发性
盐基氮随自然放置时间的动态变化进行研究袁发现挥
发性盐基氮的含量随时间的延长而呈迟滞变化尧平稳
增高尧急速增高三个阶段遥 齐德生渊1999冤研究豆粕霉
变品质变化时袁霉变豆粕中的挥发性盐基氮的含量没
有明显的改变遥

蛋白质溶解度渊Protein solubility袁PS冤和脲酶活性
渊Urease activity袁UA冤都是作为判定大豆及豆粕是否加
热过度的指标袁但是用蛋白质溶解度更为确切一些袁即
当脲酶活性因过度加热而降为 0时, 用蛋白质溶解度
仍可评价过度加热的豆粕品质遥 随着大豆加热温度的
升高和时间的延长袁大豆蛋白会不同程度地发生变性袁
其溶解度降低渊于炎湖袁2001冤遥主要原因是加热使游离
氨基酸与其它化合物的基团形成不能为消化酶所打开

的分子间和分子内的结合键袁 因而降低了蛋白质的溶
解度(M.Araba和 N.M.Dale,1990)遥陈喜斌等渊2003冤研究
表明袁随着豆粕中霉菌的生长袁豆粕的蛋白质溶解度在
逐渐减少袁 霉菌增长与蛋白质溶解度降低有较强的负
相关关系遥 王之盛等渊2000冤试验结果表明袁温度尧时间
和水分均极显著降低了全价颗粒饲料 PS遥 龙翔和邰秀
林渊2005冤试验表明袁贮藏时间的长短对 PS的影响极显
著遥 因此袁PS有可能成为评价饲料霉变程度比较合理
的指标遥
3 结语

饲料霉变已经成为饲料工业以及养殖业的最大

危害之一袁 而现行的评定饲料霉变的评价指标不能
准确的判断饲料的新鲜程度或变质程度遥 我们期待
饲料工业研究工作者和专家们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制定科学可行的卫生指标, 促进饲料行业的健康快
速发展遥

（参考文献 23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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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袁我国乳业在迅速
的发展袁奶牛养殖业也在大规模地扩增遥 奶牛的不孕
症是奶牛四大类疾病之一袁而子宫内膜炎是奶牛不孕
症的主要原因之一遥子宫内膜炎是奶牛生产中的常见
病袁一旦发生袁奶牛配种困难或长期不孕袁导致养殖效
率低袁甚至提前淘汰遥抓好子宫内膜炎的预防和治疗袁
对促进奶业增效尧奶农增收意义重大遥据报道袁我国奶
牛子宫内膜炎型不孕症占成年母牛不孕症的 17%以
上遥 每年美国有 12.19%的奶牛患有繁殖疾病袁经济损
失近 2.5亿美元曰英国报道的不孕牛中约 95%是由于
子宫内膜炎引起的遥 在国内袁1984耀1988 年袁中国农
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对 10个城市 30个奶牛场的
10 495头适龄母牛的调查表明袁产后患子宫内膜炎的
有 2 107头袁发病率为 20.08%遥 瞿自明等 1983耀1985
年对北京尧上海尧南宁尧兰州等 16个城市 41个奶牛场
调查了 9 754头适龄奶牛袁 有 1 684头发生子宫内膜
炎袁约占 17.26%袁占不孕牛的 68.34%遥 由此可见袁奶牛子
宫内膜炎对畜牧业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相当严重的遥
1 病因

1援1 病原微生物

1援1援1 细菌

致病性细菌在奶牛子宫内膜炎的发生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遥 国内外研究均表明袁从子宫内膜炎病牛子
宫内分离到的细菌主要有葡萄球菌尧链球菌尧大肠杆
菌尧棒状杆菌尧假单胞菌尧变形杆菌尧坏死杆菌尧绿脓杆
菌尧生殖器弯曲杆菌尧嗜血杆菌等遥奶牛子宫内膜炎的
病原有一定的区域性袁不同地区和不同情况下引起奶
牛子宫内膜炎的细菌种类和各种细菌所占的比例是

不同的遥 Semambo等利用从子宫内膜炎病牛中分离出
的化脓性放线菌袁 人工感染怀孕母牛可导致其死胎尧
流产遥
1援1援2 真菌

病原性真菌如念珠菌尧毛霉菌也可引起奶牛子宫

内膜炎遥 吴明楼等对临床 46例奶牛子宫内膜炎病料
进行了微生物分离鉴定袁除分离出链球菌尧葡萄球菌
等常见菌之外袁 还分离出 3株酵母菌和 4株霉菌袁检
出率分别为 8.7%和 6.5%遥
1援1援3 霉形体

最早在 1947年袁 已经从牛生殖道分离出牛生殖
道支原体的若干菌株遥Saed等已经证明支原体能导致
阴道炎尧子宫内膜炎及输卵管炎等遥 Vetbull等从牛生
殖道分离出生殖道霉形体尧莱时霉形体和 T霉形体遥
1援1援4 病毒

Manspaker等在研究奶牛生殖道病毒时发现袁导
致牛死胎尧流产尧不孕或其它生殖道机能障碍的病毒
有牛传染性支气管炎尧牛病毒性腹泻尧副流感 3型及
肠道病毒等遥
1援1援5 寄生虫

Singh等的研究表明袁 牛胎毛滴虫可以引起奶牛
死胎尧流产尧子宫内膜炎袁是一种引起牛生殖系统疾病
的主要病原遥
1援2 其它诱因

1援2援1 微量元素缺乏

日粮中维生素尧微量元素及矿物质缺乏尧矿物质
比例失调时袁母牛的抗病力降低袁容易发生子宫内膜
炎遥 土壤中钴尧镁尧锰和其它微量元素缺乏的地方袁大
多数牛易发生子宫内膜炎遥
1援2援2 饲养管理因素

奶牛饲养管理不科学袁母牛缺乏运动袁营养不良袁
奶牛抗病能力及子宫机能降低曰畜舍及产房卫生条件
差袁牛床不洁尧通风不良尧环境潮湿曰奶牛引产尧胎衣剥
离不当所造成的创伤等袁助产不当尧产道受损曰产后子
宫弛缓袁恶露蓄积曰胎衣不下尧子宫脱尧阴道炎等症处
理不当袁治疗不及时而继发曰配种时操作不当尧消毒不
严袁如输精时器械对子宫的损伤尧输精次数频繁及输
精器尧牛外阴部尧人的手臂消毒不严等袁这些因素均会
导致病原菌袁尤其是环境性病原菌的侵入感染遥
2 诊断

2援1 临床诊断

根据病理过程和炎症性质可分为急性黏液脓性

子宫内膜炎尧急性纤维蛋白性子宫内膜炎尧慢性卡他

浅 谈 奶 牛 子 宫 内 膜 炎

李 鹏 徐海涛 杜绍范

李鹏，沈阳农业大学畜牧兽医学院，讲师，110161，沈阳市
东陵区 120号。
徐海涛、杜绍范，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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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子宫内膜炎尧慢性脓性子宫内膜炎和隐性子宫内膜
炎遥

急性子宫内膜炎和慢性子宫内膜炎都有明显的

临床症状遥 患牛一般体温升高尧食欲下降尧精神沉郁尧
产奶量下降袁有时弓背尧举尾尧努责袁常作排尿姿势袁从
阴门中排出黏液性或黏液脓性渗出物袁 有时夹有血
液袁卧下时排出量较多袁腥臭遥直肠检查可感到子宫角
增大和疼痛袁呈面团样硬度袁有时有波动遥 阴道检查袁
可发现子宫颈外口肿胀尧充血尧稍开张袁常附有分泌
物袁有难闻的恶臭味遥 隐性子宫内膜炎阴道及直肠检
查无明显病变袁发情周期正常袁但屡配不孕遥
2援2 实验室诊断

2援2援1 子宫颈口黏液的白细胞检查

在发情期采集子宫颈口外的黏液进行涂片袁用
95%的酒精固定袁姬姆萨染色袁镜检遥 如全视野无白细
胞判为渊原冤袁白细胞成散点状判为渊垣冤袁全视野白细胞
密集判为渊垣垣垣冤袁介于渊垣冤与渊垣垣垣冤之间判为渊垣垣冤遥
2援2援2 细胞学检查

冯建国等通过对 80头产后奶牛子宫分泌物抹片
细胞学显微镜观察袁发现中性粒细胞噬菌现象与子宫
内膜炎有相关性袁结合分泌物的眼观变化袁可对子宫
内膜炎作出早期诊断袁为治疗提供最佳时间袁并可达
到适时配种遥
2援2援3 精液生物学诊断

用 2.9%的柠檬酸钠于 38耀40益解冻精液袁 保持
38益袁分开滴在事先加温渊38益冤的载波片上 2滴袁再将
待检子宫黏液各一滴加到精液里袁盖上盖玻片袁镜检遥
若精子在黏液中失去活力或者被凝集袁说明牛患有隐
性子宫内膜炎遥
2援2援4 放射免疫诊断

吴姜文等于 1993 年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对 30
头正常奶牛和临床确诊有子宫内膜炎的 54头奶牛奶
中孕酮含量变化的周期模式进行了对比测定袁发现正
常奶牛奶中孕酮含量变化周期有规律袁而患有子宫内
膜炎的奶牛奶中孕酮含量变化无规律袁波动大袁孕酮
呈脉冲式或发情后跳跃式上升到最大值遥根据这一特
点袁 对 597 头奶牛测定奶中孕酮含量变化的周期模
式袁诊断出 142头奶牛有子宫内膜炎袁经临床复核袁准
确率达 98.6%遥
3 治疗

3援1 抗生素全身治疗

抗生素作为临床治疗奶牛子宫内膜炎的常用药

物袁由于其经常性大量的使用袁近年来致病菌对其敏

感性在逐渐下降袁均产生了一定的耐药性遥 李树明的
试验表明袁奶牛子宫内膜炎混合菌对氯霉素尧丁胺卡
那霉素尧卡那霉素尧庆大霉素尧新霉素等抗生素高敏袁
而对临床常用的磺胺类尧青霉素类均抑菌作用敏感性
较差或无作用遥这可能与长期使用青霉素类和磺胺类
药物致使敏感菌产生耐药性有关遥

环丙沙星具有广谱高效抗菌性袁 对革兰氏阳性
菌尧阴性菌均有效袁对绿脓假单胞菌尧衣原体尧霉形体
及某些厌氧菌也具有很好的杀灭作用袁且组织穿透力
强袁对子宫粘膜刺激小袁易吸收袁近年来被普遍应用于
临床遥荣若强用盐酸环丙沙星对 189头患卡他性子宫
内膜炎尧卡他脓性子宫内膜炎尧脓性子宫内膜炎的奶
牛进行治疗袁治愈率分别为 100%尧96.9%尧90%袁表明
盐酸环丙沙星对子宫内膜炎有显著疗效遥刘彦敏等在
1998年使用地塞米松配合环丙沙星治疗患子宫内膜
炎的奶牛 42头袁经过两个疗程治疗后袁有 41头配后
妊娠袁治愈率为 97.6%袁比单用环丙沙星的治愈率提
高了 11.5个百分点曰 而地塞米松配合青霉素的治愈
率为 86.5%袁 比单用青霉素的治愈率提高了 22个百
分点遥
3援2 中药治疗

由于抗生素易造成奶中药物残留和抗生素尧化学
药物的耐药菌株不断产生而使疗效降低袁所以近十几
年来利用中草药来治疗奶牛子宫内膜炎的研究越来

越多袁产生了不少经验药方遥并且经过科学试验袁得到
了许多治疗牛子宫内膜炎疗效确实的中草药方剂袁市
场上出现了多种治疗奶牛子宫内膜炎的制剂遥

据李呈敏等报道袁 纯中药制剂孕宝由益母草尧黄
芩尧三棱尧大黄尧赤芍等组成袁对患隐性子宫内膜炎奶
牛袁在发情时给药一剂渊200g/头冤内服袁给药 4耀6h后输
精袁若奶牛未孕则在下次发情时再给药和输精曰对慢
性卡他性子宫内膜炎病牛袁则给药 1耀2剂袁每剂间隔
5d袁发情后再给药 1耀2剂袁4耀6d 后输精曰对慢性脓性
子宫内膜炎病牛给药 2耀3剂袁每剂间隔 5耀7d遥 试验共
治疗 4 953头病牛袁其中慢性卡他性病牛 3 242头袁服
孕宝 1耀2剂袁有效率 100%袁治愈率 98.64%袁治疗后有
2 823 头经输精受孕袁受胎率 88.08%曰隐性子宫内膜
炎病牛服 1剂药后均治愈袁治疗后有 495头经输精受
孕袁受胎率达 87.92%曰慢性脓性子宫内膜炎病牛 1 148
头袁服 3剂药后袁治愈 905头袁治愈率达 78.83%袁受胎
率达 63.48%遥 胡元亮等利用自行研制的新型中药促
孕灌注液每次向子宫内灌注 30耀50ml袁 隔天用药一
次袁连用 3次为 1疗程遥 共治疗患病奶牛 37头袁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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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受胎 26 头袁占 70.3%曰临床痊愈 10 头袁总有效率
97.3%遥

俞福等用知母尧甘草尧黄药子尧白药子尧黄芪各
30g袁浙贝母 25g袁黄芩尧郁金各 45g袁栀子尧连翘各 20g袁
共研末袁开水冲调袁候温灌服袁每日 1剂袁连用 2耀3剂遥
治疗乳牛子宫内膜炎 154例袁治愈 149例遥 丁国安等
采用自行研制的纯中药制剂野速效宫必治冶治疗临床
奶牛子宫内膜炎 43 例袁 有效率达 93.2%袁 妊娠率
86.0%遥 此制剂对引起奶牛子宫内膜炎的多种常见病
原菌有明显的抑菌效果袁尤其对白葡萄球菌尧枯草杆
菌尧变形杆菌尧大肠杆菌的抑菌作用更明显袁通过动物
试验表明袁野宫必治冶子宫内投入无不良刺激袁对全身
无不良反应遥

另有试验表明袁由益母草尧当归尧生蒲黄尧金银花尧
穿心莲等组成的中药制剂野宫复康冶袁对引起子宫内膜
炎的常见病原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尧 埃希氏大肠杆菌尧
变形杆菌尧铜绿假单胞菌抑菌效果明显遥
3援3 中西医结合治疗

张文财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袁 首先用甲硝唑
200耀500ml袁进行静脉注射曰同时用 0.9%的生理盐水
250ml尧土霉素 4g尧混合均匀注入子宫内曰然后用醋香
附 60g尧蒲黄 60g尧益母草 60g尧地丁 30g尧当归 60g尧川
芎 30g尧红花 30g尧丹参 30g尧桃仁 30g尧黄芩 30g尧生地
30g尧秦艽 30g尧甘草 20g袁共研细末袁开水冲调袁候温灌
服袁每日 1剂袁连服 2耀3剂遥共治疗本病 76例袁治愈 73
例袁治愈率达 96%遥 冯秉福等用 10豫水杨酸钠 160ml尧
40豫乌洛托品 40ml尧10豫氯化钠 100ml袁 混合静注袁1
天 1次袁连用 3d遥 青霉素 200万单位袁用 0.5豫盐酸普
鲁卡因 40ml稀释后注入子宫袁1天 1次袁连用 3d遥 配
合中药双花 50g尧连翘 40g尧知母 40g尧酒黄柏 40g尧黄芩
40g尧当归 35g尧芡实 40g尧红花 30g尧川芍 30g尧车前子
30g尧木通 20g尧茯苓 50g袁共为末袁开水冲调袁候温灌
服袁1天 1剂袁连用 3d遥 临床治疗急性奶牛子宫内膜炎
9例袁治愈 7例袁有效率为 77.8%遥林勇等采用由呋喃唑
酮尧醋酸洗必泰尧鱼腥草尧樟脑等组成的油乳剂对患病
奶牛进行子宫内灌注袁共治疗急性病例 20头袁治愈率
90%袁妊娠率 90%曰慢性病例 26头袁治愈率 77%袁妊娠
率 69%遥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中兽医研究所研制的中

西药合剂野清宫液冶袁临床治疗奶牛子宫内膜炎 1 414
例袁痊愈 1 241例袁好转 95 例袁无效 77例袁治愈率为
87.76%袁有效率为 94.48%袁治疗后 3个情期的受胎率
为 84.94%渊1 201头冤遥

3援4 其它疗法

3援4援1 生物学疗法

吴金海等利用上海高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

的复合溶菌酶制剂治疗患奶牛子宫内膜炎病牛袁每头
牛每次子宫灌注 100ml袁 然后按摩子宫 2耀3min袁3d灌
注一次袁连续 3次为 1个疗程遥共治疗病牛 114头袁治
愈 108头袁治愈率为 94.7%遥 徐耀基利用从健康母猪
生殖道分离出的一株粪链球菌袁经培养制成微生态制
剂宫康素袁 用于治疗患子宫内膜炎的奶牛 45头 1个
疗程袁治愈率为 80%袁有效率为 100%袁并且使用安全袁
无副作用袁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遥
3援4援2 激光疗法

据报道袁俄罗斯专家采用激光治疗奶牛子宫内膜
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遥他们挑选了 282头患有子宫内
膜炎的奶牛进行直肠照射激光的治疗研究袁照射时间
为 2耀3min袁激光频率 10耀2 000Hz袁功率 0.1耀5W袁波长
870耀970滋m袁每天 1次遥 经过 6耀8次的治疗袁有 260头
奶牛治愈袁治愈率为 92.2%遥 并同时指出袁如在应用激
光照射的同时配合药物治疗袁效果会更好袁治愈率可
达 96.5%遥
3援4援3 封闭疗法

卢民在临床中采用 0.25%的盐酸普鲁卡因50ml袁
配合 160耀240万 U青霉素对患子宫内膜炎的黄牛进
行后海穴封闭疗法袁 可调节支配子宫和卵巢的神经袁
收缩血管袁同时具有消炎尧杀灭局部病菌作用遥治疗患
牛 48例袁治愈 44例袁治愈率为 90%袁取得了满意的效
果遥
4 预防

奶牛子宫内膜炎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各种病

原微生物的感染所致袁另外饲料营养价值不全等饲养
管理因素也可诱发本病的发生遥因此本病的预防应主
要注意以下几点院

淤加强饲料管理袁合理配制饲料袁增加矿物质尧维
生素等营养因子袁增强牛体抵抗力曰

于搞好防疫尧卫生和消毒工作袁安全接产袁防止感
染曰

盂抓住配种环节袁对分泌物不正常的奶牛袁坚决
不能配种袁要等治疗以后再配曰

榆一旦发病袁应及时治疗袁拖延时间越长袁治疗效
果越差遥

（参考文献 28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刘敏跃，lm-y@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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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鉴定是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袁 是一项对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的考核活
动袁属于标准参照型考试遥 它是由政府或者受政府委
托的职业技能考核机构,依据职业技能标准,采用科学
的手段,对符合条件的从业者的理论知识尧技能水平
及任职资格进行考试尧考核尧评价,并颁发职业资格证
书的活动遥

目前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职业
资格证书制度袁在资格考试制度比较完善发达的国家
或地区袁已经建立了专业化水平很高的资格鉴定和认
证机构袁例如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渊ETS冤尧英国国家
职业资格委员会渊NCVQ冤尧韩国产业人力管理公团等遥

实行职业技能鉴定袁 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袁是
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一项战略措施袁对河北省的饲料
工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院一是有利于提高饲料工业
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效率曰二是有利于提高饲料工业企
业劳动者的能力和地位曰三是有利于促进从事饲料职
业的安全和保护工作曰四是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市场的
建设发展曰五是有利于政府加强对饲料行业劳动力市
场的管理和服务职能曰六是为饲料行业技能人才培养
开辟广阔道路遥

在实行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的实践中袁也遇到
一些障碍和问题袁这些问题的表现多样而且产生的原
因很多袁有不少问题亟待重视和解决遥
1 河北省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取得成功的基本经

验

1.1 对职业技能鉴定有足够的认识袁 是搞好鉴定工
作的前提

搞好职业技能鉴定袁 首先要让领导和管理部门尧
企业的从业人员在思想上认识到国家实施职业资格

证书制度的重要意义袁特别是认识到饲料行业进行职
业技能鉴定的重要意义遥
1.2 加强鉴定硬件和软件建设袁是搞好培训尧鉴定的
基础

一是加强硬件建设袁特别是培训尧鉴定基地建设袁
保证了培训尧鉴定工作的开展遥二是加强软件建设袁建
立健全鉴定站的规章制度曰配备了一支爱岗敬业的鉴
定队伍曰组织了一支办事公道袁熟悉职业技能鉴定政
策袁 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和实际操作技能的培训师资尧
考评员和督导员队伍遥
1.3 培训鉴定中管理规范尧形式不断创新袁是培训尧鉴
定保持活力的源泉

一是在培训尧鉴定中特别重视管理工作袁在证书
发放尧费用收取尧考卷管理尧考评员和督导员聘用尧考
务规定等方面的规范管理上下了很大功夫袁保证了培
训尧鉴定工作的高效实施遥

二是认识到鉴定工作不是为了鉴定而鉴定袁而是
通过鉴定促进培训袁通过培训学习从而达到提高从业
人员素质的目的袁所以我们不断创新尧提高培训和鉴
定的质量遥

三是在培训中根据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措施袁不
断开创培训尧鉴定的新局面遥 为了充分发挥河北省各
市尧县饲料行业主管部门的主观能动性袁降低组织难
度袁 减少从业人员的鉴定费用袁2003年根据河北省的
培训尧鉴定开展的情况袁本着野统一方法尧统一内容尧严
格程序尧严格评分冶的原则袁采取了先重点尧后普及袁按
市分步实施袁鉴定完一个市验收一个市的办法袁各市
负责组织落实袁鉴定站负责培训和鉴定袁取得了特别
好的效果遥
1.4 严格实行就业准入制度袁 引导企业把证书与待
遇挂钩袁是搞好鉴定工作重要的外部条件

为了顺利实施饲料行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袁
河北省主管部门加大了相关政策的出台遥一是将持证
上岗制度和饲料工业企业许可证发放等紧密结合起

来袁推动技能培训和鉴定工作遥 二是用人单位实施持

王达明，河北省饲料工业协会，050031。
赵美夫，河北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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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上岗制度遥这项制度极大地调动了从业人员参加培
训和鉴定的积极性遥由于对一线工人持证上岗率进行
的检查使企业认识到持证上岗的重要袁所以企业录用
人员的时候袁将应聘人员是否有相关的岗位证书作为
一项重要的条件遥
2 河北省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存在的问题及其原

因分析

2.1 对实行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的认识上动口

多袁动手少
从笔者的调查来看袁 近年来河北省有关主管部

门尧企业和从业人员对实施饲料工业职业资格证书制
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有比较大的提高袁2000
年平均有 85%的企业和从业人员不了解职业技能鉴
定袁到 2005年就下降到了 31%袁但这些认识停留在一
般性的号召上和观念上袁实际深入还不够遥
2.2 培训尧鉴定的内容与企业实际有一些脱节

教学内容尧考核大纲尧考题等与现实生产情况脱
节和不适应等问题时有发生遥 有些培训教学内容尧鉴
定的考核大纲和考试题与企业的现状和生产实际脱

节袁河北省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在这个方面做了初
步的调整袁特别对培训内容适当增加了企业的一些实
际问题袁但这个不是系统全面的遥
2.3 培训尧鉴定缺乏稳定和有效的组织形式

职业技能鉴定的对象散布在河北省各个地方袁企
业也很分散袁所以在培训鉴定的组织上存在很大的困
难遥在 2003年以前袁河北省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形
式单一袁缺乏有效的政策措施袁所以导致培训鉴定工
作开展的不是很顺利袁鉴定效果不是很明显遥 后来改
变了组织形式袁通过行政力量袁发动广大地尧市主管部
门的积极性袁把饲料行业实行就业准入与持证上岗的
的情况纳入主管部门的考核中袁使鉴定取得很好的效
果遥 这样的组织形式具有阶段性袁不能形成一种制度
化和常态化袁所以今后的职业技能鉴定面临着如何组
织的问题遥
2.4 鉴定的资金投入不足袁硬件建设落后

鉴定工作需要投入袁但河北省的职业技能鉴定站
白手起家袁国家没有投入袁靠收取一点培训费补贴鉴
定是杯水车薪袁所以鉴定工作常常面临资金困难遥
2.5 职业技能鉴定考核的客观性和即时性比较差

由于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很复杂袁试题的
设置主观的内容不少袁导致考核的客观性比较差遥 同

时由于阅卷等的过程相对比较长袁即时性差袁参加鉴
定的人员一般不能在当场知晓自己的考试成绩遥
3 河北省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的思考与对策

针对河北省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的实践,笔者
总结了一些成功的经验袁同时也找到了一些不足和存
在的问题袁针对当前的技能培训与鉴定工作的实际情
况袁今后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加强遥
3.1 河北省的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仍需要走 野非
竞争性集中管理冶的路子

就实施职业技能鉴定袁推行职业资格制度的管理
方式而言袁可以分为两种形式院一种是竞争性分权管
理要要要就是由自由竞争产生的各种非政府性证书机

构来推行和分别管理职业资格证书袁 也称为西方模
式曰另外一种是非竞争性集中管理要要要就是由政府或

者政府授权的权威机构来集中统一地推行和管理职

业资格证书袁也称为东方模式遥 采用非竞争性集中管
理方式在政府行政效率高的前提下袁资格认证和证书
的权威性尧推广效率高袁有可能迅速建立标准规范的
证书认证体系袁容易做到集中统一袁对于国民素质的
提高和先进技能的推广有较大促进作用遥

河北省的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仍需要走野非竞
争性集中管理冶的模式遥这需要以下几方面的配合院一
是国家需要建立尧 健全法律和政策并营造良好的氛
围袁积极实行职业技能鉴定袁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曰
二是国家要严格执行就业准入和持证上岗制度曰三是
要引导提高持证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曰四是国家应
该考虑给予适当经费支持遥
3.2 面向市场袁走数量和质量并举的培训尧鉴定路子
3.2.1 面向市场做文章

今后河北省开展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时袁
除了按照国家政策袁要尽量按照市场需求来确定和调
整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思路和方法袁使我们
的培训尧 鉴定工作不断朝着市场需求的方向健康发
展袁这样就能解决一些培训尧鉴定中的深层次问题遥只
有紧紧面向市场袁围绕饲料生产结构调整尧企业效益
的需要袁开展有针对性的技术培训和鉴定工作袁才会
受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普遍欢迎遥
3.2.2 努力开拓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的范围和规模

一是要逐步扩大就业准入范围遥劳动与社会保障
部要求对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的职业要实行就

业准入遥 根据饲料工业生产的特点袁今后要对饲料营

王达明等：河北省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研讨工 作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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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员等职业逐步实行就业准入遥二是要积极推进中等
专业学校尧职业高中尧职业技术学院尧高等院校等地方
的毕业生实行野双证制冶袁为饲料工业行业培养劳动预
备队遥
3.2.3 不断提高鉴定质量袁从而提高职业资格证书的
含金量

职业资格证书考核和鉴定是一项专业性强尧理论
性高的事项袁必须体现客观公正袁实事求是袁努力提升
职业资格证书考核和鉴定的权威性遥
3.3 发挥现有资源优势袁不断改进培训尧鉴定的方式
和方法

饲料工业企业的培训尧鉴定要与时俱进袁根据行
业技术进步的要求袁结合生产一线的实际情况袁不断
改进培训尧鉴定方法遥 要注意结合施工企业特点和生
产操作人员的实际袁采用工学交替尧个人自学与集中
辅导相结合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袁提高培训实效袁从而
提高鉴定的质量遥
3.4 完善河北省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的管理

完善河北省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的管理需要

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遥
3.4.1 健全完善内部管理

职业技能鉴定内部管理非常重要袁一是要继续加
强制度建设曰 二是加强鉴定站和考评员队伍建设曰三
是要加强证书发放的管理遥
3.4.2 继续坚持考培分离

考培分离是现代鉴定考试机构通行的原则袁也是
保持鉴定考核公正尧客观尧权威的主要制度遥一个政府
授权机构如果自己又搞考试袁又搞培训袁容易出现垄
断尧不当竞争和不公平袁损害社会各方面培训力量的
积极性袁同时降低鉴定质量遥 由于目前饲料工业职业
技能鉴定上还没有完全独立的考试鉴定机构袁河北省
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考培场所常常难以分离袁但考
核管理与培训管理是分开的两套机构袁因此袁今后的
河北省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要继续坚持考培分离遥
3.4.3 完善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的运行机制和反

馈机制

多年来的实践表明袁技术工人的素质与工作能力
高低与技能培训鉴定的市场关联度以及基本标准和

要求密不可分袁所以袁为提高培训鉴定质量袁必须下大
力气完善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的运行机制遥主要包
括院市场需求预测评估和专业划分的能力曰职业资格

标准的确定课程开发尧技能实训的标准要求曰内部质
量监控和外部督导检察的完善曰鉴定专家库的建立和
完善以及规则制定曰 理论学习和实践场所资质的审
查尧评估尧确定曰考试考核题库信息和数据的收集和筛
选等等遥

搞好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袁提高鉴定质量还必
须建立完善的双向反馈机制袁主要包括院定期对企业
用户和持证技术工人进行跟踪调查和信息交流袁发现
培训尧鉴定中存在的问题袁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研究袁
提出对策袁在职权范围内能改进的就改进袁不能改进
的就建议上级培训尧鉴定部门去改进遥
3.5 加强鉴定考核的信息化和网络化建设

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发展,鉴定也需要与时俱进袁应
用最新的方式方法加强培训鉴定遥 例如可以考虑设计
一套电脑软件用于饲料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的考核袁使
考试更客观尧公平尧方便与快捷遥 同时应用信息化的手
段加强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资料信息库建设遥 另外
可以考虑建立完整的鉴定原始记录和资料库袁考评员尧
督导员资料信息库袁信息反馈资料信息库等遥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工 作 研 究

2006全球禽肉的贸易量仍然在生长，估计将首次超
过牛肉的贸易量。

据美国农业部估计，尽管发生了禽流感疫情，但是今

年全球禽肉的出口额仍然会高于去年（2005年），出口总
量可达 700万吨。牛肉的总出口量会少于 2005年，要从去
年的 704.3万吨减少至今年的 689.4万吨。

上述美国农业部的估计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
月底的估计差不多。

美国农业部对阿根廷、巴西、中国和泰国的禽肉贸易

情况都看好。以泰国而言，虽然该国的新鲜鸡肉被一些主

要市场禁止进口，但是其熟肉食品却依然享有良好的声

誉，比巴西和中国的产品更有竞争力。至于巴西方面，美国

农业部估计，今年巴西鸡肉的出口可达 290万吨，比 2005
年的出口总量增加 5.88%。然而，巴西的行业组织却认为
情况不容乐观。在今年的前 2个月，巴西鸡肉的出口总量
为 397万吨，如果按这样的水平进行下去，今年巴西鸡肉
的出口量不过只有 238.2万吨，比美国农业部的估计数要
少得多。

今年全球禽肉贸易仍然在增长

窑信息采撷窑

王达明等：河北省饲料工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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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接第 9期冤

表 16 2004年畜禽（除生猪）传统饲养方式下饲料需求量

禽肉
禽蛋
反刍动物
奶类
水产品
合计

产量
渊万吨冤
1 364
2 845
1 125
2 286
3 027

10 647

2.0
2.5
1.5
0.4
1.8

工业饲料需求量
渊万吨冤

955
4 268
1 350
640

3 269
10 482

项目
工业饲料普及率

渊%冤
35
60
80
70
60

料比

表 17 2004年生猪传统饲养方式下饲用粮需求量

传统饲养方式下饲料
需求总量渊万吨冤
玉米比例渊%冤
玉米需求量渊万吨冤
稻谷比例渊%冤
稻谷需求量渊万吨冤
小麦比例渊%冤
小麦需求量渊万吨冤
薯类比例渊%冤
薯类需求量渊万吨冤
其它谷物比例渊%冤
其它谷物需求量渊万吨冤
饲粮需求合计渊万吨冤

添加少量工业
饲料渊占 69%冤

15
896
31

1 852
15
896
13
777

4
239

4 660

纯传统饲养
渊占 31%冤

19
510
29
778
13
349
15
403
4

107
2 147

1 406
2 630
1 245
1 180
346

项目
生猪传统饲养

合计

5 974 2 684 8 658

表 18 2004年畜禽（除生猪）传统饲养方式下饲粮需求量
项目
传统饲养方式下饲
料需求总量渊万吨冤
玉米比例渊%冤
玉米消耗量渊万吨冤
稻谷比例渊%冤
稻谷消耗量渊万吨冤
小麦比例渊%冤
小麦消耗量渊万吨冤
薯类比例渊%冤
薯类消耗量渊万吨冤
其它谷物比例渊%冤
其它谷物消耗量渊万吨冤
饲粮需求合计渊万吨冤

肉禽

17
162
13

124
5

48
6

57
12

115
506

蛋禽

17
726
14
598

4
171

5
213
10
427

2 135

反刍

15
203

6
81
4

54
9

122
460

奶类

25
160

8
51
3
19
8
51

281

水产

16
523

523

合计

1 774
722
351
343
715

955 4 268 1 350 640 3 269

表 19 2004年传统饲养方式下饲用粮需求总量（万吨）
类别
生猪料
肉禽料
蛋禽料
反刍动物及其它料
水产料
饲粮合计

玉米
1 406
162
726
363
523

3 180

稻谷
2 630
124
598

3 352

小麦
1 245

48
171
132

1 596

薯类
1 180

57
213
73

1 523

其它谷物
346
115
427
173

1 061

合计
6 807
506

2 135
741
523

第二步院按照上述方法分析预测 2005 年尧2015
年传统饲养方式下饲用粮的需求 渊见表 20 耀表
29冤遥

传统饲养方式下院
2005年预计饲料需求量 20 037万吨袁 其中猪饲

料 9 280 万吨袁 占 46.31%曰 肉禽饲料 988 万吨袁占
4.93%曰蛋禽饲料 4 353万吨袁占 21.73%曰反刍动物饲
料 1 393 万吨袁 占 6.95%曰 奶类消耗 704 万吨袁占
3.51%曰水产饲料 3 319万吨袁占 16.57%遥

表 20 2005年生猪传统饲养方式下饲料需求预测
项目
猪肉总产量渊万吨冤
传统饲养比例渊%冤
传统饲养猪肉量渊万吨冤
添加少量工业饲料饲养的比例渊%冤
添加少量工业饲料的料比
添加少量工业饲料的传统饲料消耗渊万吨冤
纯传统饲养比例渊%冤
纯传统饲养的料比
纯传统饲养的饲料消耗渊万吨冤
传统饲养消耗饲料总量渊万吨冤

5 119
70

3 583
69
2.9

7 170
31
1.9

2 110
9 280

表 21 2005年畜禽（除生猪）传统饲养方式下饲料需求预测

2.0
2.5
1.5
0.4
1.8

项目

禽肉
禽蛋
反刍动物
奶类
水产品
合计

产量
渊万吨冤
1 412
2 902
1 161
2 515
3 073
11 063

工业饲料需求量
渊万吨冤

988
4 353
1 393
704

3 319
10 757

工业饲料普及率
渊%冤
35
60
80
70
60

料比

2005年预计全年饲粮需求总量 11 735万吨遥 其
中院猪饲料 7 722 万吨袁占 65.80%曰肉禽饲料 523 万
吨袁占 4.46%曰蛋禽饲料 2 176 万吨袁占 18.54%曰水产
饲料 531万吨袁占 4.52%曰反刍动物及其它料 783 万
吨袁占 6.68%遥

2005年预计全年饲粮需求总量 11 735万吨袁其
中玉米 3 331万吨袁 占 28.39%曰 稻谷 3 564万吨袁占
30.37%曰小麦 2 191 万吨袁占 18.67%曰薯类 1 622 万
吨袁占 13.82%曰其它谷物 1 027万吨袁占8.75%遥

赵亮等：我国饲用粮的需求分析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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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2005年生猪传统饲养方式下饲粮需求预测

传统饲养方式下饲料
需求总量渊万吨冤
玉米比例渊%冤
玉米消耗量渊万吨冤
稻谷比例渊%冤
稻谷消耗量渊万吨冤
小麦比例渊%冤
小麦消耗量渊万吨冤
薯类比例渊%冤
薯类消耗量渊万吨冤
其它谷物比例渊%冤
其它谷物消耗量渊万吨冤
饲粮需求合计渊万吨冤

添加少量工业
饲料渊占 69%冤

15
960
31

1 993
15

965
13

836
4

257
5011

纯传统饲养
渊占 31%冤

19
547
29

834
13

863
15

432
4
35

2 711

1 507
2 827
1 828
1 268
292

项目
生猪传统饲养

合计

6 403 2 877 9 280

表 23 2005年畜禽（除生猪）传统饲养方式下饲粮需求预测
项目
传统饲养方式下饲
料消耗总量渊万吨冤
玉米比例渊%冤
玉米消耗量渊万吨冤
稻谷比例渊%冤
稻谷消耗量渊万吨冤
小麦比例渊%冤
小麦消耗量渊万吨冤
薯类比例渊%冤
薯类消耗量渊万吨冤
其它谷物比例渊%冤
其它谷物消耗量渊万吨冤
饲粮需求合计渊万吨冤

肉禽料

17
168
13
128

5
49
6

59
12
119
523

蛋禽料

17
740
14

609
4

174
5

218
10

435
2 176

反刍料

15
209

6
84
4
56
9

125
474

奶类料

25
176

8
56
3
21
8
56

309

水产料

16
531

531

合计

1 824
737
363
354
735

988 4 353 1 393 704 3 319 10 757

表 25 2015年生猪传统饲养方式下饲料需求预测
地区

全国

猪肉总
产量

渊万吨冤
6 001

传统饲养
比例
渊%冤
55

传统饲
养猪肉量
渊万吨冤
3 301

添加少量工业
饲料饲养的比例

渊%冤
69

添加少量工
业饲料的料
比
2.9

添加少量工业饲料
的传统饲料消耗

渊万吨冤
6 605

纯传统
饲养比重

渊%冤
31

纯传统
饲养的
料比
1.9

纯传统饲养
的饲料消耗

渊万吨冤
1 944

传统饲养消
耗饲料总量
渊万吨冤
8 549

表 24 2005年传统饲养方式下饲用粮需求总量（万吨）
项目
生猪料
肉禽料
蛋禽料
反刍动物及其它料
水产料
饲粮合计

玉米
1 507
168
740
385
531

3 331

稻谷
2 827
128
609

3 564

小麦
1 828

49
174
140

2 191

薯类
1 268

59
218
77

1 622

其它谷物
292
119
435
181

1 027

合计
7 722
523

2 176
783
531

表 26 2015年畜禽（除生猪）传统饲养方式下饲料需求预测

禽肉
禽蛋
反刍动物
奶类
水产
合计

产量
渊万吨冤
1 992
4 162
1 591
6 523
3 575
17 843

2.0
2.5
1.5
0.4
1.8

工业饲料需求量
渊万吨冤
1 195
5 203
1 671
1 566
3 539
13 174

项目
工业饲料普及率

渊%冤
30
50
70
60
55

料比

传统饲养方式下院
2015年预计饲料需求量 21 723万吨袁 其中猪饲

料 8 549万吨袁 占 39.35%曰 肉禽饲料 1 195万吨袁占
5.50%曰蛋禽饲料 5 203万吨袁占 23.95%曰反刍动物饲
料 1 671 万吨袁 占 7.69%曰 奶类消耗 1 566 万吨袁占
7.22%曰水产饲料 3 539万吨袁占 16.29%遥

2015年预计全年饲粮需求量 11 766万吨遥 其中
猪饲料 6 709万吨袁占 57.02%曰肉禽饲料 633万吨袁占
5.38%曰蛋禽饲料 2 601万吨袁占 22.11%曰反刍动物及
其它料 1 257万吨袁占 10.68%曰水产饲料 566万吨袁占
4.81%遥

表 27 2015年生猪传统饲养方式下饲用粮需求预测

传统饲养方式下饲料
消耗总量渊万吨冤
玉米比例渊%冤
玉米消耗量渊万吨冤
稻谷比例渊%冤
稻谷消耗量渊万吨冤
小麦比例渊%冤
小麦消耗量渊万吨冤
薯类比例渊%冤
薯类消耗量渊万吨冤
其它谷物比例渊%冤
其它谷物消耗量渊万吨冤
饲粮合计渊万吨冤

添加少量工业
饲料渊占 69%冤

15
991
31

2 048
15
991
13
859

4
264

5 153

纯传统饲养
渊占 31%冤

19
369
29
564
13
253
15
292
4
78

1 556

1 360
2 612
1 244
1 151
342

项目
生猪传统饲养

合计

6 605 1 944 8 549

表 28 2015年传统饲养方式下畜禽（生猪除外）饲用粮
需求量预测

项目
传统饲养方式下饲
料消耗总量渊万吨冤
玉米比例渊%冤
玉米消耗量渊万吨冤
稻谷比例渊%冤
稻谷消耗量渊万吨冤
小麦比例渊%冤
小麦消耗量渊万吨冤
薯类比例渊%冤
薯类消耗量渊万吨冤
其它谷物比例渊%冤
其它谷物消耗量渊万吨冤
饲粮合计渊万吨冤

肉禽料

17
203
13
155
5
60
6
72
12
143
633

蛋禽料

17
885
14

728
4

208
5

260
10

520
2 601

反刍料

15
251

6
100
4
67
9

150
568

奶类料

25
392

8
125
3
47
8

125
689

水产料

16
566

566

合计

2 297
883
493
446
938

1 195 5 203 1 671 1 566 3 539

赵亮等：我国饲用粮的需求分析与预测 市 场 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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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2015年传统饲养方式下饲用粮需求总量（万吨）
项目
生猪料
肉禽料
蛋禽料
反刍料
奶类料
水产料
合计

玉米
1 360
203
885
251
392
566

3 657

稻谷
2 612
155
728

3 495

小麦
1 244

60
208
100
125

1 737

薯类
1 151

72
260
67
47

1 597

其它谷物
342
143
520
150
125

1 280

合计
6 709
633

2 601
568
689
566

2015 年预计全年饲粮需求总量 11 766万吨袁其
中玉米 3 657万吨袁 占 31.08%曰 稻谷 3 495万吨袁占
29.70%曰小麦 1 737 万吨袁占 14.76%曰薯类 1 597 万
吨袁占 13.57%曰其它谷物 1 280万吨袁占 10.89%遥

第三步院将饲粮需求量汇总袁分析和预测饲用粮
需求情况渊见表 30耀表 32冤遥
2 结论

项目

玉米
稻谷
小麦
合计渊万吨冤

主要饲粮需
求量渊万吨冤

6 288
476
334

7 098

占主要原料
粮比重渊%冤

88.59
6.71
4.70

100.00

主要饲粮需
求量渊万吨冤

6 443
486
363

7 292

占主要原料
粮比重渊%冤

88.36
6.66
4.98

100.00

主要饲粮需
求量渊万吨冤

10 583
768
542

11 893

占主要原料
粮比重渊%冤

88.99
6.46
4.55

100.00

表 30 工业化饲养方式下饲粮需求及比例

2004年 2005年 2015年

项目

玉米
稻谷
小麦
薯类
其它谷物
合计

主要饲粮需
求量渊万吨冤

3 180
3 352
1 596
1 523
1 061

10 712

占主要原料
粮比重渊%冤

29.69
31.29
14.90
14.22
9.90

100.00

主要饲粮需
求量渊万吨冤

3 331
3 564
2 191
1 622
1 027
11 735

占主要原料
粮比重渊%冤

28.39
30.37
18.67
13.82
8.75

100.00

主要饲粮需
求量渊万吨冤

3 657
3 495
1 737
1 597
1 280
11 766

占主要原料
粮比重渊%冤

31.08
29.70
14.76
13.57
10.89
100.00

表 31 传统饲养方式下饲粮需求及比例

2004年 2005年 2015年

项目

玉米
稻谷
小麦
薯类
其它谷物
合计

主要饲粮需
求量渊万吨冤

9 468
3 828
1 930
1 523
1 061

17 810

占主要原料
粮比重渊%冤

53.16
21.48
10.84
8.56
5.96

100.00

主要饲粮需
求量渊万吨冤

9 774
4 050
2 554
1 622
1 027
19 027

占主要原料
粮比重渊%冤

51.37
21.29
13.42
8.52
5.40

100.00

主要饲粮需
求量渊万吨冤

14 240
4 263
2 279
1 597
1 280
23 659

占主要原料
粮比重渊%冤

60.19
18.02
9.63
6.75
5.41

100.00

表 32 我国畜禽养殖饲用粮总需求及比例预测（工业+传统）
2004年 2005年 2015年

2.1 野猪为六畜之首冶的养殖结构模式将维持
淤未来 10年猪饲料需求量依然很大遥 2005年耀

2015年工业饲料需求总量中约 40%是猪饲料袁 列首
位曰22%左右是蛋禽饲料袁列其次曰14%耀18%是水产饲
料袁列第三遥 这三项就占工业饲料需求总量近 80%的
份额遥而牛尧羊尧奶类的饲料需求不足 7%袁畜禽饲料需
求结构不平衡遥 传统饲养方式下猪饲料占 45%袁到
2015年将下降到 40%以下遥 分析其原因袁一是工业饲
料的普及率提高了曰二是猪的饲养比例呈下降趋势遥

于工业饲料用粮的需求总规模中袁近 50%用来满

足猪饲料需要曰其次是蛋禽渊22%左右冤饲料需要曰再
次是肉禽渊14%左右冤饲料需要遥 猪饲料耗粮是所有畜
禽饲用粮需求总量的一半遥 传统饲养方式下袁猪饲料
消耗的饲用粮约 65%袁到 2015年将下降到 60%以下遥
2.2 玉米为野饲料之王冶的格局将持续

淤工业饲料用粮中袁玉米占 88%耀89%的份额遥 随
着工业饲料普及率的提高和工业饲料产量的增长将

导致对玉米的需求继续增加袁玉米供给压力巨大遥 传
统饲养方式下袁玉米和稻谷平分秋色袁各占 30%左右袁
到 2015年这个比例将略有上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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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04年玉米总需求量约 9 468万吨袁2005年尧
2015年预计将达到 9 774万吨尧14 240万吨袁 分别比
2004年增长 3.2%尧50.4%遥 我国玉米的历史最高产量
是 1.33亿吨袁 所有的玉米都用做饲料原料也无法满
足需求遥

盂随着反刍类渊3.2%的年均增长率冤尧奶类渊10%
的年均增长率冤养殖业的快速发展袁无论是工业化饲
养还是传统饲养方式下对玉米的依赖性都会提高遥反
刍类和奶类工业饲料中玉米占 60%袁传统饲养方式下
玉米的比例为 15%耀25%袁是主要的饲用粮品种遥
2.3 饲用粮野耗粮大户冶的地位将加强

淤传统饲养方式下袁 饲用粮的消耗量在未来 10
年间将呈现稳中有升的局面袁2004 年传统饲养方式
下耗粮 1.07亿吨袁占当年粮食产量 20%多的份额袁到
2005年增加到 1.17亿吨袁2015年达到 1.78亿吨遥

于2004年全年饲用粮需求 1.78亿吨袁 占全年粮
食总产量近 40%的份额袁相当于 1 600多万公顷耕地
的粮食产量曰2005年预计消耗粮食 1.90亿吨曰2015年
将达 2.37亿吨袁 几乎相当于 2004年全年粮食总产量
的一半遥
3 饲用粮挑战粮食安全

近几年我国居民的粮食消费量实际上在一个平

衡点上相对稳定袁口粮和种子都在小幅下降袁饲用粮
一路上升成为我国粮食消费的第一大项遥

进入 21世纪以来袁一方面是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和
产量的急剧减少袁 另一方面是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对粮
食的需要和依赖程度提高遥
3.1 饲用粮挑战粮食安全突出体现在口粮安全上

威胁我们社会政治稳定的是口粮袁因为饲料粮是
给畜禽消耗的袁不会威胁到社会政治稳定遥 为了保证
一定的粮食安全袁要是将饲料粮也包括在内袁国家将
付出很大的代价遥 目前袁 全国口粮需要量约 猿亿吨袁
2004年饲用粮需求量约 1.8亿吨袁二者合计已经超过
当年粮食总产量遥 2005年饲粮需求量约 1.9亿吨袁如
果同时满足人畜消费需求袁则粮食总产量必须达到 5
亿吨曰2015年饲粮需求 2.4亿吨袁合计约 5.4亿吨渊假
定口粮需求不变冤袁这要求我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
1 000万吨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遥人畜争粮的局面将直
接威胁口粮安全遥

从我国畜产品的消费看袁 畜产品每年以 5%耀6%
的速度增长袁估计这个速度还会保持很长的时间遥 畜
产品每年以 5%耀6%的水平增长袁 那么饲用粮也得以
4%耀5豫的速度增长遥 根据我国目前的耕地情况袁粮食
生产以 4%耀5豫的速度增长是绝对不可能的遥
3.2 耗粮型畜禽品种比例大袁 对粮食生产产生巨大
的压力

饲用粮所以成为粮食安全的压力袁 与长期以来
野以粮为纲冶导致人畜共粮的落后的野粮-猪模式冶是分
不开的遥 一直以来忽视草食动物而号称野猪为六畜之
首冶袁成为饲养 4.7亿头猪的世界第一大养猪国袁生猪
消耗饲用粮一半以上的份额却只生产了 1/3左右的
畜产品量 渊见表 1耀表 30冤遥 本文预测还显示院2005年
和 2015年饲料粮需求量分别为 1.9 亿吨和 2.4 亿吨
左右袁比 2004年增加了 6.83%和 32.84%袁其中猪消耗
近 60%的份额袁耗粮惊人渊见表 33冤遥
3.3 我国粮食生产情况不容乐观袁 短时期增产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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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饲养方式
2004年
2005年
2015年
工业化饲养方式
2004年
2005年
2015年
传统+工业合计
2004年
2005年
2015年
猪肉占全部肉 尧
蛋尧奶尧水产总产
量的比例

全年饲粮需求总量 10 712万吨袁其中猪饲料用 6 807万吨袁占 63.55%
预计全年饲粮需求总量 11 735万吨袁其中猪饲料用 7 722万吨袁占 65.80%
预计全年饲粮需求量 11 766万吨袁其中猪饲料用 6 709万吨袁占 57.02%
谷实类原料需求总量 7 098万吨袁其中猪饲料用 3 459万吨袁占 48.73%
预计全年谷实类原料需求总量 7 292万吨袁其中猪饲料用 3 533万吨袁占 48.45%
预计全年谷实类原料需求总量 11 893万吨袁其中猪饲料用 5 590万吨袁占 47.00%
全年饲粮需求总量 17 810万吨袁其中猪饲料用 10 266万吨袁占 57.64%
预计全年饲粮需求总量 19 027万吨袁其中猪饲料用 11 255万吨袁占 59.15%
预计全年饲粮需求总量 23 659万吨袁其中猪饲料用 12 299万吨袁占 51.98%
2004年院38.52%
2005年院33.28%
2015年院29.93%

表 33 我国养殖猪的饲用粮需求

间不大

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1978耀2002年以来维持
在 1.03亿耀1.21亿公顷袁 到 2003年跌破 1亿公顷袁为
0.99亿公顷袁到 2004年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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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性增长到 1.01亿公顷袁增长空间不大遥 粮食产量
1978 年为 3.05 亿吨袁1989 年突破 4 亿吨袁1996 年突
破 5亿吨袁1998年达到历史最高 5.12亿吨袁之后产量
逐年下滑袁 到 2003跌至 4.31亿吨袁 为近年来最低袁
2004年小幅增长到 4.6亿吨袁但依然比历史最高年产
量减少了 12.53%遥 粮食增产的潜力不大遥
4 缓解我国饲用粮压力的对策分析

畜牧业发展天然地依赖粮食遥世界上畜牧业发达
国家多以大量粮食作为后盾袁而我国粮食产量虽然位
居世界前列袁但由于人口的因素袁人均占有粮食并不
多袁不可能将大量的粮食饲用遥因此袁如何降低粮食消
耗尧平衡饲粮结构就成为当前推动饲料业乃至畜牧业
发展的关键遥
4.1 节粮从野刹冶猪开始
4.1.1 发展食草家畜袁向节粮型现代畜牧业过渡

畜牧业可分为节粮型畜牧业和耗粮型畜牧业袁节
粮型畜牧业以草食动物为主袁而耗粮型畜牧业以饲养
猪尧 鸡为主遥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养猪国袁2004年猪饲
用粮需求量 10 266万吨袁占全年粮食产量 20%袁相当
于 1 000万公顷耕地的粮食产量遥 美国也是产粮大
国袁占据全球 2.27亿吨谷物贸易总量的 50%袁掌握着
世界粮食市场的命脉袁 但其猪肉产量仅占全世界的
9.5%曰我国是贫粮国袁猪肉产量却占世界的 47.57%遥
优化畜禽结构袁推广食草家畜袁发展节粮型畜牧业袁将
野人畜共粮冶尧野人畜争粮冶改变为野人畜分粮冶已经成为
必要遥据测算袁每减少 1千万头猪袁扣除生产等量肉草
食动物精料的消耗袁相当于节约 85.7万公顷的耕地遥
强化节粮型畜牧业结构袁发展现代畜牧业渊主要指草
食家畜畜牧业冤袁拓宽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范围袁把人
类不能使用的牧草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副产品等转化

为人类可以利用的食品或工业原料袁有效地挖掘土地
资源的潜能袁从而提高整个农业系统的效率遥
4.1.2 利用非竞争性农业资源增产营养体生物

我国农区传统畜牧业的饲料资源一直是依靠无

竞争性用途的农业副产品以及野农家饲料冶作为原料
基础遥近年来袁许多学者都先后提出了建立野营养体农
业冶的倡议袁即为解决饲料问题袁以不收籽实而专门生
产植物茎叶为主的农业生产系统遥在种植计划中安排
部分营养体农业(草地农业)袁改被动地采集野生饲料
为主动地增产与养殖业对路的营养体生物量袁无疑在
解决饲料原料不足问题方面有着巨大的增产潜力遥同
时袁这种营养体农业也从另一个角度促进了草畜畜牧
业的发展袁抑制猪等耗粮型畜禽的生产遥 推广营养体

农业可以在盐碱地尧休闲地尧灾后田等粮食作物尧经济
作物不能利用或暂不利用的可耕地上种植饲料作物

或牧草袁特别是种植豆科牧草袁不仅比专门划拨耕地
种植饲用作物或牧草具有实际意义袁而且还与种植业
具有互补性遥据任继周(1998)预测袁在我国可以用于发
展生产植物营养体的土地面积约有 281万平方公里袁
有 230多种豆科牧草或绿肥作物可以开发后供作饲
料袁这是一大宗不与粮尧棉尧油争地袁而且与农区种植
业互补性很强的饲料增产措施袁发展潜力大遥
4.2 发展野三元结构农业冶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野三元结构农业冶的构想已提出 10多年袁虽然从
粮食尧经济尧饲料 3大类作物产量的比例看变化不大袁
但从 80年代以后的粮尧 经作物的实际用途已经发生
了巨大变化遥 如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1/3已经用于饲料
渊不含农副产品冤遥 野经济作物冶尧野粮食作物冶中的棉花尧
菜籽尧花生及部分豆类尧谷实类的加工副产品等也都
通过饼粕尧糟渣等途径转入饲用遥 按传统定义的 3大
类作物已经形成了野你中有我袁我中有你冶的格局遥 从
目前我国农业主尧副产品的市场流向分析袁至少有 2/5
以上是以各种形式用于饲料袁为此袁如果把养殖业所
需的饲料作物品种作为独立的产业需要袁事先安排在
整个农业生产计划中袁对减缓饲料工业原料的地区间
大调运以及因地制宜提高配合饲料产品质量是有益

的遥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袁 发展 野三元结构农

业冶袁不仅要考虑产出袁同时必须考虑对农田的补偿遥
众所周知袁在 1984年以前袁我国每年人均占有粮食量
的增长率大体上以 4%耀5%的速度递增袁而从 1984年
以后袁同比增长率趋缓或出现了负值遥 另从同期全国
化肥总消耗量与粮食增产量分析袁 从 1985年到 1989
年袁前者增加了 102%袁而后者仅增加 23%袁说明依靠
化肥增产粮食效果缓慢袁 土地内在质量遭到损害袁这
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遥目前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支持
还处于野负保护冶阶段袁从近期内的国情国力出发袁农
业要想持续健康发展袁只有在挖潜上下功夫袁首先保
护地力遥 当前首先应重点抓好畜牧业与种植业的结
合袁走以牧养农袁农牧互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遥
4.3 传统养殖不能丢

从国情国力出发袁全国全盘规模化尧工业化养殖袁
不仅饲用粮难以满足需求袁 同时排污治理也难解决遥
为此袁中长期内还应因地制宜袁两条腿走路袁千家万户
养猪将惯性的持续遥

传统饲养方式下袁原料采食面广袁农家饲料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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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高遥 我国养殖业主要在农区袁而农区养殖业的
3/4是养猪业遥 从我国农区养殖业与种植业的关系分
析袁预计在中长期内野猪为六畜之首袁农户养猪为主冶
的生产模式在我国仍将持续遥但传统饲养方式下农户
养猪用粮仅为规模化养猪的 1/3耀1/2袁 其中饲料蛋白
质的 70%耀80%来源于青粗饲料及农家饲料袁 虽然生
产效率不如规模化养殖业袁但可以充分利用农村闲散
劳力及构不成商品的农家饲料资源袁既可增肉尧增收袁
又可变野废冶为野宝冶遥

传统饲养方式下袁饲尧粮矛盾相对缓和遥与工业饲
料原料需求过分依赖玉米相比袁 传统饲养方式下袁稻
谷饲用比例与玉米相当曰小麦尧薯类尧其它谷物都是饲

粮的重要来源袁 在传统饲养方式下其需求量不相上
下遥 这些使饲尧粮矛盾相对缓和遥 同时袁在传统饲养向
工业化饲养过渡的过程中袁也为粮食的增产挖潜提供
了缓冲时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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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鱼药的正确安全使用

窑信息采撷窑

敌百虫：虾蟹、淡水白鲳、鳜禁用；加州鲈、乌鳢、鲶、大口鲶、斑点叉尾 、鳜、虹鳟、海水章鱼、胡子鲶、宝石鲈慎用。

高锰酸钾：斑点叉尾 、大口鲶慎用。

阳离子表面活性消毒剂：如果用于软体水生动物，轻者会影响生长，重者会造成死亡。

甲苯咪唑溶液：按正常用量，胭脂鱼发生死亡；淡水白鲳、斑点叉尾 敏感；各种贝类敏感；无鳞鱼慎用。

菊酯类杀虫药：水质清瘦，水温低时（特别是 20益以下），对鲢、鳙、鲫毒性大；如沿池塘边泼洒或稀释倍数较低时，会造成鲫鱼或
鲢、鳙鱼死亡；虾蟹禁用。

含氯、溴消毒剂：当水温高于 25益时，按正常用量将含氯、溴消毒剂用于河蟹，会造成河蟹死亡，死亡概率在 20%耀30%；在水质肥
沃时使用，会导致缺氧泛塘。

杀虫药（敌百虫除外）或硫酸铜：当水深大于 2m，如按面积及水深计算水体药品用量，并且一次性使用，会造成鱼类死亡，概率超
过 10%。
硫酸铜：不能和生石灰同时使用，当水温高于 30益时，硫酸铜的毒性增加，硫酸铜的使用剂量不得超标，否则可能造成鱼类中毒泛

塘；烂鳃病、鳃霉病不能使用；鳜禁用。

外用消毒、杀虫药：早春，特别是北方，鱼体质较差，按正常用量用药，会发生鱼类死亡，特别是鲤鱼，死亡概率 5%耀10%，且一旦造
成死亡，损失极大。

阿维菌素溶液：按正常用量或稍微加量或稀释倍数较低或泼洒不均匀，均会造成鲢和鲫鱼的死亡；海水贝类在泼洒不均匀的情况

下，易导致死亡。

内服杀虫药：早春，如按体重计算药品用量，会造成吃食性鱼类的死亡，概率 10%~20%。
水质因素：当水质恶化或缺氧时，应禁止使用外用消毒、杀虫药；施药后 48h内，应加强对施药对象生存水体的观察，防止造成继

发性水体缺氧。

辛硫磷：对淡水白鲳、鲷毒性大；不得用于大口鲶、黄颡鱼等无鳞鱼。

盐酸氯苯胍：如果做药饵搅拌不均匀，会造成鱼类中毒死亡，特别是鲫鱼。

阿维菌素、伊维菌素：内服时，无鳞鱼或乌鳢会出现强烈的毒性。

季铵盐碘：瘦水塘慎用。

杀藻药物：所有能杀藻的药物在缺氧状态下均不能使用，否则会加速泛塘。

菊酯类和有机磷药物：除生物菊酯外，其余种类不得用于甲壳类水生动物。

碘制剂、季铵盐制剂：对冷水鱼类（如大菱鲆）有伤害，并可能致死。

一水硫酸锌：用于海水贝类时应小心，有可能致死，特别注意使用后缺氧。

代森铵和代森锰锌：不可应于鳜鱼。代森铵用后易导致缺氧，使用后应注意增氧。

维生素 C：不能和重金属盐、氧化性物质同时使用。
硫酸铜、硫酸亚铁：贝类禁用；30日龄内的虾苗禁用；广东鲂、鲟、乌鳢、宝石鲈慎用。用药后注意增氧，瘦水塘、鱼苗塘适当减少用量。
硫酸乙酰苯胺：珍珠、蚌类等软体动物禁用；鱼苗及虾蟹苗慎用。注意增氧，放苗前请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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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的若干问答渊二十八冤
美国大豆协会北京办事处饲料技术主任 程宗佳 博 士

国家粮食储备局无锡科学研究设计院 邓小春 高级工程师

北京挑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杨禄良 博 士

窑本栏目由美国大豆协会协办窑

1 溜管分配器渊已用二年冤对位不准袁如何解决钥 (河南读者

王力)

答院分配器内分配管与出料口对位不准时，首先将分配器内分

配管与传动部分的连接进行检查，是否固定牢固，位置是否正

确并无变形。其后调整每一出口的行程开关位置，使分配器分

配管在旋转到每一出料口时均能对准其位。

2 粉料成品料由提升机进入成品仓时落差太大而产生离稀，

使混合均匀度下降如何解决？(河北读者 武大全)

答院方法一：在溜管进入到料仓后，在其出口处下方加装之形

淌溜料道（角度在 50耀55毅左右），直到接近仓锥斗。
方法二：在溜管进入到料仓后，在其出口处下方加装布料

器，使物料较为均匀进入料仓。

以上方法均可减缓粉料落差太大所产生的分级现象，使

混合均匀度保持在较好的范围内。

3 使用植酸酶后如何调整饲料中的钙尧磷钥 (山东读者 王宏斌)

答院每个植酸酶生产厂家都会有相关的推荐方法，可以参考他

们的使用说明书。从配方的角度来说，使用植酸酶可以降低蛋

鸡饲料的有效磷 0.12%，猪和肉鸡都降低 0.1%。根据季节、原
料等因素应该做适当调整，以便达到预期效果。钙应该下调

0.1%，使用植酸酶应该避免高钙日粮，过多的钙会影响植酸
酶效率。

4 二 英到底有何危害袁请介绍一下钥 (上海读者 李东)

答院“二 英”（Dioxin）属于氯代环三芳烃类化合物，是目前已
知化合物中毒性最大的物质之一，这类物质既非人为合成，又

无任何用途，但进入人体后，不能降解，也不易排出。世界卫生

组织将其列为与 DDT杀虫剂毒性相当的剧毒物质，国际癌症
研究中心将其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美国环保局 1995年公布
的评价结果显示，二 英不仅具有致癌性，而且具有生物毒

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一旦侵入人体，将会永久破坏人

体的免疫系统及扰乱人体的激素分泌，它已被世界卫生组织

作为新的环境污染物列入监测名单。

二 英的稳定性极强，最容易存在于动物的脂肪和乳汁

中，因此，家畜、家禽及其产品蛋、乳、肉和鱼类是最易被污

染的食品。人食用微量污染的食品后不会立即引起病变，但

因其不易排出，所以长期食用会使有毒成分逐渐蓄积，最终

对人体造成危害。有证据表明，法国男人的精液中精子的数

量 60年来少了一半，而罪魁祸首便是二 英。另外，二 英

还可能对皮肤造成伤害，甚至长出严重的暗疮以及其它一些

不常见的病，包括可能对肝功能、生殖器官、荷尔蒙产生影

响。其副作用是影响人体免疫力，若儿童食入，则有可能妨

碍智力发展。

有资料显示，二 英人体总暴露量的 90豫来自于膳食摄
入，世界卫生组织因此制订了相应的食品中的最大允许限量标

准，如一般牛肉中允许含量为 1mg/kg、鸡肉为 4mg/kg、鸡蛋为
7mg/kg；但查出的比利时鸡料中二 英含量高达741mg/kg，鸡蛋
中高达 250耀680mg/kg，超出限量标准几百倍之多。
要检测环境和食品中二 英含量，目前还只有少数国家

有能力进行。我国现阶段对二 英的检测仍处于研究阶段，仅

有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一家单位具备

二 英检测能力。同时，我国至今尚未制订相关标准，也无法

普遍开展这一检测项目。因此，专家警告说，在有关部门严禁

销售欧盟四国受污染产品的同时，当前消费者预防二 英危

害最可靠的办法是：不要食用来自受二 英污染地区的相关

食品。

据专家介绍，二 英在工业化国家中问题较为严重，因

为其主要来自含氯化学品的杂质、城市垃圾焚烧、纸浆漂白

和汽车尾气排放等。二 英类物质在历史上已多次给人类造

成灾难，曾发生在日本的米糠油事件和台湾的食用油事件，

都是由于采用多氯联苯作为无火焰加热介质（加热时可以产

生二 英类物质），又因管道渗漏使二 英进入食用油中，从

而造成大规模食物中毒；美国也因局部污染多次发生动物中

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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