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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输送机是一种用途广泛的运输机械袁它是利
用螺旋体与物料之间产生的相对运动进行输送遥当螺
旋叶片旋转时袁物料的自重和壳体对物料的摩擦阻止
其与螺旋叶片一起旋转袁 物料类似不转动的螺母袁二
者之间的相对运动促使物料沿螺旋轴轴向移动[1]遥 一
方面它可以满足长距离输送物料的要求曰另一方面还
可以完成对物料的混合尧搅拌等工作遥 螺旋输送机具
有结构紧凑尧密封性好尧操作维护方便尧物料不易撒落
等优点袁被广泛应用于粮食尧饲料尧油脂等行业遥 螺旋
输送机的设计准则是既要保证机器有足够的强度尧刚
度袁 同时还要保证有足够的输送量和消耗较小的动

力遥螺旋体是机器的核心袁它需要设计的参数较多袁且
关系较复杂袁相互制约影响袁因此也就有一个最佳组
合的问题遥本文运用优化设计理论进行螺旋输送机螺
旋体设计袁并应用连续蚁群算法进行优化求解袁取得
了比较满意的效果遥
1 优化设计模型

1.1 设计要求

设计某饲料螺旋输送机袁该机螺旋体的结构如图 1
所示遥 已知电机额定功率 =9.0kW袁输送量 =100t/h袁
螺旋体长度 =6.5m袁叶片厚度 =3mm袁材料 A3袁两段
式结构袁中间装有悬吊螺旋轴滑动轴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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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设计变量

螺旋体的主要尺寸有院空心轴的外径 尧内径 尧
螺旋叶片的直径 尧螺距 尧长度 尧叶片厚度 袁其中袁
长度 尧叶片厚度 根据要求已经确定袁需要设计的参
数剩下 尧 尧 尧 袁取设计变量为

=[ 1袁 2袁 3袁 4] =[ 袁 袁 袁 ] 遥
1.3 目标函数

在满足螺旋输送机使用要求的前提下袁减小螺旋

体质量有利于节约材料和降低成本袁同时也便于机器
的移动遥 此外袁提高输送效率也是螺旋输送机设计的
一个重要因素遥故本文以螺旋体的质量最小和输送效
率最大为双优化目标遥 质量最小为目标函数袁输送效
率最大放在约束条件中体现袁即

渊 冤= 渊 1+ 2冤 渊1冤
式中院 1要要要空心轴的体积渊m3冤袁 1= 渊 2- 2冤4 曰

2要要要螺 旋 叶 片 的 体 积 渊m3冤袁 2 =
渊 - 冤渊 2 2+ 2姨 + 2 2+ 2姨 冤4 曰

要要要螺旋体材料的密度渊kg/m3冤袁 =7.8伊103遥
1.4 约束条件

图 1 螺旋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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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刚度限制条件
螺旋输送机的最大挠度不应超过许用值袁即
渊 冤: 臆[ ] 渊2冤

式中院 要要要螺旋输送机的最大挠度渊m冤曰
[ ]要要要最大许用挠度(m)袁[ ]=0.000 1 =0.000 65遥
据两段式螺旋输送机的力学模型袁

= 4
16 袁

式中院 要要要系数袁取 琢=0.005 2曰
要要要弹性模量渊N/m2冤袁 =2伊1011曰
要要要惯性矩渊m4冤袁 = 渊 4- 4冤64 曰
要要要载荷渊N/m冤袁 =9.8 / 渊 为螺旋体的质量冤遥

于功率限制条件
螺旋输送机在负载启动条件下的功率不应超过

电机的额定功率袁即
渊 冤院 臆 渊3冤

式中院 要要要电机额定功率渊kW冤曰
要要要螺旋输送机在负载启动条件下的功率

渊kW冤遥
= 鸳360 [8 渊 鸳+ 冤+ 30 鸳 鸳 ]

式中院 要要要电机安全系数袁取 =1.2曰
鸳要要要物料与输送机之间的摩擦系数袁 鸳=0.35曰
鸳要要要进料口处物料堆积压力的等效计算高度

渊m冤袁 鸳=0.3曰
鸳要要要进料口长度渊m冤袁 鸳=0.5曰
要要要输送量(t/h)遥

盂转速限制条件
为了减少物料的破碎率和机器的振动袁以及物料

被抛起而影响输送量袁应对螺旋输送机的转速加以限
制[2]袁即

渊 冤院 臆[ ] 渊4冤
式中院[ ]要要要螺旋输送机许用转速值渊r/min冤曰

要要要螺旋输送机的转速渊r/min冤遥
转速与输送量的关系为院

=47 2曰 渊5冤
= 47 2 渊6冤

式中院 要要要充填系数袁取 =0.5曰
要要要倾斜系数袁取 =0.6曰
要要要物料堆积密度(t/m3)袁输送粮食时取 =0.75遥

榆扭转强度限制条件
螺旋输送机空心轴所受的最大剪应力不应超过

材料的极限应力袁即
渊 冤院 臆[ ] 渊7冤

式中院[ ]要要要轴材料的极限剪应力渊N/m2冤袁[ ]=80伊106曰
要要要轴材料所受的最大剪应力渊N/m2冤遥

子 = 渊8冤
式中院 要要要空心轴所受的扭矩渊N m冤袁 =9.55伊106 曰

要要要抗扭截面系数渊m3冤袁 = 16 3[1-渊 冤4]遥
虞输送效率限制条件
螺旋输送机最大的缺点就是输送效率比较低袁为

了减小功率消耗袁应对螺旋输送机的最小输送效率进
行限制袁即

5渊 冤院 逸[ ]
式中院[ ]要要要螺旋输送机允许的最小输送效率袁取

[ ]=0.5曰
要要要螺旋输送机的输送效率遥

=
2

2
乙 2tan

2

2
乙 2tan渊 + 冤

渊9冤

式中院 要要要螺 旋 叶 片 某 圆 周 上 的 螺 旋 升 角 袁
=tan-1 2 袁 为圆周的半径曰

要要要物料与叶片之间的摩擦角袁 =tan-1 鸳=19.12毅遥
愚边界限制条件
空心轴内径要求

渊 冤院0.01臆 臆0.05 渊10冤
空心轴外径要求

渊 冤院0.05臆 臆0.15 渊11冤
叶片直径要求

渊 冤院0.15臆 臆0.35 渊12冤
螺旋体螺距要求

渊 冤院0.1臆 臆0.5 渊13冤
为防止扭转失稳袁空心轴壁厚要求
渊 冤院 =渊 - 冤/2逸0.005 渊14冤
为保证正常输送袁叶片长度要求
渊 冤院 = - 逸0.01 渊15冤

2 蚁群算法及优化求解

2.1 基本思想

蚁群算法源于对自然界中蚂蚁觅食行为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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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遥蚂蚁在运动过程中会在所经过的路径上留下一
种称为信息素的物质袁后面的蚂蚁可根据前面的蚂蚁
所留下的信息素选择行进的路径袁路径上走过的蚂蚁
越多袁留下的信息素就越强袁后面蚂蚁选择它的概率
就越大遥蚂蚁群体的这种集体行为实际上构成了一种
学习信息的正反馈现象袁 蚂蚁之间通过这种信息袁交
流通向食物的最短路径遥蚁群算法正是借鉴了这种优
化机制袁将问题的解表示为有序点列袁蚂蚁在相邻节
点间移走袁释放信息素袁并由此指导蚂蚁选择下一个
相邻节点袁通过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与相互协作最终
找到最优解遥蚁群算法开始主要用于解决离散优化问
题袁并表现出良好的性能袁后来拓展到求解连续空间
优化问题遥 其途径主要有两条袁一是划分解空间为很
多空间袁使问题离散化曰二是与演化算法相结合袁引入
种群与搜索操作[3]遥本文采用后一种策略袁将蚁群算法
用于求解连续空间优化问题遥

蚁群算法与演化算法结合的主要特点是引用两

层搜索院全局和局部搜索遥 首先在函数的解空间中产
生 个随机分布的可行解袁设定 个蚂蚁袁它们选择
并引导个体在解空间移走和搜索遥 蚂蚁分为全局蚂
蚁和局部蚂蚁两类袁分别有 尧 个渊 + = 冤遥它们有
不同的分工和寻优方式遥 全局蚂蚁以探索方式在整
个解空间内发现新解袁 局部蚂蚁则以挖掘方式在局
部范围内寻找更优解遥 调度两类蚂蚁交替进行寻优
活动袁使种群不断迭代进化袁达到规定精度或迭代轮
次为止遥 在整个进化过程中袁 以个体作为信息载体遥
个体的适用度值作为搜索的启发信息袁 同时个体还
承载激励信息袁 蚂蚁在寻优时将释放信息素于引领
的个体上袁各个体的信息为蚂蚁共享袁使各有分工的
蚂蚁在独立完成任务的同时袁 能交换信息袁 相互激
励袁协调工作袁使蚁群成为多智能体系袁高效地实现
全局寻优遥
2.2 局部搜索

局部搜索是指每只蚂蚁在自己的邻域空间内进

行搜索遥 该操作由局部蚂蚁执行袁设置 个初始解对

应的信息值遥蚂蚁根据概率 来选择下一步的移动目

标袁 这 个蚂蚁分别从 个初始解中选择 个区域

来进行局部搜索遥 选择种群中第 个体的概率为

渊 冤= 渊 袁 冤
= 1
移 渊 袁 冤

渊16冤

式中院 渊 袁 冤要要要第 个个体在第 次迭代后的信息

值遥

当选择好移动目标后袁蚂蚁在对应的目标上移动
一小段距离遥 随机搜索算法存在一定的缺陷袁引入确
定性搜索效果会更好遥本文采用共轭梯度法执行局部
蚂蚁搜索遥共轭梯度法的特点是搜索的方向不是预先
给定或固定的袁而是根据每步迭代的相应状况来确定
的袁后一步的搜索方向由现行的负梯度方向加上一个
修正项得到的与前一步共轭的方向遥

渊 +1冤=- 渊 +1冤+ 渊 冤 渊17冤
式中院 渊k+1冤要要要第 +1步的迭代方向曰

渊 +1冤要要要 +1步的负梯度方向曰
渊 冤要要要第 步的迭代方向曰
要要要为共轭系数遥

为了保证 渊 +1冤与 渊 冤共轭袁 应满足

= 椰 渊 +1冤椰2

椰 渊 冤椰2 渊18冤
当搜索方向确定后袁 蚂蚁就可以从选定的点 渊 冤

出发袁沿搜索方向作一维搜索袁即
渊 +1冤= 渊 冤+ 渊 冤 渊19冤

式中院 要要要最优搜索步长袁 可采用 Fibonacc方法优
化获得遥

以选中的个体进行局部搜优袁如果未能搜索到更
优值袁则个体保持不变袁否则个体移至更优点袁并按式
渊23冤更新信息素遥
2.3 全局搜索

全局搜索是指蚂蚁在整个种群中开展大幅度尧开
创式搜索遥该操作由全局蚂蚁执行遥由此产生 个新

解袁代替原来已经存在的适应值较弱的解遥 它由交叉
和变异两步组成遥

淤交叉操作遥 随机地从种群中选择两个个体 尧
作为父代袁 并以交叉概率 调用下式生成子代个

体 的各分量袁其上的信息素按式渊22冤更新遥
= +渊1- 冤 袁 =1袁2袁...袁n 渊20冤

式中院 要要要[0袁1]区间的随机数遥
于变异操作遥 对选定个体的各分量袁以变异概率
调用下式生成子代个体 的各分量袁其上的信息素

按式渊23冤更新遥
鸳= 依 [- 渊 -1冤 ]袁 =1袁2袁..袁n 渊21冤

式中院依要要要随机选定曰
要要要当前迭代次数曰
要要要第 个分量的最大变异步长曰
尧 要要要控制非线性度步长衰减速率的参数袁

>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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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 要要要[0袁1]区间上的随机数遥
变异量将随迭代轮次的递增而衰减袁以此收缩全

局搜索的范围遥
2.4 信息素更新

在进行局部和全局搜索寻优后袁个体蚂蚁从空间
的原位置 移至新位置 鸳袁其上的信息素更新原则为

渊 冤= 1
= 1
移[ 渊 冤+渊1- 冤 渊 冤] 渊22冤

或 鸳渊 鸳袁 冤= 渊 袁 冤+ 渊23冤
式中院 = 渊 冤 琢袁其中 = 渊 鸳冤原 渊 冤遥

在每次迭代后袁相应各个体信息素会逐渐挥发一
部分袁个体信息素减少为

渊 袁 +1冤= 渊 袁 冤 渊24冤
式中: 要要要挥发因子袁0< <1遥
2.5 基本步骤

淤初始化种群遥在自变量定义域内随机产生 个

解构成初始种群袁计算各个体的适应度值袁并按大小
排序袁 为它们赋予相同的信息素初值遥 产生 个蚂

蚁袁其中包含 个全局蚂蚁袁 个局部蚂蚁遥
于全局搜索遥逐个调动全局蚂蚁进行探索式寻优

操作遥通过交叉尧变异操作产生 个新的个体袁并用以
替代当前种群中 个适应值较差的个体遥

盂局部搜索遥逐个调动局部蚂蚁进行挖掘式寻优
操作遥 计算 个个体的被选择的概率 渊 冤袁从中选择
个个体作为局部搜索的目标袁对选中的目标个体进
行优化搜索袁引领个体到更优的位置遥

榆信息素蒸发遥经过一轮迭代后对各个体执行信
息素挥发操作遥

虞检查终止条件遥完成一轮搜索后袁种群被更新袁
检查是否满足收敛条件遥 如果满足袁则输出当前最优
解曰否则转至步骤于袁开始下一轮搜索袁直到收敛或满
足预定的要求遥
2.6 优化结果

按上述参数值和算式袁求出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
表达式遥

目标函数

渊 冤=1.27伊104伊[3.14伊渊 32- 42冤+0.003 2-1 渊 1- 2冤伊
渊 9.86 12+ 22姨 + 9.86 32+ 22姨 冤]

约束条件

渊x冤:3.39伊10-9 2-1渊 1- 2冤渊 34- 44冤-1渊 9.86 12+ 22姨 +
9.86 32+ 22姨 冤臆0.000 65曰

渊 冤:0.116 2 3-1渊18.2+52 2 3-1+4.5 3-1冤臆9曰

渊 冤:9.456 2-1 1-2臆360曰
渊 冤: 1 2 3 [1.06 2+2.95 22 1-1+0.27 2渊 1+0.02冤-1+

1.12 1]渊 34- 44冤-1臆800曰
渊 冤: 0.5

0.5乙 2tan渊tan-10.159 冤 0.5
0.5乙 tan[tan-1(19.12+

0.159 )] 逸0.5曰
渊 冤:0.01臆 臆0.05曰
渊 冤:0.05臆 臆0.15曰
渊 冤:0.15臆 臆0.35曰
渊 冤:0.1臆 臆0.5曰
渊 冤: - 逸0.005曰
渊 冤: - 逸0.01遥
根据上述算法袁进行优化求解遥参数设定为院最大

变异步长 为相应区间的一半袁 =0.8尧 =0.06尧 =
0.5尧 =20尧 =60尧 =50袁其中袁 =40尧 =10尧 =0.8袁全局
搜索步数 =40遥 利用 Matlab7.0软件包编制算法程序
进行计算袁结果见表 1遥 与原设计方法比较袁螺旋体的
重量减小了 14.42 %袁而输送效率提高了 15.92%遥

表 1 优化结果及比较

项目
常规设计
优化设计

0.42
0.34

0.28
0.24

0.06
0.074

0.055
0.064

渊 冤
134.68
115.26

44.21
51.25

3 结论

螺旋输送机参数多袁确定复杂而繁琐袁常规设计
很难得到最佳搭配值袁从安全角度考虑袁往往设计准
则比较保守袁造成质量增加袁成本升高遥 本文以质量
最轻和效率最大为双目标函数袁 建立了螺旋输送机
优化模型袁 并采用蚁群算法进行优化求解遥 实例证
明袁在满足机器使用性能的条件下袁有效降低了螺旋
输送机的重量和提高了输送效率遥 蚁群优化具有方
便处理约束条件袁善于利用问题启发式信息等特点袁
采用两层搜索的连续空间蚁群优化求解方法袁 对于
螺旋输送机优化设计可以降低求解难度和提高求解

的效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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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合 饲 料 厂 工 艺 设 计 浅 析
苏立申 赵景奇 高凤山 张 超

在配合饲料加工成套设备设计中袁加工工艺和设
备是保证饲料品质的重要条件遥只有在性能可靠的加
工设备和科学的工艺流程下才能生产出优质的配合

饲料遥 因此袁研究探讨合理的加工工艺和主要设备选
型袁明确其发展方向袁对我国饲料工业上质量尧上水
平尧上规模很有必要袁同时也对我国饲料加工工艺和
设备的研究与开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遥

采用完善尧合理尧灵活的工艺袁选用先进尧高效尧优
质的设备袁永远是饲料厂设计所追求的目标遥 由于我
国的饲料资源不同于欧洲袁大部分饲料厂都采用美洲
工艺袁即先粉碎后配料工艺袁组成也无外乎原料接收尧
粒料粉碎尧配料混合尧制粒膨化尧液体喷涂尧成品出料尧
电气控制和除尘系统八个部分遥下面从上述几个方面
分别加以分析遥
1 原料接收

1.1 原料接收工艺一般包括输送设备尧磁选设备尧初
清筛尧计量设备和立筒仓渊见图 1冤遥目前常用的原料计
量设备是地磅袁很少使用流量秤遥 中小型厂一般设有
粒料和粉料两个投料口袁 大型厂应设有一个粒料和
2耀3个副料投料口袁以便于投料遥 谷物类原料首先进
入筒仓袁而后由筒仓底的输送设备送入车间袁而副料
则直接投入下料口进入车间遥输送设备主要是斗式提
升机和刮板输送机袁其生产率与接料方式和饲料厂生
产能力有关袁一般以不影响投料为原则遥 目前国内大
多采用人工接料袁输送设备的接收能力设计为饲料厂
生产能力的 2耀3倍比较适宜遥

立筒仓大杂

地磅 斗提机 磁选 初清筛 刮板机斗提机

图 1 原料接收流程

1.2 常用的磁选设备有永磁筒尧磁盒和永磁滚筒遥 永
磁筒和磁盒因其结构简单尧体积小尧安装灵活尧无需动

力等特点而得到广泛的应用袁但在使用过程中应人工
定时对其清理遥 永磁滚筒无需定期清理袁但谷物很容
易从排杂口流出遥
1.3 由于原料之间物理特性如流动性和过筛能力等

的差异袁不同的原料采用不同的初清筛遥 圆筒初清筛
主要用于玉米等谷类原料的清理曰圆锥初清筛主要用
于粉状副料和饼粕原料的清理遥后一种筛装有高效旋
转的打板袁 工作时依靠打板将物料撒向整个筛筒内
壁袁提高了过筛能力袁同时袁团状物料会在打板的打击
下迅速解体袁减少了原料浪费遥
1.4 立筒仓主要用于贮存玉米尧高粱等谷物类原料袁
目前大型厂采用较多遥 对于拥有立筒仓的厂家来说袁
必须具有倒仓功能遥立筒仓的仓容应根据生产能力和
原料供应情况确定袁一般不少于一个月的贮存量遥
2 粒料粉碎

2.1 粉碎工艺按原料粉碎次数可分为一次粉碎工艺

和二次粉碎工艺遥一次粉碎工艺简单尧设备投资少袁但
其缺点是粉碎物的粒度不均匀尧电耗较高曰二次粉碎
工艺弥补了一次粉碎工艺的不足袁 成品粒度一致尧产
量高尧能耗较小袁但其设备投资大遥大部分饲料厂都采
用一次粉碎工艺遥
2.2 在配合饲料中袁粒料一般占 60%耀70%遥选择粉碎
机时袁一般取粉碎机的生产能力大于饲料厂的生产需
要袁节余的时间用于维修和易损件的更换遥
2.3 为便于生产袁 待粉碎仓的数量一般不少于 2个袁
若粒料品种较多袁应适当增加袁其仓容不应少于粉碎
机 2耀4h的产量袁以减少粉碎机的启动次数遥
2.4 粉碎机的喂料装置非常重要袁 对于自动化程度
不高的小型饲料厂袁 常采用手动闸门控制喂料量曰大
型饲料厂常采用叶轮式或螺旋式自动控制喂料器袁其
转速可调袁可以改变喂料量袁较先进的控制方式是采
用负反馈电路袁通过粉碎机的电流来控制喂料器的喂
入量遥
2.5 粉碎机的出料方式大多采用螺旋输送加负压吸

风的方式渊见图 2冤遥 一般设一台脉冲除尘器袁置于出
料螺旋输送机出口反向端袁 兼有除尘与吸风两种功
能遥这种方式既保证了粉碎系统的除尘袁又可降低粉碎
机的能耗遥 良好的吸风系统可使粉碎机产量提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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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遥 吸风量一般以粉碎机的筛孔风速来确定袁通常
为 2耀2.5m/s为宜遥 在选择螺旋输送机时袁其输送能力
应比粉碎机产量大 10%以上遥

原料 粉碎机 螺旋输送机 斗提机

负压吸风机

图 2 粉碎工艺

2.6 配料仓顶部输送设备有旋转分配器和螺旋输送

机两种袁主要作用是将粉碎后的物料和不需粉碎的副
料准确地分配至各规定的配料仓内遥旋转分配器要求
车间空间较高袁但可有效地避免交叉污染曰螺旋输送
机要求车间高度较低袁但运行成本较高袁在选用螺旋
输送机时袁应采用低转速袁以避免物料在输送过程中
穿越出料口而出现串料现象遥
3 配料混合

3.1 虽然随着液体喷涂技术的大量应用袁野配料是核
心袁混合是关键冶的说法会逐渐过时袁但现阶段配料尧
混合仍然是保证配方和饲料品质的关键步骤袁也是饲
料厂中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系统遥该系统一般包括配料
仓尧各种配料秤尧手投料口尧混合机及后续输送设备袁
其核心是配料秤渊包括喂料器冤和混合机遥为提高配料
精度袁应采用微量秤来配制各种微量元素袁但对中小
型饲料厂来说袁为节省投资袁人们常用人工投料口取代
微量秤遥液体添加应单独使用液体添加系统渊秤冤袁但随
着后喷涂工艺的应用袁液体秤有被逐步取代的趋势遥
3.2 配料仓的数量和仓容直接影响工艺的灵活性袁
可根据生产规模和原料品种而定遥 对于大中型饲料
厂袁容量可按 6耀8h产量的贮存量来计算袁小型饲料厂
可按 1耀6h产量的贮存量来计算遥 配料仓的个数应根
据原料品种的多少来定袁并应考虑一定数量的备用仓
和成品返料仓遥时产5t以下的饲料厂一般为8耀12个仓袁

时产 10t应为 12耀16个仓袁时产 20t应为 20耀30个仓遥
3.3 喂料器的作用是按照控制系统的指令将配料仓

中的物料按规定配比输送至配料秤遥喂料器宜采用变
距螺旋遥 其选用应遵循在满足配料周期的前提下袁首
先采用较小规格的喂料器袁其次采用较低的转速遥 配
料工艺有重量配料和容积配料两种袁目前容积配料已
基本淘汰遥 重量配料又分为多仓一秤和多仓数秤遥 多
仓一秤适用于时产 5t以下的饲料厂曰多仓数秤工艺在
大中型配合饲料厂中应用较为广泛遥该工艺一般采用
野大秤配大料冶尧野小秤配小料冶的配备形式袁因此配料
误差小袁从而可以精确地完成整个配料过程遥
3.4 混合均匀度和产量是选择混合机的主要考虑因

素遥 目前常用的混合机有立式和卧式二种袁立式主要
用于小型机组遥 卧式又分环带和双轴桨叶式袁大部分
饲料厂使用卧式环带混合机遥双轴桨叶式混合机是近
年来研制的新机型袁其混合周期短尧混合均匀度高袁具
有很大的市场潜力袁但价格比较昂贵遥 另外混合机的
质量须特别重视袁目前混合机漏料和残留是交叉污染
的主要原因遥混合机缓冲仓的功能是贮存混合机卸出
的物料并使后续输送设备安全尧平稳地将其送走遥
3.5 混合后应尽可能地减少物料的输送袁 以避免分
级遥后续的水平输送设备一般采用螺旋输送机或刮板
输送机遥同螺旋输送机相比袁刮板输送机残留量少袁卸
料均匀袁本身具有自清功能遥
4 制粒膨化

4.1 制粒膨化系统是饲料厂中投资最大的系统袁它主
要由喂料器尧调质器尧膨化机尧制粒机尧冷却器尧破碎
机尧分级筛和输送设备组成(见图 3)遥 饲料成品的外观
质量和内在品质主要取决于本系统的状况遥 在工艺
上袁人们常将膨化机与制粒机并列布置袁这样经过调
质后的物料既可被膨化袁也可被制粒遥喂料器的转速必
须可调袁以适应工艺和每台设备工作时的具体要求遥

苏立申等:配合饲料厂工艺设计浅析工 艺 设 备

图 3 制粒、膨化工艺

斗提机

配合料 破碎机

配合料

磁选

磁选

贮料仓

贮料仓

成品仓

制粒机

膨化机 冷却器

分级筛

冷却器

斗提机

成品仓 粉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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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至少配备两个待制粒仓袁 以便更换配方时不影
响生产袁其容量按制粒机 1.5耀2h的产量计算遥 物料进
入制粒机或膨化机之前袁必须经过磁选设备袁以防损
坏主要设备遥
4.3 调质有混合调质尧蒸煮调质尧APC 调质渊即厌氧
巴氏灭菌调质冤尧二次调质尧BOA压实调质和膨胀器调
质等遥 目前常用的是混合调质袁调质膨胀器也称高剪
切调质器袁已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遥 它安装在调质器和
制粒机之间袁既可生产不成形的膨胀饲料袁也可用作
制粒前调质处理设备袁通过膨胀加工的物料具有和膨
化加工一样的优点袁其设备结构和工作原理基本与膨
化机相同袁主要差别是膨化机在挤压腔内可以提高更
高的压力和温度遥 经其调质后再制粒袁不但可以获得
更好的糊化作用尧更高的颗粒耐久性指数和高效杀菌
作用袁同时也可降低吨料电耗和制粒机的磨损遥
4.4 制粒机是传统的热加工设备袁分环模与平模两
种袁目前环模制粒机使用较为普遍遥在选择时袁一定要
考虑配方成分的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质遥原料化学成分
主要包括蛋白质尧淀粉尧脂肪尧纤维素等曰而原料的物
理特性主要包括粒度尧水分尧容重等遥 长期以来袁人们
比较忽视这一问题袁事实上制粒机的许多结构参数如
模孔长径比等都与其有关遥
4.5 饲料膨化技术是起步较晚的一项饲料加工新技

术袁 其工作原理是调质好的物料进入螺杆挤压区袁由
于挤压区容积沿轴线逐渐变小袁物料所受到的压力逐
步增大遥 物料被螺旋挤压推动袁同时伴随着强力的剪
切与摩擦作用袁压力和温度急剧上升袁物料在高温尧高
压的作用下袁其中淀粉基本上完全糊化袁蛋白质部分
变性遥 当物料被极大的压力挤出模孔时袁由于突然离
开机体进入大气袁温度和压力骤降袁在压差与温差的
共同作用下袁物料体积迅速膨胀袁物料发生闪蒸袁即水
分迅速蒸发袁脱水凝固袁然后通过定制的出料模达到
需要的各种形状和结构袁形成膨化饲料遥 膨化饲料的
转化率比颗粒饲料高袁这主要是因为原料经挤压过程
中高温尧高压处理袁淀粉糊化尧蛋白质变性袁并能有效
预防动物消化道疾病袁提高饲喂动物的消化率袁一般
来说可提高消化率10%耀35%遥越来越多的饲料厂开始
对饲料进行膨化加工袁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大规模使
用袁 它也必将成为我国饲料工业的一个主要发展方
向遥
4.6 经过热加工处理的饲料一般比较潮湿袁 温度较
高袁为便于保存袁必须进行冷却遥逆流式冷却器以其低
廉的造价和卓越的冷却效果正在取代传统的立式和

卧式冷却器遥 逆流式冷却器分抽拉与翻板式两种遥 前
者适用于颗粒料曰后者不仅适用于颗粒料袁也适用于
片状膨化料遥 在进行工艺设计时袁需合理地配置冷却
风网系统袁一般说来袁在风机出口必须设一个风量调
节门袁以冷却不同特性的物料曰另外袁在安装时袁沙克
龙与风管最好用岩棉保湿袁以防冬季出现冷凝水造成
的风网堵塞遥
4.7 为提高制粒效率袁降低能耗袁人们常采用大模孔
制粒然后通过破碎机将大颗粒破碎袁所用破碎机一般
为辊式结构袁有二辊和三辊结构袁其性能相差不多遥辊
间距的调整有自动和手动遥笔者认为这一部分最需重
视的是均匀喂料和两辊间平行度的调整袁一般国外饲
料厂均在破碎机上设一叶轮式喂料器袁其目的是使喂
料量在辊的长度方向上相等袁 以保证活动辊不倾斜袁
从而制造均匀的颗粒料遥
4.8 颗粒料破碎后袁应进入分级筛分级袁大颗粒返回
破碎机再次破碎袁细粉进入颗粒机进行二次制粒遥 常
用的分级筛有平面回转式和振动式袁 但后者使用较
多遥 需特别注意的是细粉回料管的安装倾角应大于
60毅袁它在待制粒仓上的入口位置袁一定要保证回流的
细粉被喂料器首先送走曰 另外最好在该仓内加一隔
板袁将回流细粉与正常待制粒物料隔开袁以防回流管
堵塞遥
5 液体喷涂

据不完全统计袁现有饲料产品的 70%以上是经过
热加工渊调质尧制粒或膨化冤处理的遥 这种经过熟化处
理的饲料产品袁不但可有效地杀死一些有害物质渊如
沙门氏菌冤和抗营养因子袁同时可改善其适口性袁提高
饲料报酬遥 但是这种熟化处理工艺由于高温尧高压和
水分的共同作用袁许多热敏性营养因子渊如维生素尧酶
制剂尧生物菌等冤受到严重损坏遥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袁 各国饲养和设备专家在大量
研究试验的基础上袁提出了液体后喷涂工艺遥将各种热
敏性元素袁 放在膨化或制粒后袁 以液体的形式喷入饲
料遥 这种工艺分野在线喷涂冶和野离线喷涂冶两种方式遥
在线喷涂是指喷涂系统位于工艺流程的中间袁一般很
少采用遥 而离线喷涂是将喷涂系统设于饲料厂的成品
出料工段遥 其优点是可以做到即喷即售袁始终为用户
提供新鲜产品曰另外袁使用这种配置袁饲料厂可以只生
产几种标准饲料袁可以减少成品仓的数量遥 同时袁饲料
厂的生产灵活性也大幅度提高袁交叉污染显著降低遥
6 成品出料

成品出料有包装与散装两种形式遥欧美各先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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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由于交通运输比较发达袁 大量地使用饲料散装车遥
我国虽也有类似的散装车袁但主要是自用袁大部分商
业性饲料仍采用包装形式遥 随着运输条件的好转袁可
以相信散装将成为饲料工业的一大变革遥包装又分为
手动与自动两种袁 大部分中小型饲料厂采用手动包
装遥 选择自动包装系统应注意的是打包秤的精度尧稳
定性以及自动缝包机的工作可靠性遥
7 电气控制

7.1 电气控制系统是饲料厂自动化程度的集中体

现遥由于生产规模尧人工费用与投资能力的不同袁各厂
的自动化程度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袁但总的来讲袁与欧
美国家相比袁 我国饲料厂的自动化程度明显偏低袁现
阶段只能做到计算机控制配料系统袁国内尚无全厂采
用计算机自动控制的饲料厂遥 就配料系统而言袁其控
制功能也比较单调袁虽然这与我国的现状和劳动力价
格较低息息相关袁但就行业发展而言袁我们无疑需加
强这方面的工作遥美国与欧洲的大型饲料厂在控制方
面均有如下特点遥
7.1.1 整厂所有设备均由计算机和可编程控制器

渊PLC冤来控制袁不设控制屏袁流程在计算机屏幕上显
示袁 各单机的启停均是通过逻辑连锁或软开关来实
现遥 传统的继电器基本上已被 PLC取代遥
7.1.2 大量使用压力尧温度尧速度尧流量等传感器袁以
监控系统的运行状况和实现反馈控制遥
7.1.3 控制计算机与管理计算机实行联网袁管理人员
可随时监视生产动态和车间工作状况遥
7.1.4 控制室与电机控制中心单独分开袁前者趋于简
单化袁后者趋于合理化袁每台电机设一包括空开尧接触
器和热继电器的独立抽屉袁这样不但便于设备维修断
电袁也为故障诊断和生产管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遥
7.2 饲料厂中闸门渊包括水尧汽尧料闸门冤和三通是控
制物料供应和流向的主要设施遥其上必须配置可靠的
行程开关袁以确保提供正确信号袁其动力源一般选择
压缩空气遥 而压缩空气的流量必须经过认真的计算袁
一般空压机的运行率不应高于 60%袁以确保诸如脉冲
器工作时所要求的大量气量遥空压机的压力一般设定
为 8kg/cm2遥
8 除尘系统

饲料厂在生产过程中容易产生大量的粉尘袁为了
控制粉尘污染尧保障操作人员身体健康尧维护设备正
常运转袁设置合理的除尘系统是必不可少的遥 除尘系
统多采用单点吸风除尘和集中风网组合除尘方式遥对
于具体采用何种除尘方式袁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遥 在

设计风网系统时袁应考虑以下几点遥
8.1 尽可能缩短风管渊主要是水平风管冤的长度袁减少
弯头数量袁避免因压损过大而影响除尘效果遥
8.2 在各吸尘点设风量调节门袁避免有些风管风速不
足袁而另一些风管风速过大袁产生吸料现象遥
8.3 尽量采用吸气式袁使系统处于负压状态工作遥 另
外袁为了调整方便和运行可靠袁同一风网风量不宜太
大袁吸风点不宜过多遥
8.4 在工艺设备布置中袁把距离相近和产生的粉尘品
质相同的设备组合在同一风网中袁这样既可以缩短风
管长度袁也便于粉尘的回收利用遥
8.5 应设计大小形状合理的吸风口袁以便有效地控制
粉尘遥

综上所述袁在配合饲料厂的工艺设计中袁要考虑
单机性能袁更要考虑设备的整体配套性尧经济性和实
用性遥 以便在实际生产中袁使用户以较低的成本生产
出高品质的产品袁满足市场的需求遥

（参考文献作者略）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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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念 于纪棉 施传信 王 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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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肽是动物降解蛋白质为氨基酸过程中的中间产物，是动物的重要营养物质。它能在动

物胃肠内被完整的吸收，这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生理现象，完善了传统蛋白质代谢理论。文中就小肽

的分类和吸收特点、小肽的功能、小肽在家禽养殖中的应用效果及其应用前景作了简要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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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 of small peptid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modern poultry production

Zhao Nian, Yu Jimian, Shi Chuanxin, Wang Tian
Abstract The small peptide is the intermediate degenerated by animal from protein to amino acid, is
animal's important nutrition. It can be absorbed by animal's stomach and intestine completely. The
absorp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small peptide, as well as its application and prospect in modern poul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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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袁人们一直认为动物采食的日粮蛋白质
在消化道内降解成小肽和游离氨基酸袁 游离氨基酸
可以被动物直接吸收利用袁 而小肽只有进一步降解
成游离氨基酸才能被利用遥 后来发现袁蛋白质降解产
生的小肽也能被动物直接吸收遥 从此袁小肽在动物营
养中的应用开始了广泛的研究遥 近几年来的试验研
究证明袁小肽是蛋白质的主要消化产物袁在氨基酸的
消化尧 吸收和代谢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遥 最近袁许
多研究者在家禽上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袁 为小肽营
养在家禽养殖中的应用做了积极的探索袁 取得了较
大的进展遥
1 小肽的概述

1.1 小肽的概念和分类

肽是分子结构介于氨基酸和蛋白质之间的一类

化合物袁氨基酸是构成肽的基本基团遥 含氨基酸残基

50个以上的通常称为蛋白质袁 低于 50个氨基酸残基
的称为肽袁肽中氨基酸残基低于 10个的称为寡肽袁含
2或 3个氨基酸残基的为小肽[1]遥

按其所发挥的功能把小肽分为两大类袁即功能性
小肽和营养性小肽遥功能性小肽指能参与调节动物的
某些生理活动或具有某些特殊作用的小肽袁 如抗菌
肽尧免疫肽尧抗氧化肽尧激素肽尧表皮生长因子等遥营养
性小肽是指不具有特殊生理调节功能袁只为蛋白质合
成提供氮架的小肽[2]遥
1.2 小肽的吸收特点

小肽的吸收具有转运速度快尧耗能低尧载体不易
饱和等特点曰而游离氨基酸却是吸收慢尧载体易饱和尧
吸收时耗能大遥而且小肽的吸收可避免与氨基酸吸收
之间的竞争[3]遥 因此袁小肽的吸收优于氨基酸袁具体表
现如下院淤较氨基酸吸收快速袁原因是没有氨基酸之
间的拮抗作用袁而且载体不容易饱和遥 于以完整的形
式被机体吸收袁当动物合成机体蛋白质时小肽可以作
为合成体蛋白的直接原料袁而不必从氨基酸水平来合
成体蛋白袁能节省大量能量遥盂低耗能袁肽相对于氨基
酸来说袁吸收具有低耗或不需消耗能量的特点遥 肽通
过十二指肠吸收后袁直接进入血液循环袁将自身能量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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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输送到机体各个部位遥榆肽吸收较氨基酸具有不
饱和的特点遥 虞肽以氨基酸为底物袁可能有成百上千
种组合遥

另外袁肽的功能优于大分子蛋白质袁表现在院淤肽
是体现信息的信使袁能引起各种各样不同实效的正性
或异性生理活动和生化反应调节曰于活性高袁如抗菌肽
在体内的表达量很少袁但是对许多革兰氏阴性菌和革
兰氏阳性菌有强大的杀伤力曰盂分子量小袁易于改造袁
易于化学合成袁而大分子蛋白质则不具备这一特点遥
2 小肽的功能

小肽在肠道能与特殊受体结合袁 促进动物胃肠
道的生长发育袁提高胃肠道消化尧吸收功能袁部分小
肽可被吸收进入血液循环系统袁调节机体免疫机能袁
并通过生长轴调控动物生长袁 充分发挥动物的生产
潜能遥
2.1 促进氨基酸的吸收利用及机体蛋白质的沉积

目前袁 家禽日粮中氮源的供给形式大致可分为院
淤低蛋白质补充合成氨基酸日粮曰于高蛋白氨基酸平
衡日粮曰盂低蛋白质补充小肽氨基酸平衡日粮遥 饲粮
中不同的氮源供给形式影响家禽蛋白质沉积效率遥
Boza 等渊1995冤研究表明袁以小肽形式作为氮源的饲
粮袁 其蛋白质沉积效率高于相应的以氨基酸或完整
蛋白作为氮源的饲粮遥 在血液循环中小肽能直接参
与组织蛋白合成遥 此外袁肝脏尧肾脏尧皮肤和其它组织
也能完全利用小肽袁其中肾脏是消化吸收肽和再捕获
氨基酸的主要场所遥 施用晖等渊1996冤研究发现袁日粮
蛋白质完全以小肽形式供给鸡袁 赖氨酸吸收速度不
再受精氨酸影响[4]遥 侯艳红等用法氏囊活性肽渊BS冤对
SPF渊无特定病原冤鸡研究发现袁BS确有提高体增重和
饲料转化率的效果袁但 BS的使用效果与使用剂量和
使用方法有关[5]遥 萨仁娜等[6]应用那西肽对艾维茵肉
仔鸡试验同样证明那西肽能够提高日增重袁 其原因
可能与小肽在体内能迅速吸收有关遥 另外袁蛋白质合
成率与动尧静脉氨基酸差值存在相关性袁在吸收状态
下袁其差值越大袁蛋白合成率越高遥 由于小肽吸收速
度快袁吸收峰高袁因此能快速提高动尧静脉氨基酸差
值袁从而提高蛋白质合成效率遥
2.2 提高矿物质元素的利用率

有些小肽具有与金属结合的特性袁可与 Ca2+尧Zn2+尧
Cu2+和 Fe2+等离子形成螯合物袁增加其可溶性袁从而促
进 Ca2+尧Zn2+尧Cu2+和 Fe2+的被动转运及在体内的贮留[7]遥
张滨丽渊2000冤报道袁酪蛋白磷酸肽渊CPP冤水解产物中袁
有一类含有可与 Ca2+尧Fe2+结合的磷酸化丝氨酸残基袁

能够提高其溶解性[8]遥 肉类水解产物中的肽能使亚铁
离子的可溶性及吸收率提高遥施用晖等渊1996冤研究证
明袁 在蛋鸡日粮中添加小肽制品后袁 血浆中的 Fe2+尧
Zn2+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袁蛋壳强度提高[9]遥 以上实验
证明袁小肽能促进矿物元素的吸收和利用遥
2.3 提高生产性能

在蛋鸡基础日粮中添加小肽后袁其产蛋量和饲料
转化率显著提高遥 小肽能提高动物的生产性能袁可能
与肽链的结构及氨基酸序列有关遥施用晖等渊1996冤报
道袁在蛋鸡基础日粮中添加肽制品后袁其产蛋率和饲
料转化率显著提高袁蛋壳强度也有提高的趋势[9]遥
2.4 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

小肽能够加强有益菌群的繁殖袁促进菌体蛋白的
合成袁增强抗病力遥有研究结果表明袁小肽能有效刺激
和诱导小肠绒毛膜刷状缘酶的活性上升袁并促进动物
的营养性康复遥 Jelle渊1981尧1982冤研究结果表明袁茁-酪
蛋白水解产生的三肽和六肽可促进巨噬细胞的吞噬

作用遥Storia渊1994冤以猪骨髓的一段 cDNA为模板合成
的一种小肽袁 对革兰氏阳性尧 阴性菌都有抑制作用遥
Andeson渊1995冤从猪小肠中分离出一段 NK-赖氨酸寡
肽袁对大肠杆菌等有抑制作用遥
2.5 生理调节作用

小肽可直接作为神经递质袁间接刺激肠道受体激
素或酶的分泌而发挥作用遥 如 茁-酪蛋白水解生成的
酪啡肽渊7耀10个氨基酸残基冤袁其氨基酸排列顺序与内
源阿片肽的末端排列顺序相似遥 从 茁-酪蛋白水解产
物中进一步纯化出的五肽渊Tyr-Pro-Phe-Gly-Ile冤和四
肽渊Tyr-Pro-Phe-Pro冤袁在体外均有阿片肽的活性遥 乐
国伟等渊1997冤报道袁小麦谷物蛋白的胃蛋白酶水解物
中同样存在阿片肽的前体袁 它可完整地进入血液循
环袁作为神经递质而发挥生理活性作用遥
2.6 其它功能

小肽能阻碍脂肪吸收袁并能促进野脂质代谢冶遥 因
此袁在保证摄入足够量肽的基础上袁将其它能量组分
减至最低袁可达到减少体脂沉积的目的袁而且可以避
免其它方法渊如限食加运动冤的负面效果渊如肌肉组织
丧失袁体质下降冤遥 在集约化蛋鸡生产中袁高产蛋鸡通
过摄取含肽饲料保持体重袁维持高生产性能遥 另外有
研究发现袁在鸡蛋蛋白中提取的某些肽能促进细胞生
长和 DNA合成遥
3 小肽在家禽生产中的应用效果

小肽产品应用到家禽饲料中袁 具有促进家禽生
长袁提高饲料转化率袁改善产品品质和家禽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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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遥 张爱忠等渊2002冤在黑凤鸡日粮中添加 0.5%
的小肽制剂袁可以提高黑凤鸡采食量尧产蛋率尧饲料转
化率和蛋壳强度[10]遥萨仁娜等渊1997冤报道袁1耀6周龄肉
仔鸡饲喂那西肽组平均日增重比对照组提高

11.43%曰 并且那西肽还能缓解因维生素缺乏而造成
的体重下降[6]遥在肉仔鹌鹑饲料中添加小肽制品袁对其
生长有明显促进作用袁且肉仔鹌鹑增重和饲料报酬均
有明显提高遥 乔治亚大学研究人员以 1%递减量将小
鸡开食料中的粗蛋白质水平从 23%减到 18%袁但保持
含硫氨基酸尧赖氨酸尧精氨酸尧色氨酸尧苏氨酸尧异亮氨
酸和缬氨酸的浓度与含 23%粗蛋白的日粮相等袁经回
归分析袁 结果表明袁 为了达到最佳生长率至少需要
21.5%的粗蛋白袁肽与 FAA之比应高于 151袁否则生长
受阻[11]遥 施用晖等渊1996冤在产蛋鸡饲粮中添加大分子
酪蛋白水解物袁使血浆中二肽尧三肽含量和大分子肽
种类和数量发生改变袁并使蛋鸡产蛋率和饲料转化率
显著提高袁蛋壳强度也有提高趋势[9]遥乐国伟等渊1997冤
试验证实袁 鸡对寡肽的氨基酸吸收快于游离氨基酸袁
一部分以完整的形式吸收进入血液循环 [12]遥 张鹏等
渊2005冤在蛋雏鸡饲粮中添加 0.6%小肽使体重比对照
组提高 21.41%渊P<0.05冤袁而且雏鸡血清 T3浓度较对照
组提高了 171.51%(P<0.05)袁血清胰岛素浓度较对照组
提高了 37.26%袁但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13]遥 有资料指
出袁 血液 T3水平与禽类生长呈正相关 [14]遥 据霍淑娟
渊2000冤 报道袁 鸡口服氨基酸混合物刺激胰岛素的释
放袁多种氨基酸如精氨酸尧组氨酸尧赖氨酸袁脂肪酸和
矿物质均可引起机体激素水平的变化[15]遥 由此可见袁
小肽可以提高鸡的生长速度袁其机制之一可能是通过
下丘脑原垂体原甲状腺轴及胰腺调控代谢过程来实现遥
刘卫东等渊2006冤报道袁添加小肽使肉仔鸡的增重尧饲
料效率和经济效益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袁其中
尤以添加 0.4%的小肽组最好[16]遥由于小肽能提高蛋白
质的利用率袁因而减少了粪中的氮含量袁也减少了鸡
舍内空气中的氨气和硫化氢等有害气体的含量袁对于
减少环境的污染和保证鸡只的健康有良好的作用遥
4 小肽的应用前景

小肽营养必需性已被许多试验所证实袁与游离脂
肪酸相比袁小肽在吸收率和利用率上的优势已经逐渐
被人们认可遥日粮配制时在满足各种氨基酸需要的基
础上要尽量多的提高以小肽形式存在的蛋白原料袁这
样可以显著地提高生产性能和经济效益遥探索小肽吸
收代谢及其作用形式袁为进一步发展蛋白质营养理论
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曰着手开发和研制廉价尧高效尧安

全和无污染的小肽制品并应用于家禽生产实践袁对于
充分利用蛋白质资源袁 改变我国蛋白质资源紧张局
面袁提高家禽及畜牧业整体生产水平大有益处遥

应用生物技术来生产生物活性小肽具有良好的

前景袁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袁应用转基因技术表达生
产含有不同种类生物活性片段的蛋白质袁成为研究蛋
白质的生物活性的重要工具袁使高效尧大量地获得活
性肽制品成为可能遥 利用活性肽的抑菌特性袁调节动
物的消化尧神经尧内分泌系统及免疫机能袁可减少抗菌
素的使用袁从而改善动物生产的安全性袁提高蛋白质
的营养作用和畜禽生产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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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刍 动 物 小 肽 营 养 研 究 进 展
史 良 刁其玉 杨 勇

传统的代谢模型认为袁蛋白质必须水解成氨基酸
后才能被吸收利用遥 但近几十年的研究表明袁不同来
源的饲料在氨基酸利用率上存在差异袁而且当动物采
食按理想氨基酸模式配制的纯化日粮或氨基酸平衡

的低蛋白日粮时袁 不能得到最佳生产性能和饲料效
率遥 经过深入研究袁人们认识到动物对蛋白质的需要
不能完全由游离氨基酸来满足袁为了达到最佳生产性
能袁还需要一定数量的肽袁特别是小肽遥

当蛋白质以小肽形式供给时袁可提高动物对蛋白
质的利用率袁进一步发挥动物的生产潜能袁具有增强
动物免疫能力尧改善动物产品品质等重要作用遥Argyle
等渊1989冤证明袁肽或肽和氨基酸的混合物比单独以氨
作为氮源更能促进微生物生长遥 Armstead等渊1993冤认
为肽是瘤胃微生物蛋白质合成的重要底物遥Russell等
渊1983冤尧Chen等渊1987冤的研究结果均表明袁肽的摄取
是瘤胃蛋白质降解的限速步骤遥反刍动物蛋白质营养
的研究已进入肽营养研究阶段袁小肽营养在反刍动物
生产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遥
1 小肽的吸收途径与吸收部位

反刍动物对小肽的吸收与单胃动物不同遥研究发
现袁在反刍动物体内存在着两套吸收系统袁肠系膜系
统和非肠系膜系统渊Webb袁1990冤遥 一般情况下袁消化
道中的小肽在瘤胃尧网胃尧瓣胃尧皱胃和十二指肠等部
位的吸收是以非肠系膜系统进行的曰在空肠尧结肠尧回
肠尧 盲肠等部位是以肠系膜系统进行的遥 Dirienzo等
渊1990冤分别测定了绵羊氨基酸和肽的吸收袁从肠系膜
吸收的游离氨基酸为 36.74g/d袁 以肽的形式吸收的氨
基酸为 52.01g/d曰 从非肠系膜吸收的量分别为 4.51g/d
和 308.4g/d遥由此可见袁非肠系膜系统是反刍动物肽吸
收的主要途径遥 Matthews渊1991冤用离体瘤胃上皮细胞
和瓣胃上皮细胞研究小肽的吸收情况时进一步发现袁
瘤胃上皮细胞和瓣胃上皮细胞对小肽的吸收是不饱

和的被动扩散过程袁 瓣胃上皮细胞吸收小肽的能力要

强于瘤胃上皮细胞遥因此袁反刍动物吸收肽的主要部位
是瓣胃袁其次是瘤胃等其它非肠系膜和肠系膜系统遥
2 小肽的吸收机制和特点

2.1 中间载体转运体系

肠细胞对游离氨基酸的主动转运有 源类系统:中
性氨基酸尧碱性氨基酸尧酸性氨基酸和亚氨基酸系统遥
它们是逆浓度梯度转运,通过不同的 Na+泵和非 Na+泵
系统而进行渊Matthews袁1991冤遥小肽也是逆浓度梯度转
运袁 主要依赖 匀+浓度 渊Takuwa 等袁1985曰 Matthews袁
1987冤 或依赖 Ca圆+离子浓度转运渊Vincenzini袁1989冤遥
Daniel等渊1994冤研究认为袁小肽转运的动力来自质子
的电化学梯度,质子向细胞内转运的动力产生于刷状
缘顶端细胞的 H+/Na+互转通道的活动遥 当小肽以易化
扩散的形式进入细胞时, 引起细胞的 pH值下降袁Na+/
H+通道被活化袁H+被释放出细胞,细胞的 pH值得以恢
复到原始水平遥 当缺少 H+梯度时袁依靠膜外的底物浓
度进行曰当存在细胞外高内低的 H+浓度袁则以底物浓
度的生电共转运系统逆底物浓度进行转运遥 Fei 等
渊1994冤用微电极测定载体 PepT1在转运 Gly-Sar的前
后细胞内的 pH值袁结果发现袁pH值由 7.22降到 7.0袁
这说明袁 此种跨膜转运是与 匀+的跨膜转运一起进行
的袁如果改变环境的 pH值袁就会影响 Gly-Sar的转运遥

Vincerini渊1989冤报道袁谷胱甘肽的跨膜转运与Na+尧
K+尧Li+尧Ca2+尧Mn2+的浓度梯度有关袁 而与 H+浓度无关遥
由于谷胱甘肽在生物膜内具有抗氧化功能,因而谷胱
甘肽转运系统可能具有特殊的生理意义遥
2.2 主动转运系统

它完全不同于肠细胞对游离氨基酸的主动转运袁
是一个独立的过程遥 Takuwa等渊1985冤首次证实,在氢
离子浓度存在下的囊泡膜刷状缘肽的主动加速转运袁
这种转运方式在缺氧或添加代谢抑制剂的情况下被

抑制遥
2.3 渗透扩散

Matthews 等渊1991冤用放免和非放免标记法进行
瘤胃尧瓣胃粘膜组织体外培养吸收肽的研究,将瘤胃尧
瓣胃上皮置于联体生活室渊Parabiotic chambers冤中袁其
粘膜表面是含有各种二肽浓度的 pH值为 6.0的缓冲
液袁浆膜表面是不含肽的 pH值为 7.4的缓冲液袁生活
室持续充氧袁39益下孵育遥 结果发现袁浆膜表面的肽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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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随粘膜表面肽的浓度升高而呈线性增加袁并且瓣胃
上皮浆膜表面肽的浓度是瓣胃上皮粘膜表面的 10
倍遥 该结果提示袁瘤胃和瓣胃内肽的吸收机制是渗透
扩散袁而不是中间载体转运遥

小肽的吸收具有速度快尧耗能低尧不易饱和袁且各
种肽之间转运无竞争性与抑制性等特点渊Rerat等袁
1988冤袁再加上肽本身对于氨基酸或肽转运的促进作用袁
动物对肽中氨基酸残基的吸收比对游离氨基酸的吸

收更迅速尧更有效遥在动物体内袁小肽与游离氨基酸两种
吸收机制袁 有助于减轻由于游离氨基酸相互竞争共同
吸收位点而产生的吸收抑制袁进而影响其蛋白质代谢遥
3 反刍动物对小肽的代谢

蛋白质在反刍动物瘤胃内能降解成大量的小肽袁
小肽在瘤胃内的代谢主要由瘤胃微生物的肽酶完成

且以外切酶为主渊Wallace等袁1990冤遥 肽分子量的大小
对其利用途径有影响袁细菌对大分子肽的摄取速度比
对小分子肽和氨基酸的摄取速度快袁使大分子的肽更
容易转化为菌体蛋白遥Broderick等渊1988冤研究了混合
瘤胃微生物对中性肽的代谢袁发现含有 3个丙氨酸残
基的肽比其它中性二肽尧三肽的代谢快袁其次是 Leu
渊Gly冤2尧Gly渊Ala冤2袁然后是其它中性三肽尧二肽代谢速
度相似袁 但 Gly原Pro较慢袁渊Ala冤2代谢较 Gly原Pro快袁
在由丙氨酸残基构成的肽中袁三肽大于四肽袁然后是
五肽袁二肽最慢遥由此可见袁分子量大小对肽代谢有影
响袁 而且肽链的氨基酸序列对肽的利用率也有影响遥
通过研究 Lys原Pro渊赖氨酸原脯氨酸冤肽尧Lys原Ala渊赖氨
酸原丙氨酸冤肽尧Met原Ala渊蛋氨酸原丙氨酸冤肽的效应发
现袁前两种肽的代谢速度比后一种肽慢 4倍遥
4 小肽对反刍动物的营养作用

4.1 小肽对瘤胃微生物的调控作用

尽管大多数瘤胃微生物能利用氨和氨基酸作为

氮源生长袁但是肽合成微生物蛋白质的效率高于氨基
酸渊Wright袁1967冤遥 美国 Cornell模型认为,发酵结构性
碳水化合物的微生物不能利用肽遥 英国 Rowett模式
也用纯培养试验证明纤维素分解菌对肽没有反应遥但
李俐渊2000冤通过对瘤胃微生物发酵产气量尧总 VFA
生成量和微生物合成量 3个主要指标研究证明,肽能
显著提高纤维素分解菌的活力和粗纤维的降解率遥肽
对瘤胃微生物生长的效应是加快微生物的繁殖速度袁
缩短细胞分裂周期袁瘤胃细菌的生长速度在有肽时比
有氨基酸时快 70豫遥 Chen等渊1987冤发现奶牛瘤胃液
内肽不足是限制瘤胃微生物生长的主要因素遥另一些
研究者如 Hooever渊1991冤已经证明袁肽是瘤胃微生物
达到最大生长效率的关键因子袁对瘤胃微生物蛋白质

合成量尧小肠内氨基酸组成和微生物对粗饲料的降解
有着重要影响遥 Cotta渊1986冤研究表明袁一定浓度的肽
能够显著降低某些细菌如 Butyrivibrio Fibrisolvens 的
蛋白质分解活性袁 进而抑制了蛋白质降解生成 NH3遥
Broderick渊1989冤研究证实了高浓度肽抑制了完整酪
蛋白转变成 NH3袁同时也发现袁随着连续培养液中肽
浓度的升高, 蛋白质的降解呈线性下降遥 姜宁渊2005冤
认为袁奶牛日粮中添加小肽袁则有较多的过瘤胃蛋白
质在小肠内消化尧吸收遥
4.2 小肽对反刍动物生产性能的影响

从营养角度来讲袁提高奶牛乳蛋白的措施袁主要
是在满足奶牛乳腺总氮需要量的前提下袁为奶牛乳腺
提供合成乳蛋白所需最佳的氨基酸模式遥 经研究证
明袁小肽可以促进氨基酸的吸收遥 Backwell等渊1997冤
的研究表明袁组氨酸是以短肽的形式直接参与蛋白质
的合成遥 Pocius等渊1981冤认为袁血浆中的游离半胱氨
酸不能满足合成乳蛋白的需要袁而来自谷胱甘肽在乳
腺 GTP酶的作用下降解为甘氨酸及胱氨酸袁 可作为乳
蛋白合成的原料袁促进乳蛋白质合成遥 曹志军等渊2004冤
试验结果表明袁荷斯坦牛日粮中添加小肽比不添加小
肽能较明显地提高乳蛋白率渊孕<0.05冤袁同时添加保护
性小肽比添加普通小肽产奶量提高10.91%遥 王恬等
渊2004冤试验表明袁添加小肽营养素后袁无论是乳蛋白
还是乳脂率袁试验组均比对照组有所提高袁且随着小
肽营养素添加浓度的增加有提高的趋势袁小肽营养素
对乳品质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遥
4.3 小肽对营养物质消化率的影响

蛋白质是细胞的主要组成成分袁它涉及动物大部
分生命攸关的化学反应袁在生命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遥动物日粮中蛋白质的水平高低和品质优劣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其它营养物质的消化尧吸收代谢过程
渊李峻成袁2004冤遥 Nielsen渊1994冤认为袁小肽的迅速吸收
及其对内分泌的作用袁 可能进一步影响动物的氮沉
积尧组织蛋白质周转代谢遥 Siddons渊1975冤通过在绵羊
日粮中添加不同水平的小肽蛋白替代植物蛋白渊各处
理组总蛋白水平相同冤袁 发现动物对能量的利用率有
显著的提高渊P<0.05冤曰Boza渊1995冤也在试验中证明了
这一结果遥 李丽立等渊2004冤的试验结果表明袁通过给
山羊灌注或饲喂小肽能显著提高钙的表观消化率遥
5 影响小肽吸收利用的因素

小肽的吸收与其理化性质有一定关系袁一般小肽
比多肽尧L型比 D型尧中性比酸碱性肽更容易吸收遥研
究结果表明袁反刍动物瘤胃细菌对大分子肽的摄取速
度比小分子肽和氨基酸摄取速度快 渊Chen等袁1987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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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derick 等袁1988冤袁 且利用效率更高 渊Hoover 等袁
1991冤袁细菌对低分子量的蛋白质降解产物渊小分子量
的肽和氨基酸冤发酵较快袁但高分子肽更容易转化为
菌体蛋白质渊Wright袁1967冤遥由于反刍动物存在肽的非
肠系膜吸收袁且肽可被瘤胃微生物和组织利用袁故通
过加保护剂可改变小肽的吸收遥程茂基等渊2004冤通过
体外培养发现袁反刍动物对瘤胃液肽的摄取量和摄取
率显著高于大豆肽渊P<0.05冤和玉米肽渊P<0.05冤袁表明
肽的结构和来源不同能影响其吸收和利用遥
6 小结

小肽的营养作用和功能已被许多实验所证实袁在
反刍动物生产中的应用已逐步被人们所重视袁由于反
刍动物具有特殊的消化系统袁其肽营养的研究还需进
一步的完善遥 同时袁肽制品的应用对于有效利用蛋白
质,节约蛋白质资源袁充分发挥反刍动物生产潜能提
供了新途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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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秀华 张克英

摘 要 阿朴脂蛋白 A-IV（apoA-IV）作为一种载脂蛋白，是调节血浆脂蛋白代谢家族中最大的
成员。在哺乳动物中，apoA-IV主要是由小肠绒毛上皮细胞在脂肪吸收时合成，然后通过刚合成的乳
糜微粒表面进入循环。apoA-IV在人类和啮齿类动物肠道中广泛存在，主要由小肠和肝脏分泌，其合
成和分泌受乳糜微粒合成、PYY、Leptin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其生理作用众多，除了调节小肠脂肪
的吸收和乳糜微粒的组装，对动物摄食、胃排空及脂肪氧化等都有抑制作用，此外，还能增加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的循环，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等。文中仅对 apoA-IV在小肠的合成和分泌的调控及其
在摄食方面的作用进行综述。

关键词 阿朴脂蛋白 A-IV；摄食；抑制
中图分类号 S852.21

阿朴脂蛋白 A-IV (Apolipoprotein A-IV袁apoA-IV)
的发现已经有近 40年的历史渊Swaney等袁1977冤袁它是
一种分子量为 46kDa的血浆蛋白遥 它的发现袁引起了各
国学者的浓厚兴趣袁纷纷对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研究遥
1 apoA-IV的结构

apoA-IV分子中含有 396个氨基酸袁N 末端为甘
氨酸袁C末端为赖氨酸遥 apoA-IV有几个结构特征袁其
氨基酸序列包含了几个脯氨酸的 茁-螺旋袁 其两性分
子的 琢-螺旋是亲水的袁 而且还具有一个放射性的电
荷区域袁使之很难穿透脂肪的凝聚单层遥 因此袁 apoA-
IV 对脂肪的亲和力和表面张力是所有阿朴脂蛋白中
最低的遥 apoA-IV的 C端具有一个独特的高度保守的
四肽重复序列 EQ渊Q/A/V冤Q遥 但肉鸡和哺乳动物的
apoA-IV又有所不同袁虽然它们最初也是在小肠中合
成袁 也包含非 N要连接的糖基化位点遥 但肉鸡的
apoA-IV具有更多的疏水蛋白袁 有更长的 琢-螺旋疏
水域袁 有更短的亲水域袁 并且它的一级结构是在第
384个氨基酸位置被酶切的多肽遥 因此袁其缺乏哺乳
动物特有的 C端 EQQQ结构袁 肉鸡的 apoA-IV可能
是哺乳动物 apoA-IV的前体袁而且哺乳动物 apoA-IV
C端区域可能是在进化中为了更有利于新的生理功
能作出的结构性改变遥

2 apoA-IV合成和分泌的调控
2.1 脂类吸收对 apoA-IV合成与分泌的影响

早期的研究表明袁apoA-IV的产量是受脂肪吸收
所刺激的遥 Hayashi等渊1990冤研究表明袁事实上 apoA-
IV的输出量与脂肪吸收和消化尧 摄取或者脂肪酸的
再酯化等并无关系袁准确地说它只是依赖于乳糜微粒
渊CM冤的形成遥Hayashi等渊1990冤发现袁当用 L-81渊一种
乳糜微粒合成的抑制剂冤终止 CM的形成时袁由脂肪
吸收引起的 apoA-IV的合成就被终止遥而大量的脂肪
都堆积在黏膜细胞内质网上袁该结论后来也被其他学
者所证实遥 Kalogeris渊1996冤报道袁小肠淋巴 apoA-IV
的转运随着小肠甘油三酯渊TG冤转运水平的稳定增加
而呈梯度增加遥但脂肪吸收引起的 apoA-IV合成增加
是通过复制还是转录调节的曰 不同类型的甘油三酯
渊比如院饱和的尧不饱和的或者多不饱和脂肪酸冤对小
肠上皮细胞 apoA-IV 的分泌是否具有相同的刺激效
应袁当时并没弄清楚遥为此袁Kalogeris做了进一步的研
究袁 他将不同长度脂肪酸灌注进小鼠的十二指肠袁结
果表明袁 淋巴 apoA-IV产量依赖于乳糜微粒的转运遥
当灌注 14个碳或者大于 14个碳的脂肪酸渊C-14尧C-
18尧C-20冤时袁脂肪的转运主要是形成乳糜微粒通过淋
巴途径转运遥同时他还观察到淋巴 apoA-IV的分泌显
著增加遥 但是袁当在小鼠十二指肠灌注中等长度或者
短链脂肪酸渊辛酸尧C-8尧奶油尧C-4冤时袁脂肪主要通过
静脉转运袁并且不会引起 apoA-IV含量的变化遥因此袁
他认为短链脂肪酸不能影响肠道 apoA-IV 合成和分
泌遥 但 Gonzalez Vallina用初生仔猪做实验袁在其小肠
中灌注中长度链的脂肪酸渊C-8和 C-10冤和长链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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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酯的混合物袁结果发现空肠的 apoA-IV mRNA的表
达和合成增加袁所以我们认为袁短链脂肪酸在不同种
动物中对 apoA-IV的合成分泌影响效果有所不同遥

关于乳糜微粒的形成是怎样作为一种转导信号

来刺激 apoA-IV的合成的袁或者是否是转导信号进入
时就产生袁该过程发生在细胞内还是在细胞外袁这些
还知之甚少遥但是袁我们知道袁其并不涉及中枢神经系
统袁因为切除迷走神经并不影响小肠脂肪吸收所引起
的小肠 apoA-IV的合成遥 apoA-IV主要是由小肠绒毛
上皮细胞合成袁 而且它的合成在空肠比在回肠更高遥
Patrick渊1999冤通过免疫着色试验发现袁用脂肪灌注大
鼠袁 在空肠内所有上皮细胞绒毛上部和下部都有
apoA-IV存在曰回肠内 apoA-IV则主要存在于小肠绒
毛的上部遥 这些结果表明袁空肠所有上皮细胞和回肠
的小肠绒毛都有合成 apoA-IV的能力袁而且该合成显
著的受脂肪吸收所影响遥 同时也表明袁大多数脂质是
以乳糜微粒的形式被吸收的袁 而发生部位主要在空
肠遥 将小肠上皮细胞高度放大后观察袁 可以看到
apoA-IV是以颗粒的形式集中的袁主要存在于无细胞
核的区域上袁 但在脂肪灌注后袁apoA-IV的着色延伸
到整个细胞质中遥 此外袁淋巴内的 apoA-IV分泌在动
物胃肠道还表现出一定的生理节律性遥 Fukagawa
渊1994冤在大鼠中的研究表明袁apoA-IV的分泌量在摄
食前就开始增加袁在晚间摄食中达到高峰渊见图 1冤遥

a a a,b a,c

d
b,c,d c,d

a,c
a

胆汁未转移

胆汁已转移

白天 白天黑夜210
180
150
120

90
60
30

0 9:00 12:00 15:0018:0021:00 24:00 3:00 6:00 9:00
时间

注院图中各点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图 1 apoA-IV的分泌量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同时袁 我们可以看出袁apoA-IV的生理节律性与
淋巴甘油酯尧磷脂和胆固醇输出量也密切相关遥 胆汁
转移可减少淋巴 apoA-IV产量 67%尧 胆固醇 81%尧甘
油酯和磷脂都是 90%袁 此外袁 胆汁转移可完全破坏
apoA-IV输出量的生理节律性遥

Davidson渊1986冤已经证明袁胆汁转移能通过肠道
黏膜显著减少 apoA-IV 的合成遥 因此袁完整的肠肝循
环对正常的淋巴 apoA-IV含量以及它的生理节律性
是非常必要的遥
2.2 酪氨酸-酪氨酸肽渊PYY冤对 apoA-IV合成和分泌
的影响

近来研究已经证明 袁CM 的形成并不是刺激
apoA-IV合成和分泌的唯一机制遥 Patrick渊1999冤由十
二指肠给大鼠灌注不同剂量的甘油三酯袁并测定在小
肠的不同区段脂肪的含量和 apoA-IV的合成水平遥发
现在小肠近端 1/2区段含有较多的脂肪袁apoA-IV 的
合成则在肠的近端 3/4区段袁但在那些含脂肪量极少
的区段也有合成遥 这说明除了脂肪的转运袁可能还有
其它的因素可以刺激小肠合成 apoA-IV遥 为此袁各国
学者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以比较脂肪近端肠道和远端

肠道灌注对 apoA-IV合成的影响遥 Ralogeris发现十二
指肠灌注脂肪与灌注葡萄糖生理盐水比较袁其 apoA-
IV的合成和 mRNA表达水平升高了 2耀3倍袁 但回肠
中的水平不受影响遥 Patrick的研究表明袁由十二指肠
灌注脂肪袁到达回肠的量极少袁因此对回肠 apoA-IV
分泌影响很小遥 反之袁由回肠灌注脂类可同时引起回
肠和空肠的 apoA-IV的合成增加遥用一种装有空肠或
回肠瘘装置的大鼠进行试验袁结果表明袁回肠灌注脂
类可诱导近端空肠 apoA-IV合成增加袁这种合成不依
赖空肠是否有脂肪的存在遥 这说明肠道的远端存在一
种可以刺激近端肠道 apoA-IV合成的信号遥 这一发现
有重要的生理意义袁因为远端小肠在控制胃肠道功能
方面起重要作用遥 营养物质渊尤其脂类冤传送到回肠后
抑制胃排空袁减少肠的蠕动和对食物的传送袁减少胰
腺分泌袁抑制食物的摄入袁这些作用统称为野回肠制动
机制冶袁 而且看起来均与远端小肠释放的一种或多种
肽类激素有关遥 传统上认为这些作用仅是未被消化的
营养物质被非正常地传送到远端小肠而引起的袁例如
消化不良遥 最近的研究认为袁在正常情况下营养物质
也可以到达肠道远端袁因为在刚摄取食物后袁胃排空很
快 遥 我们最近用 3H标记的三油酸甘油酯制成的乳化
剂给动物灌胃袁15耀30min内袁被 3H标记的脂类分布于
整个肠道袁 有 10豫耀15豫分布于回肠和盲肠的结合部遥
在摄入食物至少 4h后袁 仍有相当多存留于肠道远端遥
脂类对小肠合成 apoA-IV的刺激作用可在 15耀30min
内迅速发生并且遍及整个肠道袁包括回肠遥 因此袁即使
在正常情况下袁 有比原来认为更长的肠道与脂类吸收
和胃肠功能的控制有关遥总之袁野回肠制动机制冶在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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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肠道功能和脂肪吸收的控制方面起重要作用袁最可
能介导野回肠制动机制冶这一现象的物质是 PYY遥

PYY是一类包括胰多肽和神经肽 Y在内的多肽
家族中的一员袁其主要由回肠和大肠中内分泌细胞合
成袁而一般在应答肠道养分袁特别是长链脂肪酸时释
放遥 现在袁 我们已经有证据表明袁PYY 能刺激空肠
apoA-IV合成和分泌遥 持续对小鼠静脉注射生理剂量
的 PYY渊将 PYY维持在一个水平以便与脂肪吸收时进
行比较冤 能显著增加淋巴 apoA-IV 的合成和转运遥
Kalogeris渊1996冤进一步研究表明袁PYY引起空肠apoA-
IV合成的刺激作用可能是作用于翻译阶段而非转录
阶段袁因为 apoA-IV的 mRNA水平并没有发生变化袁
而合成却显著增加袁这和脂肪吸收引起的 apoA-IV合
成增加有所不同遥 他发现袁将大鼠的迷走神经切断并
不能阻断由脂肪吸收而引起的空肠 apoA-IV合成曰但
当脂肪被直接灌注到回肠中袁切断迷走神经则可完全
阻断空肠 apoA-IV合成的增加遥 因此袁 脂肪对空肠
apoA-IV 的合成和分泌的刺激作用是被某种因素渊可
能是 PYY冤所介导的袁此种介导物质反过来发挥中枢
性作用并通过迷走神经把信号传送到肠道遥这证明了
胃肠道激素在调控肠阿朴脂蛋白表达和分泌中的作

用袁从而在胃肠生理学研究中将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
结合起来遥 Batterham 渊2002冤已经证明了 PYY在抑制
动物摄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遥他们得出这样的结
论袁PYY渊3-36冤的释放与进餐后的食物在胃肠道中的能量
比例相关袁其抑制摄食袁并降低动物体增重遥 PYY渊3-36冤
也抑制大鼠摄食袁但对缺乏 Y2受体渊Y2R冤的大鼠却
无影响遥 因此袁 这提示了 PYY引起的厌食作用需要
Y2R遥 对人类而言袁饭后饮服标准浓度的 PYY渊3-36冤在
24h内能显著降低食欲和采食量遥 因此袁餐后 PYY渊3-36冤
水平的上升可能通过弓状核 Y2R 由肠道-下丘脑途
径抑制了摄食遥但是袁 PYY对 apoA-IV的介导是部分
介导还是完全的介导我们还不了解袁因此袁还有必要
对 apoA-IV基因敲除动物进行研究袁 考察 PYY对摄
食的影响遥
2.3 Leptin渊瘦素或瘦蛋白冤对 apoA-IV 合成和分泌
的影响

外源 Leptin能降低动物摄食量袁 增加能量的消
耗袁 动物肥胖和摄取高脂日粮时血浆 Leptin水平升
高遥 研究证明袁静脉注射 Leptin能显著削弱由活化脂
肪吸收引起的小肠 apoA-IV水平的增加遥特别是十二
指肠灌注脂肪后袁发现 apoA-IV免疫着色在空肠和回
肠分别被降低到正常水平的 50%和 65%渊P<0.05冤遥 后

来有研究还证明了小肠 apoA-IV的合成和分泌也是受
胰岛素调节的渊Attia袁1997曰Black和 Ellinas袁1992冤遥 胰岛
素和 Leptin的分泌都是与机体肥胖有关系的袁并且在
能量平衡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袁而 Leptin和胰岛素都能
调节小肠 apoA-IV的合成遥 所以袁apoA-IV可能与摄
食和体重的长期调节有关遥
3 apoA-IV对摄食的抑制作用

apoA-IV抑制摄食一种可能是通过抑制胃排空和
胃酸的分泌遥向小鼠体内注射纯化的 apoA-IV能抑制胃
酸的分泌渊Okumura袁1994曰1995冤和胃运动 渊Okumura袁
1996冤袁并存在剂量依赖性效应遥静脉注射相同剂量的
apoA-IV并不能引起胃的应答遥 因此袁Okumura渊1994冤
提出 apoA-IV起着一种肠抑胃素的作用袁 换句话说袁
就是一种由小肠释放的体液的中介物袁其作用是通过
脂肪的摄取袁体液性的抑制胃酸的分泌和胃运动遥 现
在袁关于 apoA-IV对摄食和胃功能的影响的直接关系
尚不清楚遥 apoA-IV可能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摄食
机制袁也可能是通过影响胃功能来影响摄食袁特别是通
过抑制胃排空渊McHugh和 Moran, 1985冤遥 最近的研究
证明了这样的假设袁apoA-IV在胃排空中起着中枢神
经系统的作用遥 小鼠禁食 24h 后进行细胞内注射
apoA-IV并且口腔插管法灌喂脂质食品袁用苯酚磺酞
的方法检测液体食物的胃排空袁 发现细胞内注射
apoA-IV能抑制胃排空袁并存在剂量依赖效应遥 另一
方面袁腹腔注射 apoA-IV却并不能改变胃排空遥 这些
结果表明袁apoA-IV在延迟液体食物胃排空中起着中
枢调控的作用遥 加之我们以前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袁
apoA-IV在抑制胃酸分泌中起着中枢调节的作用袁现
在的结果也支持了我们的这一假设袁即 apoA-IV参与
了脂质诱导对胃功能的抑制遥
3.1 对摄食的短期调控抑制

Fujimoto渊1993冤首次报道了apoA-IV 是一种饱感
因子遥 Patrick渊1999冤对试验大鼠植入静脉插管袁恢复 1
周袁开始饲喂实验遥 对禁食 24h的大鼠分别经静脉注
入 3种不同液体院淤生理盐水曰于由禁食大鼠肠道收
集到的淋巴液曰盂由未禁食并充分摄取脂肪的大鼠肠
道收集到的淋巴液遥 结果显示袁静脉注入由禁食大鼠
收集到的淋巴液与注入生理盐水比较袁对摄食的影响
很小曰注入由未禁食并充分摄入脂肪的大鼠的肠道淋
巴液则明显抑制前 30min 的摄食渊P<0.01冤袁但 30min
后这种抑制作用则消失遥 上述的研究结果表明袁淋巴
液中可能有一个或多个因素与食物摄入的抑制有关遥
在肠道处于脂肪吸收时袁淋巴液中的脂肪含量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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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耀15倍袁所以设想在乳糜样淋巴液中另有一种脂类
可能会引起食物摄入的抑制遥 Fujimoto等渊1992冤用单
独一组大鼠静脉注射 2ml稀释的脂类溶液袁其中含有
42滋mol的甘油三酯和 3.1滋mol的磷脂渊其成分与脂肪
吸收期间收集到的淋巴液成分一致冤袁 结果食物的摄
入没有被抑制袁说明乳糜样淋巴液对食物摄入的影响
并非由其所含有的脂类成分所引起遥 因此他推测袁如
果乳糜样淋巴液中的脂类成分没有抑制食物摄入袁那
么具有此作用的应是 apoA-IV袁因为它是唯一由小肠
分泌并且明显受脂类摄入刺激的载脂蛋白遥 L-81能
阻断脂类吸收对 apoA-IV合成的刺激作用袁 用 L-81
处理过的大鼠袁其淋巴液不能抑制食物的摄入遥 但是
未经 L-81处理过的大鼠袁 其淋巴液则有抑制食物摄
入的作用遥这也揭示 apoA-IV可能是乳糜样淋巴液中
抑制食物摄入的因子遥为了测定该抑制物是脂肪还是
apoA-IV袁Liu渊2001冤将禁食小鼠灌注 2%的脂肪乳剂袁
发现并不能抑制摄食遥 这个结果就表明袁乳糜的淋巴
液内抑制摄食的因子可能是 apoA-IV遥 为了证实这个
结果袁通过免疫着色将淋巴中的 apoA-IV 去除袁发现
该乳糜淋巴液就失去了对摄食的抑制作用遥 下一步袁
我们用纯化的 apoA-IV对禁食小鼠进行静脉注射袁发
现能抑制摄食袁并存在剂量依赖效应遥因此袁我们认为
乳糜淋巴液里的 apoA-IV 的增加是摄食脂肪后引起
厌食的因子遥 Tso渊2003冤在小鼠第三脑室内注入 0.5mg
的 apoA-IV并不能抑制摄食袁但更高剂量渊1mg或者
更高冤的 apoA-IV注入第三脑室能抑制摄食并存在剂
量依赖效应遥 Liu渊2001冤观察到袁apoA-IV抗体注入小
鼠第三脑室能迅速地导致白天摄食渊而小鼠白天基本
不采食冤遥 这也证明了 apoA-IV的产生和活化是非常
迅速的袁可能在摄食调控中起着饱感因子的作用遥 因
此袁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袁apoA-IV在控制摄食中袁可
能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发挥着作用遥 Rodriguez渊1997冤认
为袁摄取脂肪后血浆 apoA-IV 水平的增加是能足够快
速和足够量的让动物产生饱感遥因此袁证实了apoA-IV
在小鼠摄食中的短期调控作用遥
3.2 对摄食的长期调控作用

大量实验表明袁apoA-IV可能与动物长期摄食和
体重调节有关遥 首先袁外源给予 apoA-IV能调节自由
采食情况下的采食量遥 有实验结果证明袁apoA-IV在
静脉注射后能减少小鼠自由采食时的采食量 遥
Fujimoto 渊1993 )表明袁外源给予 apoA-IV能调控自由
摄食情况下的动物的采食量遥当对小鼠中枢神经系统
给予 apoA-IV抗血清时袁能刺激其白天的采食遥 相似

的结果在夜晚阶段也得到证实遥 其次袁 apoA-IV对摄
食的长期调控作用可能与淋巴和血清中的 apoA-IV
的生理周期是相关的遥Fukagawa渊1994冤报道袁当小鼠自
由摄食时袁血清和肠内淋巴的 apoA-IV都呈现出一定
的生理周期袁apoA-IV水平在夜晚比白天要高得多遥当
Fukagawa渊1994冤考察禁食小鼠血清中 apoA-IV 水平
时发现袁血清中 apoA-IV与满足摄食的小鼠呈现出相
似的生理周期袁但是袁对血清中 apoA-IV 浓度比较后
发现袁 在任何一个时间点袁 满足食物的小鼠血清中
apoA-IV浓度都显著高于缺乏食物的小鼠遥 这个结果
就表明了袁 尽管自由摄食极大地增加了血清中 apoA-
IV水平袁但并不能改变血清中 apoA-IV固有的生理周
期模式遥 这表明袁血清中 apoA-IV在夜晚阶段的增加
是与小鼠夜晚阶段摄食活动比较一致的遥 这些研究都
表明了 apoA-IV可能存在的生理重要性以及在摄食
调控中的生理作用遥 Liu等渊2001冤已经证明采食量和
下丘脑 apoA-IV的表达之间存在相反的关系遥 此外袁
Liu等最近发现肥胖小鼠小肠不再对禁食和高脂日粮
的摄入作出应答遥换句话说袁apoA-IV对脂肪摄入的应
答在这些肥胖小鼠中表现已经极不显著遥 此外袁长期
采食高脂日粮的小鼠与饲喂低脂日粮的小鼠比较袁其
下丘脑 apoA-IV的表达显著下降袁 受到了明显的抑
制遥最后袁Liu等还证明了小鼠下丘脑 apoA-IV并不能
应答由摄取脂肪日粮引起的肥胖遥 对人类而言袁长期
消耗高脂肪膳食会显著提高血浆 apoA-IV水平遥这种
提高的现象在摄食高脂肪膳食后一周就能观察到袁但
是在第二周该现象就会消失袁 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袁
这是小肠 apoA-IV为了适应高脂肪膳食所作出的自
动调整遥 因此袁啮齿类动物和人类方面的研究都表明
了小肠 apoA-IV的合成和分泌在长期摄取高脂日粮
后对脂肪的应答被钝化了遥当然袁我们并不知道下丘脑
apoA-IV表达在应答瘦和肥胖小鼠时究竟是怎样的袁
所以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其作用的分子机制遥
4 结论和研究方向

肠道 apoA-IV是一种受膳食脂肪刺激而产生的
蛋白质袁在消化功能和食物摄入的综合调控中有重要
的生理作用袁人们推测其在胆固醇及脂蛋白的代谢中
也发挥作用遥 其合成和分泌受脂肪吸收尧PYY 及
Leptin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遥 apoA-IV对近端肠功能及
饱腹的调节仍需要进一步研究遥目前对于 apoA-IV的
分子结构还不十分清楚袁不知道它是单体尧二聚体与
HDL结合体还是 apoA-IV衍生的生物活性肽遥 另外袁
我们更需要了解 apoA-IV在中枢神经系统具体是如

胡秀华等：胃肠道饱感信号———Apolipoprotein A-IV 的研究进展营 养 研 究

19



何调节食物摄入和胃的运动曰中枢神经系统本身能否
合成 apoA-IV袁如能够合成袁在哪个部位和什么细胞
合成曰如果大脑能够合成 apoA-IV袁是如何进行生理
性调节的袁这种调节与肠道是否是同样的方式曰循环
中的 apoA-IV与大脑中的 apoA-IV之间存在什么样
的关系曰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是了解乳糜微粒与
PYY 的形成和分泌以及刺激 apoA-IV 合成的机理遥
已证实当空肠和回肠接触脂肪后袁可刺激 apoA-IV的
合成遥 回肠接触脂类物质也可诱导 PYY的分泌袁PYY
进一步刺激空肠 apoA-IV的合成与释放遥一系列研究
表明袁 由脂肪吸收和 PYY刺激导致的 apoA-IV的生
物合成具有不同的分子学机理袁 脂肪的刺激可导致
mRNA水平明显增加袁 但 PYY刺激时 mRNA水平没
有变化遥 为了进一步认识由膳食引起的肥胖袁深入研
究脂类吸收尧PYY尧Leptin袁 长期摄食高脂肪膳食及其
它未知因素对 apoA-IV合成的调节机理具有重要意
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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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养 物 质 对 基 因 表 达 的 调 控

王 彬 黄瑞林 印遇龙

动物从出生到死亡袁其生长发育的每一天都从外
界摄入食物遥 食物中含有许多必需的营养物质袁它们
除了满足机体正常的营养需要以外袁对机体的生理功
能也有调节作用遥近 20年来袁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不断
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袁 人类对生命现象的认识正在由现

象逐渐走向本质袁已明显地认识到作为外部因子的营
养物质和内在因素基因表达之间有密切关系遥
1 营养物质对基因表达调控的主要机制

营养物质可以通过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种方

式调控基因的表达渊如图 1所示冤遥

首先袁 直接作用就是指营养物质与细胞内成分袁
通常为调节蛋白渊包括转录因子冤相互作用袁从而影
响特定基因的转录速度及特定 mRNA丰度遥 如维生
素 A渊视黄醇袁ROH冤的代谢产物视黄酸渊RA冤袁维生素
D3 [1袁25渊OH冤2VD3]和某些类固醇及脂肪酸可作为配
基渊Ligand冤结合到特定转录因子渊Transcription factors袁
能够同基因的控制元件结合的特异蛋白质遥目前已经
鉴定出了多种转录因子家族袁例如螺旋原环原螺旋蛋白
质尧 螺旋原转角原螺旋蛋白质和亮氨酸拉链蛋白质等遥
每一种此类转录因子蛋白质都包含有不同的结构域袁
如激活域和 DNA结合域等冤上袁改变这些基因转录的
速度和水平遥 例如袁铁是通过和那些可与 mRNA作用
的蛋白结合来影响 mRNA的丰度袁最终促进或抑制它
们的翻译水平遥

其次袁间接作用就是指营养物质通过次级调节因
子渊Secondary mediator冤对基因表达进行调节袁机体摄
入体内的营养物质可诱导次级调节因子的出现袁包括
多种信号转导系统[如IP3 /Ca2+尧DG/PKC尧cAMP尧cGMP尧

受体酪氨酸蛋白激酶 渊RPTK冤]尧 激素和细胞因子
渊Cytokine冤等遥例如袁高碳水化合物日粮往往诱导胰岛
素渊Insulin冤分泌量的增加袁而胰岛素可调节脂肪酸合
成酶渊FAS冤的基因表达袁并刺激其合成袁从而使动物体
脂肪酸合成量增加遥
2 多层次尧多水平的调控作用

营养物质对机体基因表达具有多层次尧多水平的
调控作用袁包括转录前渊Pre-transcription冤尧转录渊Tran鄄
scription冤尧转录后渊Post-transcription冤尧翻译渊Transla鄄
tion冤和翻译后渊Post-translation冤遥 这是一个复杂的调
控过程袁在每一个调节水平上营养物质都能以某种方
式对基因表达的结果产生影响遥不过一般认为营养物
质对机体基因表达的作用主要发生在转录或翻译水

平上袁对翻译后的影响较小遥
2.1 转录水平的调控

转录就是以特定单链 DNA为模板袁在 RNA聚合
酶催化下合成 mRNA的过程遥 对于大多数基因而言袁
转录调节较翻译调节强袁 是调控基因表达的主要位
点遥 这种调节功能主要由 DNA 分子上的启动子
渊Promoter冤部分来完成袁它可与 RNA 聚合酶 II渊RNA
Polymerase II冤以及许多转录因子相结合遥启动子位于
结构基因同链的 5'端上游区袁 也称为顺式作用元件
渊Cis-acting elements冤袁 一般在转录起始位点的-40~
-200 碱基对位置遥 某些启动子如 TATAbox尧GC 和

王彬，江苏食品职业技术学院食品工程系，223003，江苏
省淮安市高教园区枚乘路 4裕。
黄瑞林、印遇龙，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收稿日期：2006-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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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营养物质 应答基因 生理性调节

直接调控

调控转录、翻译、蛋白质合成

次级介质

图 1 营养物质对基因表达的直接和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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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Abox为许多 RNA聚合酶转录基因所共有袁 这些
序列可由营养物质或其相关代谢产物与特异性受体

蛋白结合形成转录因子或称为反式作用元件渊Trans-
acting elements冤形成前启动复合物袁从而实现基因的
转录遥

上述过程的反式作用元件有蛋白或肽类激素尧固
醇类激素-受体蛋白复合物尧维生素-受体蛋白尧矿物质
或矿物质-蛋白复合物等渊Freedam等袁1993冤遥 在转录水
平上袁营养物质对其调节的例子是很多的袁但具体的
分子机制仍不太清楚遥 Mildner和 Clarke渊1991冤报道袁
高蛋白饲粮可以抑制脂肪组织中脂肪酸合成酶渊FAS冤
基因的表达袁其 mRNA的含量显著下降袁他们采用蛋
白质含量分别为 14%尧18%尧24%的日粮饲喂 60耀110kg
的肥育猪袁 屠宰后测定脂肪组织中脂肪酸合成酶
渊FAS冤的含量袁发现高蛋白渊18豫尧24豫冤饲粮组中的
FAS含量分别比低蛋白渊14豫冤饲粮组下降了 11.7%和
48.2%遥 又如空腹大鼠摄入高碳水化合物日粮 4耀6h
后袁肝脏磷酸果糖激酶和丙酮酸激酶 mRNA量提高 7
倍曰大鼠肝脏细胞在蔗糖介质中培养 2h, 脂肪酸合成
酶渊FAS冤及 s14mRNA水平增加 10耀15倍遥 Foufelle等
渊1995冤将 19日龄哺乳仔鼠的脂肪组织在无血清培养
基中培养 6耀24h后袁加入葡萄糖和胰岛素能显著提高
培养基中 FAS和乙酰 CoA 羧化酶渊ACC冤mRNA的含
量袁 其水平与已断奶并采食高碳水化合物的 30日龄
仔鼠体内的含量相当遥
2.2 翻译水平的调控

理论上讲袁 细胞转录后产生的 mRNA有三种去
路院一是加工后被翻译成相应的蛋白质曰二是被钝化
或合成其它物质曰三是被降解再利用遥 在真核生物中袁
真核细胞的 mRNA不但包含可翻译的编码序列袁也包
含位于 3'和 5'端不能被翻译的非编码区渊UTR冤,UTR
含有控制 mRNA稳定性尧聚合和在细胞中分布定位以
及翻译的调节信号遥 很多营养物质对基因表达的调控
作用就是通过 UTR袁特别是 3'UTR实现的遥 表 1总结
了部分营养物质对基因表达的调控方式和作用位点遥

表 1 营养物质对基因表达的调控方式和作用位点
靶基因
铁蛋白
转铁蛋白受体
金属硫蛋白-2
葡萄糖转运蛋白-1
脂蛋白脂酶
肌酸激酶
视黄酸结合蛋白

营养物质
铁
铁
锌
原
原
原

维生素 A

调控方式
翻译
稳定性
翻译
翻译
翻译
定位
稳定性

作用位点
5'UTR
3'UTR

原
5'UTR
3'UTR
3'UTR

原

3 小结

总之袁食物中的营养物质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对基
因表达进行多层次尧多水平的调控袁从而影响动物机
体的生长发育和物质代谢遥这些调节的分子机制尚不
十分清楚袁还必须从分子水平上研究细胞内代谢物的
特点遥美国科学家 Thomas Roderick渊1986冤提出了基因
组学渊Genomics冤袁主要内容包括以安全基因组测序为
目标的结构基因组学渊Structural-genomics冤和以基因
功能鉴定为目标的功能基因组学 渊Functional -
genomics冤遥营养基因组学是利用结构基因组学提供的
信息袁系统地研究营养与基因功能袁它以通量大尧试验
规模大以及统计与计算机分析为特征袁 以 DNA微阵
渊芯片冤技术为主要手段袁通过对个体基因组的构成分
析袁确认个体对常量尧微量营养物质的反应袁进行安
全尧个性化的日粮配制遥 近几年袁继基因组学之后袁蛋
白质组学渊Proteomics冤和代谢组学渊Metabolomics冤又成
为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方向遥相信随着这些新兴学科
的快速发展袁会有更多的营养物质调控基因表达的分
子机制被阐明袁从而达到通过食物调控动物健康生产
的最终目的遥

（参考文献 21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刘敏跃，lm-y@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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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 中 暑 急 疗 五 法
1.放血疗法 剪耳尖、尾尖放血 100耀200mg，同时

每头猪用十滴水 5耀10mg对水内服，或静脉注射复方
氯化钠注射液 200耀500mg。

2.凉水疗法 体温过高的以降温为主，用湿布敷

在头部或左胸心区，也可用凉水或自来水浇淋全身和

头、胸部，或灌注直肠，直到体温降至 38.5耀39益为止。
同时按摩四肢，使其活血。

3.刺激疗法 对昏迷的患猪可用适量生姜汁、大

蒜汁或氨水放置鼻前，任其自由吸入以刺激鼻腔，引

起打喷嚏，使其苏醒。同时皮下注射安钠咖注射液 5耀
10mg，尼可刹咪注射液 2耀4mg。

4.中药疗法 用鱼腥草、野菊花、淡竹叶各 100g，
橘子皮 25g，水煎服。

5.西药疗法 中暑严重的猪，每头皮下或肌肉注

射苯甲酸钠咖啡因 0.5耀2g。过度兴奋时，按每千克体
重肌肉注射盐酸氯丙嗪 1耀3mg。严重失水时，灌服生
理盐水或静脉注射 5豫葡萄糖生理盐水 200耀5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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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尼龙袋法测定了 5种淀粉源饲料在瘤胃的降解率。结果显示，玉米和荞麦在瘤胃的
有效降解率（60.0%和 61.6%）低于燕麦、小麦和大麦（78.9%、75.4%、69.8%）（P<0.05）；燕麦的可溶性淀
粉含量比较高，大麦和小麦表现出在 9h内已经达到大部分被降解。

关键词 淀粉源饲料；瘤胃降解率；尼龙袋

中图分类号 S816.32
The degradation in the rumen of different cereal feed

Li Ruili, Liu Jianxin
Abstract Ruminal disappearance characteristics of five cereal feed were used to determine by nylon
bag technique.The effective degradation of rumen of corn and buckwheat were 60.0% and 61.6% ,
respectively, lower than oats 渊78.9%冤, wheat 渊75.4%冤and barley 渊69.8%冤. After incubation time of 9
hours, a majority of wheat, barley and oats had been degradation.
Key words cereal feed曰ruminal degradation曰nylon bag technique

淀粉是奶牛最重要的能量饲料袁通常占日粮总能
量的 52%~80%袁 而且是牛奶中脂肪和乳糖的最初前
体遥 淀粉类饲料在瘤胃可快速的发酵袁提高日粮能量
水平袁从而改进能量供给并影响瘤胃微生物蛋白合成
效率袁 有利于集约化体系下的奶牛生产性能的提高
渊There袁1986曰Herrera袁1997曰Knowlton等袁1999冤遥 在我
国袁大麦尧小麦尧燕麦等因为实用价值高或产量少的原
因多用于粮食和酿造袁但随着人们膳食结构的改善及
奶业发展的需要袁国内研究者重新开始了对这些原料
的研究渊任莹等袁2004曰姜豇袁2005冤遥 大麦等是北欧国
家奶牛日粮的常见精料组成袁而且大麦尧小麦等在瘤
胃的降解规律也不同于玉米袁所以也需要对这些资源
进一步综合利用袁通过加工处理改善其利用价值遥

本试验用尼龙袋法测定了这些饲料的降解率袁为
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提供参考曰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如何
更合理地在反刍动物日粮中利用这些淀粉源饲料遥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谷物饲料样品院玉米尧小麦渊裸冤尧大麦尧燕麦渊裸冤尧
荞麦粉碎后均过 8目筛袁于 65毅C烘干至恒重袁分装备
用渊原料均购于浙江省农科院冤袁样品营养成分见表 1遥

表 1 饲料样品的营养成分（豫）
项目
玉米
大麦
小麦
燕麦
荞麦

干物质
87.43
88.36
88.09
91.17
89.29

淀粉
71.6

61.90
73.35
60.27
53.16

粗蛋白
7.96
12.74
12.26
13.86
12.28

有机物
98.66
97.53
97.79
94.70
98.31

粗脂肪
3.3
2.2
1.7
9.1
2.8

1.2 尼龙袋的制作

按 Orskov和 Mcdonald 渊1979冤 的方法取孔径为
300目的尼龙布袁制成 5cm伊10cm的尼龙袋遥试验前将
尼龙袋在瘤胃液中平衡 72h袁 取出洗净袁65毅C 烘干
48h袁检查无破损方可使用遥
1.3 试验设计

各组称取 5g待测饲料粉碎样品袁 放入处理好的
尼龙袋内袁每只羊同一时间点设两个重复袁共 6个重
复遥每 2袋牢系在一根长 25cm长的半聚乙烯管上袁于
清晨 8:00将尼龙袋放置在瘤胃腹囊部遥 瘤胃培养时
间为 2尧6尧9尧12尧24尧36h袁分别放入袁同时取出袁用清水
洗净袁放入清水漂洗 5min袁至水澄清袁 65毅C烘干至恒

不同淀粉源饲料的瘤胃降解特性研究初探
李瑞丽 刘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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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渊48h冤袁移至干燥器内袁15min后称重遥尼龙袋剩余饲
料经 1mm过筛粉碎备用袁 测定干物质在瘤胃中的降
解率遥
1.4 饲养管理和试验日粮

试验动物为浙江大学试验牧场 3只体重渊30依5冤kg袁
装有永久性瘤胃瘘管的湖羊袁试验日粮为院混合精料
320g尧苜蓿干草 480g遥每天喂料 2次渊8:00和 16:30冤袁自
由饮水遥 试验羊日粮成分见表 2遥

表 2 试验日粮的组成及营养成分

精料补充料组成
玉米
麸皮
豆粕
菜籽饼
食盐
磷酸氢钙
复合多维
小苏打
石粉

含量渊豫冤
50.0
15.0
15.0
12.0
1.0
3.0
0.1
1.0
1.9

13.5
15.3
1.6
0.8
2.4
90.6
18.1
50.0
2.4

营养成分
精料补充料
水分渊豫冤
粗蛋白渊豫冤
钙 *渊豫冤
磷 *渊豫冤
净能*渊能量单位冤
苜蓿干草
水分渊豫冤
粗蛋白渊豫冤
中性洗涤纤维渊豫冤
净能 *渊能量单位冤

注院带 *的为计算值袁其余为测定结果遥
1.5 测定项目及方法

1.5.1 常规化学成分

按常规法渊AOAC袁1990冤测定玉米的干物质渊DM冤尧
粗蛋白渊CP冤和粗灰分渊Ash冤含量袁淀粉含量测定为双
酶水解法袁然后用 NDS比色法测定淀粉含量遥
1.5.2 干物质消失率

采用尼龙袋法作为评定玉米干物质消化率的手

段渊覫rskov 等袁1980冤遥 各组干物质在瘤胃中不同时间
点消失率的计算公式院

越[渊 原 冤/ ]伊100%

式中院 要要要待测饲料的干物质瘤胃消失率渊豫冤曰
要要要样本中待测饲料干物质量渊g冤曰
要要要残留物中待测饲料干物质量渊g冤遥

1.5.3 待测饲料干物质有效降解率计算

干物质有效降解率渊 冤根据 覫rskov 和 McDonald
渊1979冤提出的公式计算遥

= + 渊1-e- 伊 冤
= +渊 伊 冤/渊 + 冤

式中院 要要要 时刻干物质消失率渊%冤曰
要要要快速降解部分渊%冤曰
要要要慢速降解部分渊%冤曰
要要要 的降解速率曰

要要要饲料在瘤胃内培养时间渊h冤曰
要要要饲料中干物质有效降解率曰
要要要待测饲料的瘤胃流通速度遥

1.6 数据统计分析

用 Excell对原始数据进行整理袁 用 SPSS统计软
件包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饲料在瘤胃的降解规律渊见表 3冤
谷物在瘤胃的发酵非常复杂袁涉及到淀粉本身的

理化特性尧在瘤胃的降解消化率尧流通速度尧瘤胃内环
境尧瘤胃内微生物遥由表 3 看出袁不同饲料的干物质消
失率差异很大袁燕麦的快速降解部分显著高于其它组
渊P<0.05冤袁小麦最低渊P<0.05冤遥慢速降解部分玉米和小
麦较高袁燕麦的则最低渊P<0.05冤遥 有效降解率由高到
低的顺序是院 燕麦>小麦>大麦>荞麦>玉米袁 分别是
78.9%>75.4%>69.8%>61.6%>60.0%渊P<0.05冤遥 与姜豇
渊2005冤报道的结果有一定差异遥

表 3 不同时间点饲料瘤胃干物质降解率

玉米
21.25依0.79
33.80依2.26
38.69依3.24
44.91依1.91
60.27依2.47
81.00依2.42
89.43依1.89
22.00依2.03b
75.90依2.55a

4.0依0.04
60.02依1.75d

燕麦
55.77依0.47
72.52依1.40
77.33依1.45
80.62依1.25
79.73依1.51
83.71依0.73
83.64依0.67
56.14依0.31a
25.99依0.85c

4.2依0.14
78.86依0.66a

小麦
14.87依1.08
34.04依2.79
65.01依3.25
77.20依2.60
82.40依2.82
89.95依0.77
91.14依0.74
12.14依1.65c

79.36依2.05a
2.3依0.22

75.37依1.98b

大麦
21.80依0.81
42.46依1.91
53.61依3.56
61.94依2.17
74.51依1.96
82.66依1.32
84.77依1.27
23.53依0.80b
59.93依1.65b

2.0依0.25
69.76依1.93c

荞麦
20.10依0.93
38.66依2.67
48.78依2.33
51.95依2.39
55.82依3.00
75.64依1.71
80.93依1.67
23.38依1.75b
54.98依3.02b

1.4依0.22
61.57依1.89d

0h
2h
6h
9h
12h
24h
36h
瘤胃降解模型参数
渊%冤
渊%冤
渊%/h冤
有效降解率渊%冤

各时间点的消失率渊%冤
项目

注院同一行数据肩标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肩标相同字母或未注明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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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类饲料本身存在结构组成的差异袁这种差异
影响淀粉消化特性渊McAllister袁1996曰Trotters袁1996冤遥
反刍动物对谷物籽实营养成分的有效利用率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饲料进入瘤胃时的物理结构遥谷物饲料
高度结构化的表皮形成了微生物降解的有效屏障袁这
层表皮细胞本身主要由高度结构化的纤维素和半纤

维素组成袁 玉米的蜡质角质更不利于微生物的附着尧
入侵遥 谷类饲料的主要营养贮藏物为淀粉袁主要存在
于胚乳中袁每个淀粉粒的外表面被一层蛋白基质包着
渊如麦类中的粘性蛋白冤袁各种谷物中蛋白基质对淀粉
粒的包被形式和程度不同袁进入籽实内部组织的微生
物同淀粉接触的速度不仅取决于细胞壁的厚度和化

学结构袁也取决于蛋白基质同淀粉粒的结合程度遥 本
试验中玉米的蛋白基质包被非常严密袁其余微生物降
解和消化速度就很缓慢袁而小麦和大麦的蛋白基质层
很容易被细菌穿透袁尤其是燕麦袁所以消化也快得多遥
籽实胚内存在蛋白质尧脂肪和淀粉的复杂作用袁不同
谷物胚所占的比重不同袁 玉米比麦类所占比例大袁也
是影响消化速度一个主要因素遥
2.2 饲料的降解曲线渊见图 1冤

100
80
60
40
20

0 6 12 18 24 30 36 42

玉米 大麦 小麦 燕麦 荞麦

培养时间渊h冤
图 1 不同饲料的降解曲线

图 1直观地反映了各谷类饲料的瘤胃消失率袁燕
麦在培养 9h时已经被完全降解袁 小麦在此时刻与其
降解率相近袁达 80%左右遥未经加工处理的小麦袁大部
分有机物在瘤胃降解遥大麦的降解趋势与小麦表现一
致袁在 9h降解率 60%左右遥 玉米尧荞麦的瘤胃降解率
相对比较低遥 Nocek和 Tamminga渊1991冤研究发现袁大
麦淀粉 80%耀90%都在瘤胃吸收袁 高比例大麦日粮一
般会降低到达小肠的淀粉袁导致瘤胃环境过酸袁引起
酸中毒袁最终影响奶牛泌乳性能遥 Anne等渊2003冤归纳
了不同淀粉来源的瘤胃降解情况袁大麦尧小麦尧马铃薯
淀粉尧燕麦等显著高于高粱尧玉米遥认识淀粉来源对消
化位点的影响袁有助于生产者选择更有效的淀粉源作

饲料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奶牛生产的经济效益遥
3 小结

本研究对比了不同淀粉源饲料的瘤胃降解情况袁
为在反刍动物日粮中利用这些淀粉源饲料提供参考袁
但是也提出了需要对这些饲料进行加工处理袁综合利
用袁以期达到更好的饲料利用效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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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彦博 呙于明 袁建敏 王 忠 聂 伟

摘 要 试验选用 1日龄健康爱拔益加肉鸡和北京油鸡公雏各 72只，分别于 14、28、42日龄检
测胸腺、脾脏、法氏囊重量和指数，在 21、42日龄检测巨噬细胞吞噬指数以及血清溶菌酶含量等指标。
试验结果表明：淤爱拔益加肉鸡和北京油鸡的胸腺、脾脏重量随日龄的增长持续增加，而二者的法氏
囊重量则先升高后降低，爱拔益加肉鸡的胸腺、脾脏、法氏囊重量始终高于北京油鸡，并且差异显著

（P约0.05）。爱拔益加肉鸡和北京油鸡的胸腺指数先升高后降低，北京油鸡的脾脏指数先降低后升高，
爱拔益加肉鸡的脾脏指数则持续升高，北京油鸡的法氏囊指数逐渐降低，爱拔益加肉鸡的法氏囊指数

则先升高后降低；北京油鸡的胸腺、脾脏、法氏囊指数都高于爱拔益加肉鸡，并且差异显著（P约0.05）。
于爱拔益加肉鸡和北京油鸡的巨噬细胞吞噬指数和血清溶菌酶含量均随日龄的增长逐渐升高，爱拔
益加肉鸡的吞噬指数和溶菌酶含量始终高于北京油鸡，但无显著性差异（P跃0.05）。这表明，爱拔益加
肉鸡和北京油鸡的免疫器官发育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二者的免疫功能没有明显差异。

关键词 爱拔益加肉鸡；北京油鸡；免疫器官；巨噬细胞活性

中图分类号 S852.4+2
随着现代养禽业的快速和大规模发展袁 各种传

染病对其影响也越来越大[1袁2]遥 人们为了使动物能够
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袁 常常通过多种手段来增强动
物的免疫机能和抗病能力遥 但是无论采取哪些调控
手段都应该是以动物机体自身免疫系统功能发育规

律为基础的遥 国内外关于快大型肉鸡爱拔益加和优
良地方品种北京油鸡在笼养状态下器官免疫功能和

巨噬细胞功能的研究报道较少遥 因此袁本试验旨在将
爱拔益加肉鸡和北京油鸡在笼养状态下饲养袁 以找
到二者在器官免疫功能和巨噬细胞功能发育的规律

和差异袁为不同品种在生产实际中饲养方式的合理选
择尧免疫程序的制定与修正尧品种选育尧饲养环境的优
化以及免疫调节产品的开发与合理利用提供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和分组

试验选用 1日龄健康爱拔益加渊Arbor Acre冤肉鸡

和北京油鸡公雏各 72只袁每个品种的鸡各自为处理
组袁每个处理组随机分成 6个重复袁每个重复 12只鸡遥
试验动物饲养于 3层笼具内袁两个品种的鸡同为自由
采食尧饮水袁试验期 49d遥
1.2 试验日粮和免疫程序

采用玉米原豆粕型基础日粮袁参照 NRC渊1994冤肉
鸡营养需要配制袁供试动物的营养水平完全相同遥 免
疫程序如下院7日龄滴鼻尧 点眼各一滴接种新城疫郁
系疫苗曰14日龄滴鼻尧点眼各一滴接种法氏囊疫苗曰21
日龄饮水 2次免疫新城疫郁系疫苗曰28日龄饮水 2次
免疫法氏囊疫苗遥
1.3 检测指标与方法

1.3.1 免疫器官重量和指数的测定

分别于 14尧28尧42日龄从每个品种中随机选取 6
只鸡渊每个重复 1只冤袁空腹称重遥 颈部放血屠宰后完
整取下法氏囊尧脾脏和左侧胸腺袁剔除脂肪准确称重袁
记录绝对重量渊湿重冤袁并计算相对重量袁以免疫器官
指数表示[3]袁计算公式为院渊免疫器官重量伊100冤/体重遥
1.3.2 巨噬细胞吞噬指数的测定

采用碳廓清试验进行测定[4]遥 用生理盐水将印度
墨汁按 13进行稀释后袁 按每千克体重 2ml的剂量
将稀释过的印度墨水注射入一侧翅静脉中遥注射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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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袁爱拔益加肉鸡和北京油鸡
的胸腺指数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曰北京油鸡
的脾脏指数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变化趋势袁而爱拔益
加肉鸡的脾脏指数则呈现持续升高曰北京油鸡的法氏
囊指数呈现逐渐减小的变化趋势袁而爱拔益加肉鸡则
先升高后降低曰北京油鸡的胸腺指数尧脾脏指数尧法氏
囊指数均高于爱拔益加肉鸡袁并且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遥
2.3 爱拔益加肉鸡和北京油鸡的血清溶菌酶含量和

巨噬细胞吞噬指数渊见表 3冤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袁 爱拔益加肉鸡和北京油鸡

的血清溶菌酶含量和巨噬细胞吞噬指数均随日龄的

增长逐渐升高袁爱拔益加肉鸡的血清溶菌酶含量尧吞噬
指数始终高于北京油鸡袁但无显著性差异渊P跃0.05冤遥
表 3 爱拔益加肉鸡和北京油鸡的巨噬细胞吞噬指数

及血清溶菌酶含量

溶菌酶渊滋g/ml冤
37.73依2.74
41.19依4.73

吞噬指数
11.77依2.98
13.90依2.68

溶菌酶渊滋g/ml冤
52.49依6.07
52.78依3.79

吞噬指数
12.80依2.74
14.22依0.86

北京油鸡
爱拔益加肉鸡

21日龄 42日龄
项目

3 讨论与分析

3.1 免疫是机体识别和清除非自身的大分子物质袁
从而使得机体的内外环境保持平衡的生理学反应 [6]遥

刻计时袁间隔 2min渊T2冤和 10min渊T10冤分别从对侧的翅
静脉中取血 20滋l袁加到 2ml的 0.1% Na2CO3溶液中摇
匀袁用 721分光光度计于 600nm 波长处比色袁测定光
密度 OD值 渊分别用 OD2和 OD10表示 2min和 10min
时所取血样的光密度冤袁 用 0.1% Na2CO3溶液做空白
对照遥然后将鸡处死袁取肝脏和脾脏称重袁按如下公式
计算碳廓清指数 值和吞噬指数 值遥

碳廓清指数 = lg渊OD 2冤-lg渊OD10冤T10-T2

= lg渊OD2冤-lg渊OD10冤8
吞噬指数 = 体重

肝脏重+脾脏重 伊 1/3

1.3.3 血清溶菌酶含量的测定

分别于 21尧42日龄从每个品种中各随机选取 6只
鸡渊每个重复 1只冤袁翅静脉采集非抗凝血 5ml袁4益条件
下倾斜 45毅放置 2h袁 然后在 3 000r/min 状态下离心
10min分离血清袁 血清与应用菌液反应后袁 测定透光
度袁计算溶菌酶含量袁公式为院溶菌酶含量渊滋g/mg冤越
渊测定管透光度原空白管透光度冤/渊标准管透光度原空
白管透光度冤[5]遥
1.4 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2.0软件进行 t检验遥试验数据以平均
数依标准差渊X 依 SD 冤表示袁百分数经 ARCSIN转换遥
2 试验结果

2.1 爱拔益加肉鸡和北京油鸡的免疫器官重量 渊见
表 1冤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袁爱拔益加肉鸡和北京油鸡
的胸腺尧脾脏重量随日龄的增长持续增加袁爱拔益加
肉鸡的胸腺尧脾脏重量始终比北京油鸡的高袁并且差
异显著渊P约0.05冤遥 而二者的法氏囊重量则呈现先升高

而后又逐渐降低的变化趋势袁爱拔益加肉鸡的法氏囊
重量始终比北京油鸡的高袁并且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遥
2.2 爱拔益加肉鸡和北京油鸡的免疫器官指数 渊见
表 2冤

表 1 爱拔益加肉鸡和北京油鸡的胸腺、脾脏、法氏囊重量（g）
14日龄

0.40依0.09
0.83依0.13*

28日龄
1.49依0.38
2.40依0.48*

42日龄
1.58依0.37
3.29依0.52*

14日龄
0.27依0.13
0.30依0.07*

28日龄
0.43依0.10
1.25依0.15*

42日龄
1.41依0.22
3.39依0.25*

14日龄
0.47依0.13
0.97依0.35*

28日龄
1.08依0.34
2.93依0.51*

42日龄
0.91依0.26
1.84依0.37*

北京油鸡
爱拔益加肉鸡

胸腺重量 脾脏重量 法氏囊重量
项目

注院同列肩标有 *者表示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袁下表同遥

马彦博等：爱拔益加肉鸡和北京油鸡免疫器官功能及巨噬细胞活性的比较研究试 验 研 究

表 2 爱拔益加肉鸡和北京油鸡的胸腺、脾脏、法氏囊指数

14日龄
0.36依0.10
0.24依0.03*

28日龄
0.56依0.19
0.25依0.06*

42日龄
0.25依0.07
0.16依0.02*

14日龄
0.24依0.15
0.09依0.03*

28日龄
0.15依0.04
0.13依0.05*

42日龄
0.26依0.05
0.17依0.03*

14日龄
0.42依0.13
0.27依0.09*

28日龄
0.39依0.13
0.30依0.06*

42日龄
0.17依0.08
0.09依0.01*

北京油鸡
爱拔益加肉鸡

胸腺指数 脾脏指数 法氏囊指数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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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通常包括抵抗感染尧维持自身稳定和免疫监视三
项基本功能遥

胸腺是禽类细胞免疫的中枢器官袁是 T细胞分化
发育的主要场所遥 胸腺的大小因年龄不同而异袁就其
与体重的相对大小而言袁在初生时最大袁而其绝对大
小则在青春期最大遥青春期之后袁胸腺的实质萎缩袁皮
质被脂肪组织所取代袁并且随年龄增长而逐渐退化[6]遥
动物出生时袁胸腺尚未发育完善袁若切除新生动物的
胸腺袁该动物则缺乏 T细胞袁免疫功能将明显降低[7]遥

法氏囊是禽类特有的体液免疫中枢器官袁是 B细
胞分化发育的主要场所遥法氏囊在 4耀5月龄时体积最
大袁性成熟后逐渐退化萎缩袁以后到 10月龄左右就基
本完全消失[6]遥 胚胎后期或刚孵化的雏禽切除腔上
囊后袁相应的免疫功能降低或消失袁浆细胞渊分泌抗
体冤减少或消失袁抗原刺激后不能产生特异性抗体 [6]袁
体液免疫受到抑制袁机体抗体水平的高低可以直接地
反映机体体液免疫的强弱遥

脾脏是禽类最大的外周免疫器官袁家禽的脾脏体
积较小袁主要参与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袁贮血的作用
较小遥 因此袁免疫器官的发育情况与机体免疫功能的
强弱有着密切的联系遥

目前常用胸腺尧脾脏尧法氏囊指数来反映机体免
疫功能的状态遥 此次试验结果表明袁爱拔益加肉鸡和
北京油鸡的胸腺和脾脏重量均随日龄的增长而持续

增加袁但二者法氏囊的重量则出现先升高后下降的变
化趋势袁爱拔益加肉鸡的胸腺尧脾脏和法氏囊重量均
显著性地高于北京油鸡曰爱拔益加肉鸡和北京油鸡的
胸腺指数先升高后降低袁 脾脏指数北京油鸡先降后
升袁爱拔益加肉鸡则持续升高袁法氏囊指数北京油鸡
逐渐降低袁爱拔益加则先升后降袁并且北京油鸡的胸
腺尧法氏囊尧脾脏指数均显著性高于爱拔益加肉鸡袁这
说明爱拔益加肉鸡免疫器官的发育速度和功能建立

要比北京油鸡的快袁二者具有品种间差异遥
3.2 巨噬细胞是机体天然抵抗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袁也是非特异性免疫不可缺少的成分袁因此袁测定机
体巨噬细胞的功能袁对了解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遥目前评价巨噬细胞吞噬能力的
指标有以下两个院淤用碳廓清试验测定吞噬细胞的吞
噬指数袁以反映机体内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活性袁巨
噬细胞的吞噬能力与其激活程度有关[8袁9]遥于通过测定
血清中的溶菌酶含量来评价机体吞噬系统功能遥溶菌

酶是单核细胞尧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的产物袁血清
中溶菌酶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释放袁 溶菌酶作为一
种存在于动物正常体液及组织中的非特异性免疫物

质袁它具有抗菌尧抗病毒尧抗肿瘤等多种药理作用遥 溶
菌酶对革兰氏阳性菌十分敏感袁其溶菌机理是催化水
解细胞壁多糖成分中 茁-1,4-N-乙酰氨基葡萄糖苷
键袁细菌溶解是键裂开的间接指标遥 高水平的溶菌酶
含量表明吞噬细胞处于较高活化状态以及抗原递呈

作用的增强袁从而增强机体的抗菌防御机能遥 此次试
验结果表明袁爱拔益加肉鸡和北京油鸡的巨噬细胞吞
噬指数和血清溶菌酶含量均随日龄的增长逐渐升高袁
爱拔益加肉鸡的巨噬细胞吞噬指数和血清溶菌酶含

量始终高于北京油鸡袁说明爱拔益加肉鸡的巨噬细胞
的激活状态要略高于北京油鸡遥
4 结论

随着家禽日龄的增长袁爱拔益加肉鸡和北京油鸡
的胸腺尧法氏囊功能逐渐降低袁而脾脏和巨噬细胞的
功能则逐渐增强袁爱拔益加肉鸡和北京油鸡的免疫系
统发育虽然有一定的差异袁但二者的免疫功能没有明
显不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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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麸皮调节水分的鲜啤酒糟分别发酵 0、30、60、90、120d后制样，作为体外法发酵底物
进行体外培养，探讨混合培养物的 pH值、挥发性脂肪酸浓度、干物质、有机物、中性洗涤纤维降解率随
时间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不同贮存时间的样品对体外混合培养液 pH值影响差异不显著，不同混贮
时间 pH均值都高于 6.2；VFA随混贮时间延长呈先降后升的趋势；发酵 60d的样品体外培养后的干
物质、有机物质和中性洗涤纤维降解率均值都显著高于其它组。

关键词 体外法；啤酒糟；降解率；VFA；瘤胃液
中图分类号 S816.34

梁泽本 尹召华 孙龙生 赵国琦

近年来袁我国啤酒工业发展迅猛袁啤酒糟资源极
为丰富遥 酒糟中含有粗蛋白尧粗脂肪袁还有氨基酸尧维
生素尧矿物质及菌体自溶产生的各种生物活性物质[1]袁
但其含水量大袁易腐败变质袁产生有机酸尧杂醇及毒素
等遥为了能有效保存营养成分袁防止霉烂袁延长保存时
间袁增加适口性[2]袁多采用发酵贮藏的方法遥 通过添加
麸皮等调水物质袁调节其含水量袁方便保存袁但能否改
善其品质尚不得而知遥本试验采用不连续体外发酵装
置袁分别以发酵 0尧30尧60尧90尧120d的啤酒糟制得的风
干样品为底物袁 采用体外法进行 0尧1尧2尧4尧8尧12尧24尧
36h培养袁评价其发酵品质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培养底物

利用经麸皮调节水分的 0尧30尧60尧90尧120d的发酵
贮存鲜啤酒糟为原料袁经风干粉碎制样渊过 40目筛冤遥
1.2 体外培养装置

采用恒温震荡水浴箱尧CO2钢瓶尧250ml 锥形瓶尧
气体分流及通导装置构成体外培养装置遥锥形瓶进样
口用橡皮塞密闭袁设有供应 CO2和气体交换的两个通
路遥
1.3 瘤胃液与人工唾液

借助于瘤胃瘘管取荷斯坦奶牛瘤胃液袁经两层纱

布过滤袁39益保温袁备用遥 采样期间奶牛饲喂全混合日
粮渊TMR冤袁自由饮水遥 人工唾液参照Merry RJ等渊1987冤
的方法[3]袁pH值为 7.1依0.15遥
1.4 试验设计与体外培养

分别称取 0尧30尧60尧90尧120d 的风干样品 6.00g袁
加人工唾液 80ml尧瘤胃液 40ml于锥形瓶中袁摇匀袁于
39益恒温震荡水浴箱培养 0尧1尧2尧4尧8尧12尧24尧36h袁测
混合培养液 pH值后袁取上清液-20益冷藏袁剩余培养
物 65益烘干制样遥
1.5 测定项目和方法

混合培养液 pH值用便携式 pH计测定曰 干物质
渊DM冤尧有机物渊OM冤尧中性洗涤纤维渊NDF冤采用常规分
析法测定曰VFA 用日本岛津 GC-14B 气相色谱仪测
定[4]袁采用 CP-WAX毛细管柱袁巴豆酸渊含 20豫的偏磷
酸尧60mmol/l的巴豆酸冤为内标物遥
1.6 数据的统计处理

数据采用 SPSS软件统计分析袁 对差异显著者采
用 LSD法进行多重比较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混贮时间样品营养成分的比较渊见表 1冤
表 1 不同混贮时间样品 DM、OM、NDF含量（豫）

项目
DM
OM
NDF

0d
40.59
93.14
35.57

30d
42.00
93.47
39.02

60d
42.20
93.67
50.69

90d
37.16
93.70
36.00

120d
38.33
93.36
38.31

由表 1可以看出袁60d组的DM尧NDF含量高于其
余各组袁 而 OM低于 90d组曰0d组的 DM含量略低于
30d和 60d组袁OM和 NDF含量最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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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混贮时间样品体外培养液的 pH值渊见表 2冤
表 2 不同混贮时间样品体外培养液的 pH值

项目
0h
1h
2h
4h
8h
12h
24h
36h
平均值

0d
7.40依0.06
7.19依0.11
7.04依0.11
6.70依0.01
6.63依0.01
5.77依0.03
5.61依0.01
5.52依0.04
6.45依0.05a

30d
7.22依0.04
7.10依0.04
6.94依0.01
6.67依0.01
6.27依0.06
5.72依0.03
5.56依0.02
5.46依0.04
6.37依0.06a

60d
7.19依0.03
7.09依0.01
6.90依0.06
6.63依0.10
6.19依0.06
5.70依0.03
5.54依0.05
5.36依0.02
6.32依0.03a

90d
7.24依0.02
7.11依0.08
7.00依0.07
6.69依0.03
6.32依0.03
5.77依0.07
5.58依0.01
5.49依0.04
6.40依0.03a

120d
7.30依0.01
7.12依0.06
7.02依0.07
6.67依0.24
6.33依0.04
5.75依0.01
5.59依0.09
5.53依0.02
6.41依0.05a

注院同行肩标字母相同的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曰相邻表示差
异显著渊P<0.05冤曰相隔表示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遥表 3耀表 5同遥

由表 2 可知袁 不同混贮时间 pH 值变化分别为
5.52~7.40尧5.46耀7.22尧5.36耀7.19尧5.49耀7.24和 5.53~7.30袁
平均值分别为 6.45尧6.37尧6.32尧6.40和 6.41袁 各组间差异
不显著袁0d组均值最高为 6.45曰0d耀60d组均值随混贮
天数递增而降低曰60d耀120d组均值又逐渐上升遥

从同一水平不同培养时间 pH值变化看袁 随培养
时间的延长袁 各组培养液 pH值呈下降趋势遥 同一培
养时间不同组培养液 pH 值袁 除 4尧12h 时 90d组 pH
值高于 120d组外袁其余培养时间 pH值随混贮时间增
加呈先降低后上升趋势遥 12h前各组培养液 pH值下
降幅度较大袁12h后则下降幅度较为平缓遥
2.3 不同混贮时间样品体外培养的干物质降解率

渊DMD冤渊见表 3冤
表 3 不同混贮时间样品体外培养的 DMD（豫）

项目
0h
1h
2h
4h
8h

12h
24h
36h
平均值

0d
15.23依0.62
21.76依0.77
27.12依0.58
31.13依0.58
34.78依0.70
41.12依0.58
47.71依0.60
51.82依0.62
34.25依0.22a

30d
24.60依0.65
24.83依0.59
35.06依0.63
34.52依0.58
36.65依0.58
44.62依0.75
49.36依0.58
54.28依0.94
37.99依0.61b

60d
20.12依0.57
28.17依0.64
34.38依0.59
39.36依0.75
42.64依0.63
45.54依0.60
55.65依0.59
61.66依0.60
40.94依0.59c

90d
19.28依0.79
23.96依0.63
31.26依0.64
34.10依0.66
35.56依1.04
42.68依0.61
48.59依0.58
48.24依0.94
35.46依0.68a

120d
21.25依0.62
21.93依0.61
32.63依0.99
33.32依0.67
36.18依0.74
40.72依0.60
46.44依1.23
50.91依0.58
35.42依0.61a

由表 3可知袁混贮 60d的样品 DMD除 0尧2h外其
余时间点的均高于其它组袁36h最高袁达 61.66豫遥 60d
的 DMD 均值为 40.94豫袁显著高于 30d组袁极显著高
于 0d尧90d尧120d组遥0d尧90d尧120d组的 DMD间差异不
显著遥随培养时间的延长袁各组 DMD都呈稳定上升趋
势遥
2.4 不同混贮时间样品体外培养的有机物降解率

渊OMD冤渊见表 4冤
表 4 不同混贮时间样品体外培养的 OMD（豫）

项目
0h
1h
2h
4h
8h
12h
24h
36h
平均值

0d
5.11依0.14
8.34依0.38
8.42依0.31

13.58依0.14
13.49依0.19
17.39依0.47
26.39依0.14
29.75依2.35
15.31依0.29a

30d
7.85依0.12
10.22依0.61
13.31依0.17
18.78依0.12
18.73依0.17
22.84依8.42
36.24依0.16
44.30依0.12
21.53依0.98d

60d
9.87依0.12

13.64依0.22
15.21依0.16
19.41依0.17
24.54依0.26
27.55依0.22
37.37依0.18
44.57依0.22
24.02依0.17e

90d
6.65依0.49
9.45依0.22

10.11依0.14
16.02依0.21
21.33依0.11
25.28依1.94
35.60依0.30
37.96依0.15
20.30依0.43c

120d
6.53依0.12
10.37依0.17
10.47依0.12
15.88依0.39
19.68依0.72
21.11依0.30
32.05依0.12
33.89依0.34
18.75依0.14b

由表 4可以看出袁 随培养时间的延长袁 各组的
OMD都呈上升趋势遥 0耀12h上升较平缓袁12h后明显
升高袁直至 36h曰60d组的 OMD均值显著高于 30d组袁
极显高于 0d尧90d尧120d组遥

从同一培养时间的不同组来看袁0d 组样品的各
个时间的 OMD 都低于其它组曰60d 组各时间点的
OMD均高于其余 4组遥
2.5 不同混贮时间样品体外培养的中性洗涤纤维降

解率渊NDFD冤渊见表 5冤
表 5 不同混贮时间样品体外培养的 NDFD（豫）

项目
0h
1h
2h
4h
8h

12h
24h
36h
平均值

0d
12.08依0.30
14.45依0.52
15.09依0.57
15.64依0.52
17.19依0.28
17.53依0.41
22.32依0.51
27.08依0.84
17.67依0.23a

30d
16.35依0.43
18.45依0.46
19.16依0.26
20.34依0.70
24.72依0.74
27.38依0.35
32.20依0.88
37.23依1.09
24.48依0.26cd

60d
18.41依0.41
19.49依0.52
20.19依0.15
21.29依0.23
24.47依0.43
28.11依0.08
34.56依0.44
41.03依0.60
25.94依0.28e

90d
17.82依0.37
18.52依0.32
19.59依0.50
19.42依0.39
23.35依0.23
24.26依0.49
32.73依0.72
35.17依0.20
23.86依0.16cd

120d
15.92依0.97
17.93依0.58
18.75依0.66
18.64依0.70
22.22依0.57
22.61依0.52
28.00依0.24
30.55依0.44
21.83依0.42c

如表 5 所示袁随培养时间的增加袁各组的 NDFD
均逐渐升高趋势遥 0d组的 NDFD均值极显著低于其
余 4组渊P<0.01冤曰60d组显著高于 30d尧90d组袁极显著
高于 120d组渊P<0.01冤遥
2.6 不同混贮时间样品对体外培养液的 VFA含量的
影响渊见表 6尧表 7冤

由表 6可见袁 各组的乙酸浓度平均值 0d组浓度
最高袁30d尧90d尧120d组次之袁60d组最低袁各组乙酸浓
度随培养时间的延长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遥

各组丙酸浓度平均值袁120d 组浓度最高袁0d 组
次之袁60d组最低遥 从不同培养时间看袁 丙酸浓度前
4h 各组变化不显著袁4耀12h 有较大幅度上升袁12h 后
则又略有下降袁各组变化趋势相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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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的丁酸浓度平均值袁 从高到低为 60d尧30d尧
90d尧120d尧0d 组袁30d和 60d 组间差异不显著袁90d 和
120d组间差异不显著袁0d组显著低于 30d尧90d尧120d
组袁极显著低于 60d组遥 体外培养 24h时各组丁酸浓
度均上升至最高袁然后下降遥

由表 7 可知袁TVFA 浓度平均值由高到低依次
0d尧120d尧30d尧90d尧60d 组袁0d尧30d 和 120d 组间差异
不显著袁30d尧60d和 90d组间差异不显著遥 TVFA浓度
随培养时间推移除 0h外袁到 24h总体呈上升趋势袁然
后呈下降趋势遥
3 讨论

pH 值是反映瘤胃发酵水平的一项综合指标袁受
日粮结构尧原料种类及加工形式尧饲喂方式尧唾液分泌
量等因素的影响[5]遥 瘤胃微生物的正常生存与繁殖要
求环境保持一定 pH值, 如纤维分解菌分解纤维素最
适宜 pH值 6.2耀7.0 [6]袁pH值低于 6.2将影响纤维素消
化袁本试验各组 pH均值都高于 6.2袁因此不会影响瘤
胃微生物正常活动遥 动物机体可通过自身的稳衡机
制袁使瘤胃液 pH值保持在一定范围内袁以确保瘤胃微
生物区系的正常繁殖和对所采食饲料的消化吸收 [7]遥
本试验不同时间混贮样品的培养液 pH均值没有显著

变化袁但随体外培养时间延长而下降遥 这是因为微生
物对碳水化合物成分发酵产生大量 VFA而使培养液
pH值逐渐下降遥由于采用不连续发酵装置袁发酵容器
的内容物不能外移袁造成发酵终产物积累袁致使微生
物的环境条件改变[8袁9]袁人工唾液的缓冲能力也会随时
间延长而降低遥

DMD 和 OMD 的大小反映了饲料消化的难易程
度[10],本试验 60d组的 DMD渊除 0尧2h外冤和 OMD与其
余 4组间差异显著袁说明 60d组相对于其余各组可能
更容易被动物消化利用袁其饲用价值更高袁有实际生
产意义遥 12h后降解率明显升高袁 这说明瘤胃微生物
的发酵随时间延长发生显著性改变袁 在开始阶段袁瘤
胃微生物未达到足够数量袁 不能充分发挥其发酵作
用袁 不能完全有效地对饲料中的营养物质进行降解袁
所以在 12h内 DMD和 OMD上升平缓袁12h后瘤胃内
的微生物达到足够的量袁提高其降解效率遥

混贮时间对各组发酵饲料的 NDFD有显著的影
响袁 说明各组发酵饲料的 NDF在发酵后有明显的降
解遥各组混贮饲料的 NDFD随混贮时间延长有先升后
降的趋势袁60d组出现最高值遥 这可能和各组培养前
混贮饲料原有的 NDF 含量高低有关 遥 Ezeonu FC

表 7 不同混贮时间对培养液总发挥性脂肪酸（TVFA）含量的影响（豫）
培养时间渊h冤

0
64.06依1.28
60.71依5.57
53.21依1.27
55.54依1.40
57.26依3.02

1
58.79依1.75
52.21依0.28
51.49依1.76
54.34依0.17
58.24依3.27

2
65.07依2.74
55.72依1.20
55.34依0.64
56.52依1.50
60.97依0.50

4
67.92依2.13
67.06依1.62
62.46依1.48
64.15依0.96
63.98依5.82

8
78.07依1.27
71.18依1.40
69.94依0.69
73.87依4.87
75.78依4.72

12
82.83依3.42
78.07依1.30
76.13依0.41
76.92依5.68
79.77依3.58

24
82.10依3.22
83.12依2.29
79.92依2.32
81.06依3.49
83.10依3.09

36
74.49依12.81
81.55依4.87
79.57依1.54
79.65依2.52
80.91依2.93

平均值
71.67依2.09b

68.70依1.42ab
66.01依0.82a
67.76依1.02a
70.00依0.71b

0d
30d
60d
90d
120d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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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混贮时间对培养液 VFA各组分含量的影响（豫）

乙酸

丙酸

丁酸

培养时间渊h冤
0

43.11依0.30
40.56依0.64
32.14依0.77
36.74依0.69
35.42依0.15
15.17依0.17
12.48依0.69
12.35依1.04
10.55依0.98
14.07依2.92
5.77依1.30
7.66依1.75
8.72依0.71
8.25依0.21
7.77依0.24

1
37.19依1.53
32.08依0.80
31.26依0.90
33.04依0.15
35.07依1.90
14.28依0.07
14.23依0.30
14.01依0.87
14.79依0.31
16.96依1.11
7.32依0.70
5.89依0.32
6.22依0.23
6.51依0.14
6.21依0.38

2
36.94依0.53
30.13依0.53
29.35依0.59
30.10依0.67
34.71依0.47
18.32依1.89
14.85依0.67
14.80依0.59
15.62依0.44
16.03依0.21
9.81依1.27
10.74依0.70
11.20依0.33
10.80依0.87
10.23依0.18

4
36.37依0.42
30.10依1.09
28.14依0.60
31.76依0.90
30.06依4.84
20.43依1.19
22.01依0.70
19.31依1.74
20.26依1.34
22.22依1.55
11.12依1.04
14.95依2.27
15.00依1.75
12.13依1.30
11.70依0.60

8
34.80依0.98
28.48依2.78
28.13依1.79
31.97依0.34
29.65依0.27
30.60依0.71
27.76依1.10
26.53依1.69
28.54依4.32
32.82依2.99
12.66依1.21
14.94依2.60
15.28依1.48
13.36依0.46
13.31依2.92

12
27.60依0.63
25.36依0.41
25.32依0.11
25.58依0.32
25.80依0.74
38.52依5.35
35.84依3.64
32.75依1.25
35.02依3.31
36.24依3.98
16.71依2.50
16.87依1.94
18.06依0.78
16.33依3.36
17.72依2.04

24
27.74依0.78
26.71依0.05
26.38依0.72
27.03依0.13
26.69依2.66
35.55依3.30
33.12依2.75
31.15依0.98
33.51依0.83
35.71依2.67
18.81依1.02
23.29依1.10
22.39依1.33
20.52依2.53
20.70依2.14

36
28.21依0.51
26.87依0.25
26.74依0.71
27.23依0.18
27.26依0.12
29.32依12.76
32.55依4.40
31.20依0.41
32.75依1.59
34.51依4.04
16.96依0.70
22.13依0.25
21.63依1.84
19.67依1.00
19.14依1.20

平均值
34.00依0.58c
30.04依1.28b

28.43依0.22a

30.43依0.09b
30.58依0.81b
25.27依2.26bc

24.11依0.81b
22.76依0.48a
23.88依0.70a
26.07依1.35c
12.40依0.59a
14.56依0.78bc

14.81依0.56c

13.45依0.29b
13.35依0.11b

0d
30d
60d
90d
120d
0d
30d
60d
90d
120d
0d
30d
60d
90d
120d

项目

注院同列肩标含有相同字母者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曰肩标相邻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曰肩标相隔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渊P<0.01冤遥 下表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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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996冤 报道厌氧发酵的啤酒糟纤维素分解率接近
60豫[11]袁 本试验中不同混贮时间的饲料的 NDFD均低
于 60豫袁这可能与青贮饲料的原料品质有关袁今后有
待进一步深入研究遥

瘤胃发酵产生的挥发性脂肪酸是碳水化合物的

重要代谢产物袁是反刍动物赖以生存袁保持正常生长尧
泌乳繁殖的重要物质袁 能提供反刍动物总能量需要
的70%耀80豫[12]袁其含量和组成比例是反映瘤胃消化代
谢[13]的重要指标遥 提高反刍动物瘤胃内挥发性脂肪酸
中丙酸的比例以及增加小肠中可消化淀粉数量均可

提高代谢能转化为体沉积能的效率[13]遥 丙酸是重要的
生糖物质袁0耀12h乙丙比呈下降趋势袁 则可认为此时
间段能提供更利于葡萄糖生成的原料遥

另外袁本试验 pH值在培养 12h前下降幅度较大袁
12h后下降幅度趋于平缓遥 可以认为本次发酵过程中
微生物增殖主要在前 12h袁12h后可能主要因为代谢
产物堆积而使微生物生长受到抑制遥1耀12hTVFA浓度
随培养时间延长而上升袁可能是因为瘤胃微生物受到
抑制而导致对分解碳水化合物产生的挥发性脂肪酸

的利用率有所下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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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蛋白质和氨基酸营养研究的深入，人们已逐渐认识到肽营养的重要性。肽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消化产物，在氨基酸消

化、吸收和代谢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人们对小肽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有专家预言，21世纪将是“小肽的世纪”，肽
产品将成为继维生素、氨基酸后饲料中一种更好的添加剂！由于肽所具备的独特吸收优势，使其在挖掘动物生长、生产潜能，

防病、抗病，改善产品品质，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将引发一场新的蛋白质营养研究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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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工业》杂志社共同发起“肽营养”有奖征文活动。本栏目将重点介绍国内外肽营养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肽类产品在不同动

物中的实际应用试验及生产工艺等相关知识。并结合饲养试验报告，探讨最佳氨基酸利用时小肽和游离氨基酸的最适比例，

合理的饲料配方设计，以充分利用蛋白质资源来提高生产效益。进一步探讨小肽吸收代谢及其作用形式，研究小肽对动物生

长和免疫调节的作用机理，为发展蛋白质营养理论开辟一条新途径。

“肽营养”有奖征文活动，将在 2006年 1耀12月进行，共刊发 12期，热诚欢迎业内仁人志士踊跃赐稿！为鼓励大家积极
参与，回报作者的辛勤付出，主办双方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刊发稿件中评选出优秀稿件给予奖励：

“ 肽 营 养 ”有 奖 征 文

一等奖（1名），奖金 5000元；
二等奖（5名），奖金各 1000元；
纪念奖（若干名），纪念品一份。

评选结果将在叶饲料工业曳第 24期公布袁并颁发荣誉证书
来稿请发至 tg@feedindustry.com.cn渊请注明有奖征文冤 联系电话院渊024冤8639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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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酸尧丙酸尧丁酸尧戊酸尧异戊酸等广泛地存在于
自然界中袁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较强的挥发性袁生
物学上一般称之为挥发性脂肪酸渊Volatile Fatty
Acids袁VFA冤遥VFA在动物科学和食品科学上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袁其代谢和含量是这些研究领域中常遇到
的问题遥 因此袁一个好的测定方法是研究中十分必要
的遥

挥发性脂肪酸的测定方法有比色法尧 滴定法尧色
谱法等遥相比之下袁气相色谱法以快速尧准确尧简便袁能
分别测定各个组分而适用于多种样品渊如院青贮饲料尧
瘤胃液尧血液尧饮料等冤遥但是袁气相色谱法也受多种条
件的影响袁如色谱条件尧样品的处理方法等遥利用挥发
性脂肪酸和乳酸易溶于水的特点袁用水提取饲料中挥
发性脂肪酸袁用偏磷酸除去可溶性蛋白质袁用高碘酸
氧化乳酸为乙醛袁直接进样袁用外标法定量测定乳酸
和其它挥发性脂肪酸的含量遥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渊除注明外均为分析纯冤
淤25% 偏磷酸院称取 25.0g偏磷酸加水至 100ml遥

于15% 高碘酸院 称取 1.5g高碘酸加水至 10ml遥 盂标
样院乙酸尧丙酸尧丁酸尧戊酸尧异戊酸尧乳酸均为色谱纯遥
根据需要配置成不同浓度的混合溶液遥
1.2 仪器

植物组织捣碎机曰气相色谱仪院日本岛津 GC-9A袁
具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渊FID冤遥
1.3 样品制备

称取剪碎的青贮饲料渊或其它冤样品渊10依0.002冤g袁
置于植物组织捣碎机中加入 2益的去离子水 80ml袁间
歇捣碎 3min袁 过滤于 100ml容量瓶中定容至刻度袁摇
匀遥取 5ml置于 10ml 具塞离心管中袁分别加入 25%的
偏磷酸 1ml袁摇匀袁静止 30min后,离心 10min袁上清液
供色谱测定用遥
1.4 色谱条件

色谱柱院2m伊3mm 内装 5%聚二乙二醇丁二酸酯

渊DEGS冤+1%磷酸的不锈钢柱遥
仪器条件院柱温 110益 2益/min 120益袁进样器尧检测

器 200益遥
载气流速 20ml/min曰氢气流速 30ml/min曰空气流

速 300ml/min遥
1.5 测定方法

用微量注射器依次吸取 15%高碘酸 1滋l尧 空气
1滋l及上清液 2滋l袁直接注入色谱仪袁按 1.4的色谱条
件进行 VFA和乳酸的分析袁以外标法计算遥
2 结果与讨论

2.1 色谱柱的选择

试验中选用了 FFAP尧NPGA尧SE -30尧DEGS尧DB -
WAXETR毛细柱及GB/ T 5009.120-2003中的 Porapak
QS柱均不出峰或峰形不好袁采用 5% DEGS+1%磷酸
柱,各组分完全分开袁峰形较对称遥 结果见图 1尧图 2
标样和样品色谱图遥

1 2 3 4 5 6 7 8 9

1110987654321
0

时间渊min冤
图 1 VFA和乳酸（乙醛）标样色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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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7
6
5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时间渊min冤
图 2 样品色谱

挥发性脂肪酸和乳酸的测定方法研究
林秋萍 李 瑾 冯书惠 王会锋 王铁良

林秋萍，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科学实验中心，副研究员，

450002，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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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混料逐渐被广大农户所接受。但如何正确使用预混料，已成为广大农户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下面提出使用预混料

六点须知，供广大用户参考。

1 对号入座。要正确按不同畜禽种类和不同生长、发育阶段选用不同比例的预混料品种，能量饲料添加要准确，搅拌

要均匀。

2 更换预混料要循序渐进。突然更换预混料畜禽不适应，影响采食和生长。使用中应逐渐增加新料用量，减少旧料用

量，大约一周时间过渡到完全使用新预混料。

3 要按推荐配方配合饲料。有很多养殖户使用预混料常常凭自己的经验，随便改变推荐配方，造成各项营养指标不能

满足畜禽各期的生长需要。

4 预混料不宜直接使用，不宜用开水冲或蒸煮，以免破坏营养物质。

5 不要将预混料与其它品种的预混料混合使用，以免影响效果。

6 贮放时间不宜过长，时间一长，预混料就会分解变质，色味全变。一般有效期为夏季最多 3个月，其它季节不超过 6
个月。须贮放在通风、干燥、避光、阴凉处，以免受潮变质，造成损失。

2.2 温度的选择

温度条件决定着样品分离的好坏袁我们曾采用恒
温尧各种不同的程序升温袁通过多方调试袁确认以上色
谱条件在使用中是较好的遥
2.3 方法的检出限及线性关系

本方法的线性范围较宽袁 从 40滋g~2.5mg均呈直
线关系袁最小检出限 40ng左右袁其结果见表 1遥

表 1 本方法的检出限及线性关系

项目
乳酸
乙酸
丙酸
丁酸
戊酸
异戊酸

浓度范围(mg/ml)
0.081~2.1
0.082~2.1

0.089 耀 2.4
0.082耀2.1
0.080~2.0
0.083~2.1

相关系数渊%冤
0.995 3
0.999 2
0.999 5
0.999 5
0.999 6
0.998 9

检出限渊ng冤
40
42
52
42
40
47

2.4 回收率实验

取已知含量的同一青贮饲料样品提取液 6份袁分
别加入一定量的混合标准溶液袁按 1.5的方法处理袁测
得的回收率在 78.2豫耀102豫之间袁结果见表 2遥

表 2 回收率实验

乳酸
乙酸
丙酸
丁酸
戊酸
异戊酸

本底值
渊mg/ml冤
1.709 8
0.327 6
0.063 4
0.269 3

原
原

添加量
渊mg/ml冤
0.411 2
0.422 4
0.487 6
0.421 6
0.400 0
0.406 0

平均测定值
渊mg/ml冤

86.9
96.0
95.1
93.2
88.4
98.8

回收率范围
渊%冤

78.2~95.6
92.3~99.8
91.2~99.0
87.6~98.9
79.8~96.9
95.5~102

项目

2.5 方法的重复性

取 6份同一青贮饲料样品提取液袁按 1.5的方法
测得的变异系数在 园.源豫耀苑.怨豫之间袁具体结果见表 3遥

表 3 方法的重复性

乳酸
乙酸
丙酸
丁酸

1
1.71
0.328

0.063 4
0.269

2
1.66
0.316

0.072 1
0.283

3
1.75
0.331

0.067 8
0.277

4
1.79
0.328

0.064 9
0.272

5
1.83
0.332

0.065 1
0.290

6
1.62
0.321

0.068 2
0.261

1.73
0.326

0.066 9
0.275

7.9
0.7
0.4
1.1

重复性次数
项目 平均值渊mg/ml冤 RSD渊%冤

3 小结

本实验采用低温的水做溶剂袁目的是尽量避免
样品提取过程中 VFA 的挥发袁 水做溶剂使样品提
取比较完全遥程序升温测定袁各组分分离效果较好袁
分析时间短袁精密度尧精确度较高袁适用大批量样品
的测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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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加龙

高效液相色谱 渊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鄄
matography袁HPLC冤是近 30年发展起来的一种具有高
灵敏度尧高选择性的高效快速分离尧分析技术遥它既能
用于微量组分的分析测定袁 又能用于大量的制备分
离袁灵活多样袁应用范围已超过其它各种分离方法遥高
效液相色谱仪在使用过程中常会出现一些影响分析

结果的问题袁如果使用人员了解常见问题及其成因和

相关解决方法袁就能做到勤维护早预防袁使分析结果
保持较好的稳定性与较高的精确性遥
1 高效液相色谱仪系统

液相色谱仪主要由贮液瓶尧泵尧进样器尧柱子尧柱
温箱尧检测器尧数据处理系统组成渊见图 1冤遥 对于整个
系统而言袁柱子尧泵和检测器是核心部件袁同时也是易
出问题的主要部位遥

2 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高效液相色谱仪作为一种高精密仪器袁如果在使用
过程中操作不当的话,就容易导致一些问题袁其中最常
见的就是柱压问题尧漂移问题尧峰形异常问题遥
2.1 柱压问题

柱压问题是使用高效液相色谱过程中需要密切

注意的地方袁柱压的稳定与色谱图峰形的好坏尧柱效尧
分离效果及保留时间等密切相关遥所谓柱压稳定并不
是指压力值稳定于一个恒定值袁而是指压力波动范围
在 345kPa以内渊在使用梯度洗脱时袁柱压平稳尧缓慢
的变化是允许的冤遥 压力过高尧过低都属于柱压问题遥
2.1.1 压力过高

这是高效液相色谱仪在使用中最常见的问题袁指
的是压力突然升高袁一般都是由于流路中有堵塞的情
况遥 此时袁我们应该分段进行检查遥

淤首先断开真空泵的入口处袁此时 PEEK管里充
满液体袁使 PEEK 管低于溶剂瓶袁看液体是否自由滴
下袁如果液体不滴或缓慢滴下袁则是溶剂过滤头堵塞遥
处理方法院用 30%的硝酸浸泡 0.5h袁在用超纯水冲洗
干净遥 如果液体自由滴下袁溶剂过滤头正常袁再检查遥

于打开 Purge阀袁使流动相不经过柱子袁如果压力没
有明显下降袁则是过滤头堵塞遥处理方法院将过滤头取
出袁 用 10%的异丙醇超声 30min遥 如果压力降至
690kPa以下袁过滤头正常袁再检查遥盂把色谱柱出口端
取下袁如果压力不下降袁则是柱子堵塞遥 处理方法院如
果是缓冲盐堵塞袁则用 95%的水冲至压力正常曰如果
是一些强保留的物质导致堵塞袁则要用比现在流动相
更强的流动相冲至压力正常遥假如按上面的方法长时
间冲洗压力都不下降袁则可考虑将柱子的进出口反过
来接在仪器上袁用流动相冲洗柱子遥这时袁如果柱压仍
不下降袁只有换柱子入口筛板袁但一旦操作不慎袁很容
易造成柱效下降袁所以尽量少用遥
2.1.2 压力过低

压力过低的现象一般是由于系统泄漏袁 处理方
法院寻找各个接口处袁特别是色谱柱两端的接口袁把泄
漏的地方旋紧即可遥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泵里进了
空气袁但此时表现的往往是压力不稳袁忽高忽低袁更严
重一点会导致泵无法吸进液体遥处理方法院打开 Purge
阀袁用 3~5ml/min的流速冲洗袁如果不行袁则要用专用
针筒在排空阀处借住外力将气泡吸出遥
2.2 漂移问题

主要包括基线漂移和保留时间漂移遥
2.2.1 基线漂移

一般说来袁机器刚启动时袁基线容易漂移袁大概要
黄加龙，江西中医学院研究生部，330004，江西南昌。
收稿日期：2006-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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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in的平衡时间袁 如果用了缓冲溶液或缓冲盐袁还
有就是在低波长下渊220nm冤平衡时间相对会比较长袁

但如果在实验过程中发现基线漂移袁则要考虑下面的
原因渊见表 1冤遥

2.2.2 保留时间漂移

保留时间重现是液相性能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袁
同一种东西袁两次的保留时间相差不要超过 15s袁超过

了 30s可看做保留时间漂移袁就无法进行定性袁要考
虑以下原因渊见表 2冤遥
2.3 峰形异常问题

表 1 基线漂移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原 因

柱温波动

流通池被污染或有气体

紫外灯能量不足
流动相污染尧变质或由低品质溶剂配成
样品中有强保留的物质渊高 K'值冤以馒头峰样
被洗脱出袁从而表现出一个逐步升高的基线
检测器没有设定在最大吸收波长处
流动相的 pH值没有调节好

解决方法
控制好柱子和流动相的温度袁 检查是否有打开的窗户或空调对
着柱温箱
用甲醇或其它强极性溶剂冲洗流通池渊最好断开柱子冤袁如有需
要袁可以用 1mol/l的硝酸渊不要用盐酸冤冲洗
更换新的紫外灯
检查流动相的组成袁使用高品质的化学试剂及 HPLC级的溶剂
使用保护柱袁如有必要袁在进样之前曰在分析过程中袁定期用强溶
剂冲洗柱子
将波长调整至最大吸收波长
加适量的酸或碱调至最佳 pH值

表 3 峰形异常情况的分析及部分解决方法

出现情况

色谱图中未出峰

一个峰或几个峰是负峰
所有峰均为负峰

所有峰均为宽峰

所出峰比预想的小

出现双峰或肩峰

前伸峰

拖尾峰

出现平头峰

出现鬼峰

问题分析及部分解决方法
系统未进样或样品分解曰泵未输液或流动相使用不正确曰检测器设置不正确遥针对以上情况
成因作相应调整即可
流动相吸收本底值高曰进样过程中进入空气曰样品组分的吸收低于流动相
信号电缆接反或检测器输出极性设置颠倒曰光学装置尚未达到平衡
系统未达到平衡曰溶解样品的溶剂极性比流动相差很多曰色谱柱尺寸及类型选择不正确曰色
谱柱或保护柱被污染或柱效降低曰温度变化造成的影响
样品黏度过大曰进样故障或进样体积误差曰检测器设置不正确曰定量环体积不正确曰检测池
污染曰检测器灯出现问题
进样量过大曰样品浓度过高曰保护柱或色谱柱柱头堵塞曰保护柱或色谱柱污染或失效曰柱塌
陷或形成短通道
进样量大或样品浓度高曰溶解样品的溶剂较流动相极性强曰保护柱或色谱柱污染或失效
柱超载袁降低样品量曰增加柱直径采用较高容量的固定相曰峰干扰袁对样品进行清洁过滤曰调
整流动相曰硅羟基作用袁加入三乙胺袁用碱致钝化柱增加缓冲液或盐的浓度降低流动相 pH
值曰柱内烧结不锈钢失效袁更换烧结不锈钢曰加在线过滤器袁对样品进行过滤曰使体积或柱外
体积过大袁将连接点降至最低曰尽可能使用内径较细的连接管曰柱效下降袁更换柱子曰采用保
护柱袁对柱子进行再生
检测器设置不正确曰进样体积太大或样品浓度太高
进样阀有残余袁在每次进完样后用充足的时间来平衡和清洗系统曰样品中存在未知物袁改进
样品的预处理曰流动相污染袁更换新流动相袁尽可能现配现用袁隔夜的流动相再次使用时要
过滤曰尽可能使用 HPLC级试剂曰流路中有小的气泡袁打开 Purge阀袁加大流速排除

峰形问题是液相的主要问题袁 在做液相过程中袁
我们就是要变换不同的条件来改善不好的峰形袁对于

各种各样的异常峰袁要区别对待袁从主要问题出发袁逐
一加以解决渊见表 3冤遥

3 结语

以上只是对液相色谱常见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袁当
然在实际应用中还会遇到更多的问题袁在排除故障时
要遵守以下原则院一次只改变一个因素袁确定假定因
素与问题之间的联系曰如果通过更换组件来排查故障

时要注意将拆下的完好组件装回原位袁 避免浪费曰养
成良好的记录习惯袁 这是成功进行故障排除的关键遥
总之袁在使用高效液相色谱仪时一定要注意样品的前
处理与仪器的正确操作和保养遥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黄加龙：高效液相色谱仪使用中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表 2 保留时间漂移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原因
温控不当
流动相比例变化
色谱柱没有平衡
流速变化
泵中有气泡

解决方法
调好柱温袁检查是否有打开的窗户或空调对着柱温箱
检查四元泵的比例阀是否有故障
在每一次运行之前给予足够的时间平衡色谱柱
重新设定流速
从泵中除去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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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择 35日龄、体重相近的杜伊长伊大三元杂交仔猪 84头，按遗传基础相似、公母各半的
原则，随机分成 4组，第 I组为对照组，其余为试验组，每个处理组设 3个重复，分别用 0%、1%、2%、3%
的血红蛋白粉替代其日粮中相应比例的鱼粉（其中试验芋组中替代 2%的鱼粉和 1%的豆粕），并进行
了为期 30d的饲养试验。试验结果表明，仔猪的日增重试验域组和试验芋组显著高于试验玉组和对照
组（P<0.05），且试验芋组显著高于试验域组（P<0.05）；仔猪的血红蛋白浓度随血红蛋白粉添加量的增
加而成正相关；仔猪血浆中转铁蛋白的含量随日粮中血红蛋白粉添加比例的增加而上升，并且各组间

差异是显著的（P<0.05）；仔猪的血浆铁含量试验芋组显著高于其它组（P<0.05）。
关键词 血红蛋白粉；仔猪；血红蛋白；血浆铁；血浆转铁蛋白

中图分类号 S816.79
血红蛋白粉是从动物血液中提取的一种富含微

量元素铁的结合蛋白质袁其铁的含量为 0.34%遥 血红
蛋白粉的真消化率为 83.0%袁生物学效价为 72.0%袁蛋
白质利用率为 60.0%渊陶丽等袁1987冤袁 主要用于巧克
力糖渊添加 10.0%冤尧饼干等营养食品中袁可提高蛋白
质和铁的含量遥在人类医学上血红蛋白可用于人造血
液遥 此外袁血红蛋白还可制成粗制品作为畜禽蛋白质
和铁的来源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与分组

本试验选择 35日龄尧 体重相近的杜伊长伊大三元
杂交仔猪 84头袁按遗传基础相似尧公母各半的原则袁
随机分成 4个处理组袁每个处理组设 3个重复遥
1.2 日粮的配制及准备

试验日粮的配制参照我国断奶仔猪营养标准袁按
能量尧蛋白平衡的原则配制而成袁所有试验日粮均为
干粉料袁血红蛋白粉的添加量分别为 0%尧1%尧2%尧3%
渊对照组和试验玉尧域尧芋组冤遥血红蛋白粉在试验玉组
和试验域组中分别替代日粮中相应比例的鱼粉量袁为
了保证氨基酸的平衡袁在试验芋组日粮中取代 2%的
鱼粉和 1%的豆粕遥血红蛋白粉和国产鱼粉的氨基酸组

成及含量见表 1袁试验日粮的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2遥
表 1 血红蛋白粉和国产鱼粉的氨基酸组成及含量（%）
项目
天门冬氨酸
苏氨酸
丝氨酸
谷氨酸
甘氨酸
丙氨酸
胱氨酸
缬氨酸
蛋氨酸

血红蛋白粉
10.291
2.910
4.039
7.631
4.065
6.966
0.265
6.398
0.817

鱼粉
6.208
6.208
2.847
8.946
3.380
3.921
0.427
3.248
2.000

项目
异亮氨酸
亮氨酸
酪氨酸
苯丙氨酸
赖氨酸
组氨酸
精氨酸
脯氨酸
合计

血红蛋白粉
0.282

11.454
1.226
5.793
7.283
6.257
3.723
1.805

81.205

鱼粉
2.603
4.827
1.437
2.700
4.912
1.906
2.751
2.076
57.134

从表 1可以看出袁血红蛋白粉的氨基酸总量比国
产鱼粉高 42.1%袁 并且血红蛋白粉中赖氨酸的含量
渊7.283%冤比国产鱼粉的赖氨酸含量渊4.912%冤高48.3%遥
血红蛋白粉的缺点是异亮氨酸的含量渊0.282%冤低袁比
国产鱼粉渊2.603%冤低 89%,但从表 2中试验日粮的异
亮氨酸含量来看袁各试验组日粮的异亮氨酸均能满足
仔猪营养需要量遥
1.3 试验动物的饲养管理

试验动物采用网上饲养袁圈舍内通风良好遥 试验
过程中仔猪自由采食袁通过乳头式自动饮水器自由饮
水遥按常规程序进行驱虫和免疫袁试验期为 30d遥圈舍
内平均温度为 18~20益遥试验开始尧第 15d及结束时分
别在早晨空腹称重遥 在试验开始及结束时袁清晨空腹
称重后袁 前腔静脉采血 4ml袁 其中 3ml加入干素钠抗
凝袁室温静置 2h袁待血清分出后袁于 3 000r/min 离心
10min分离取血浆袁装于玻璃瓶内置于-20益冰箱冷冻

血红蛋白粉对仔猪血液中血红蛋白、铁及
转铁蛋白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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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曰另外 1ml全血加干素钠抗凝后直接冷冻袁准备
用作血液生化指标的测定遥

表 2 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日粮组成
玉米
豆粕
膨化大豆
鱼粉
棉籽蛋白粉
血红蛋白粉
磷酸氢钙
石粉
盐
预混料淤
合计
营养水平于
消化能渊MJ/kg冤
粗蛋白渊%冤
钙渊%冤
总磷渊%冤
铁渊mg/kg冤
赖氨酸渊%冤
异亮氨酸渊%冤

对照组(豫)
71.00
17.00
3.00
3.00
3.00
0.00
0.75
0.95
0.30
1.00
100

13.93
18.70
0.94
0.52

488.25
1.08
0.592

试验玉组(豫)
71.00
17.00
3.00
2.00
3.00
1.00
0.75
0.95
0.30
1.00
100

13.92
20.40
0.89
0.49

537.49
1.103
0.575

试验域组(豫)
71.00
17.00
3.00
1.00
3.00
2.00
0.75
0.95
0.30
1.00
100

13.90
23.10
0.84
0.50

578.11
1.125
0.558

试验芋组(豫)
71.00
16.00
3.00
1.00
3.00
3.00
0.75
0.95
0.30
1.00
100

13.92
24.30
0.81
0.45

608.61
1.217
0.551

注院 淤预混料向每千克饲料提供维生素 A 3 512IU尧 维生素 D
2 20IU尧 维生素 E 64IU尧 维生素 K3 2.2mg尧 维生素 B12
27.6滋g尧核黄素 5.5mg尧D-泛酸 13.8mg尧尼克酸 30.3mg尧
氯化胆碱 552mg尧Mn 6mg尧Fe 150mg尧Zn 1 500mg尧 Cu 8mg尧
I 0.23mg尧Co 1.0mg尧Se 0.34mg曰

于营养水平为实测值遥
1.4 测定指标及测定方法

仔猪日增重采用常规方法测定袁血浆铁尧血浆转铁
蛋白尧血液中血红蛋白用全自动血液生化分析仪测定遥
1.5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8.0统计软件进行单因子方差分析袁用
Duncan鸳s法进行多重比较遥
2 结果与分析

试验仔猪生产性能见表 3袁 仔猪血液中血浆铁尧
血浆转铁蛋白和血红蛋白含量见表 4遥
2.1 从表 3可以看出袁 试验组和对照组仔猪 35日龄
时的体重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在试验前期渊0~15d冤袁
试验域组和试验芋组仔猪的日增重显著高于试验玉
组和对照组渊P<0.05冤曰试验芋组仔猪日增重显著高于
试验域组渊P<0.05冤曰试验玉组的仔猪日增重高于对照
组袁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试验后期渊16~30d冤袁试验域
组和试验芋组的日增重显著高试验玉组和对照组渊P<
0.05冤曰试验玉组略高于对照组袁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试验全期统计结果表明院 仔猪日粮添加血红蛋白粉
2%渊试验域组冤和 3%渊试验芋组冤时袁其日增重明显优
于对照组和添加 1%组渊试验玉组冤曰试验芋组优于试
验域组袁差异显著渊P<0.05冤曰试验玉组优于对照组袁差
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从料重比来看袁试验域组和试验
芋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和试验玉组渊P<0.05冤曰试验域组
和试验芋组差异不显著曰 试验玉组略低于对照组袁但
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表 4 试验仔猪的血红蛋白、血浆铁、转铁蛋白的水平

采血时间
试验开始
试验结束
试验开始
试验结束
试验开始
试验结束

对照组
9.27依0.48a
9.88依1.32a

2 963.02依36.93a
3 078.68依114.13a

195.85依6.58a
234.45依14.62a

试验玉组
9.02依0.36a

10.76依0.18ab
2 970.14 依16.55a

3 111.65依132.28b
194.59依5.32a
235.78依9.53ab

试验域组
9.21依0.33a

11.07依1.41b
2 973.40依46.39a

3 155.72依150.16c
196.13依9.71a

242.30依13.06b

项目
血红蛋白
渊g/100ml冤
转铁蛋白
渊滋g/ml冤
血浆铁
渊滋g/100ml冤

试验芋组
9.28依0.29a

12.08依1.23c
2 948.48依28.69a

3 189.10依141.58d
195.2依08.74a
252.97依12.25c

表 3 试验仔猪生产性能

对照组

6.92依0.40a

247.32依11.88a

270.75依13.01a

14.13依2.26a

259.50依14.86a

458.6依11.35a

1.78依0.38a

试验玉组
6.91依0.43a

254.5依7.32a

272.50依12.41a

14.48依1.47a

260.75依12.20a
440.52依12.22b

1.68依0.72a

试验域组
6.96依0.38a

266.25依10.78b

287.50依10.27b

15.08依1.78ab

276.75依11.72b
411.51依14.72b

1.49依0.25c

试验芋组
6.96依0.39a

274.50依9.32c

324.00依8.95c

16.03依1.09b

301.25依10.03c

437.75依11.02c

1.45依0.14c

项目
初始体重渊kg冤
渊35日龄冤
前期日增重渊g冤
渊35耀50日龄冤
后期日增重渊g冤
渊51耀65日龄冤
结束体重渊kg冤
渊65日龄冤
全期日增重渊g冤
平均日采食量渊g冤
料重比

注院表中同一行数值中肩标相同的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肩标不同的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下表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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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从表 4可以看出袁 仔猪在试验开始时血红蛋白
的含量各组间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在试验结束时袁
血红蛋白的浓度随血红蛋白粉添加量的增加而呈上

升趋势袁试验芋组最高渊12.08g/100ml冤袁而对照组最低
渊9.88g/100ml冤遥 试验芋组比对照组高 22.26%袁差异显
著渊P<0.05冤曰试验玉组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袁试验域
组比试验玉组的血红蛋白含量高但差异不显著 渊P>
0.05冤曰而试验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渊P<0.05冤曰试验芋
组高于试验域组且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2.3 试验开始时各组仔猪的转铁蛋白含量差异不显

著渊P>0.05冤遥 饲喂不同日粮 30d后袁仔猪血浆转铁蛋
白含量试验芋组最高渊3 189.10滋g/ml冤袁对照组最低
渊3 078.68滋g/ml冤遥 经检验袁对照组与各试验组之间差
异均显著渊P<0.05冤曰试验玉组显著低于试验域组渊P<
0.05冤曰试验域组显著低于试验芋组渊P<0.05冤遥总之袁随
着日粮中血红蛋白粉添加比例的增加袁仔猪血浆转铁
蛋白含量也增加遥
2.4 对于血浆铁含量来说袁在试验开始时仔猪各组间
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试验结束后袁各组仔猪的血浆铁
含量分别为院234.45尧235.78尧242.30尧252.97滋g/100ml遥试
验玉组略高于对照组袁但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曰试验
域组和试验芋组都显著高于对照组渊P<0.05冤曰试验域
组高于试验玉组袁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曰 试验芋组显
著高于其它组渊P<0.05冤遥 血浆铁含量随着血红蛋白粉
在日粮中所占的比例增加而呈上升趋势遥
3 讨论

中国瘦肉型生长育肥猪饲养标推荐的仔猪 渊10~
20kg冤日粮异亮氨酸需要量为 0.55%遥 美国尧英国尧法
国尧日本尧前苏联和我国台湾地区推荐的断奶仔猪日
粮异亮氨酸需要量平均为 0.60%遥但 Radecki渊1998冤试
验证明袁断奶仔猪日粮中异亮氨酸含量达到赖氨酸含
量一半时袁就能满足仔猪的营养需要量遥 从生长性能
来看袁 仔猪并没有因为异亮氨酸含量低而受到限制袁
而且随着血红蛋白粉添加量的增大袁仔猪日增重明显
升高遥可见血红蛋白粉能够替代仔猪日粮中的部分鱼
粉袁且生长效果明显遥 这同 Lee kyeong渊1997冤在鱼上
用血红蛋白粉替代鱼粉的结果相一致遥说明血红蛋白
粉用于仔猪生产上是可行的袁也有一定的开发潜力遥

血液中血红蛋白含量尧血浆铁含量尧转铁蛋白含
量是反映仔猪体铁代谢状况尧生长发育状况和新陈代
谢状况的重要指标遥Zimmerman渊1998冤指出袁仔猪血液
中血红蛋白浓度在 10g/100ml以上时袁 能保证仔猪的
正常生长发育曰在 9g/100ml时袁仅符合仔猪最低需要

量遥 血浆铁含量是仔猪体铁状况的直接反映袁而血浆
转铁蛋白作为一种重要的功能性铁结合蛋白袁直接参
与体内铁的转运和代谢袁仔猪血浆转铁蛋白含量与铁
含量存在着近似平行的关系袁二者呈显著渊P<0.05冤的
正相关遥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袁本试验中仔猪的生长
性能和血液指标都是试验芋组 渊添加3豫血红蛋白粉冤
的优于其它组袁这证实了血红蛋白粉中的血红素铁的
吸收率高于其它形式的铁遥这种结果与毛礼钟渊1994冤
得出的结果相一致遥
4 结论

随着血红蛋白粉在日粮中所占比例的增加,仔猪
血液中血红蛋白尧血浆铁及血浆转铁蛋白的含量呈上
升趋势遥在仔猪日粮中可以用血红蛋白粉替代部分鱼
粉,但仔猪日粮中能够添加多大比例的血红蛋白粉使
仔猪发挥最大的生长优势且经济效益最高袁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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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母培养物对断奶仔猪的饲喂效果试验
陈赞谋 齐章旺

摘 要 试验以 137头 21日龄断奶仔猪为对照组，133头 21日龄断奶仔猪为试验组，分别饲喂
添加了 0%和 0.25%酵母培养物的断奶仔猪全价日粮。结果发现：淤试验组和对照组仔猪 21日龄的断
奶平均个体重差异不显著（6.49kg和 6.20kg，P=0.591 8），而仔猪 42日龄时的平均个体重差异显著
（13.33kg和 11.97kg，P=0.020），仔猪平均个体重试验组比对照组每头增加 1.07kg；于仔猪 27日龄转舍
后，前 6d的仔猪平均采食量试验组要显著高于对照组（0.35kg和 0.24kg，P=0.039）；盂对照组有 4头仔
猪有轻度腹泻，试验组无腹泻发生。

关键词 酵母培养物；断奶仔猪；抗应激；增重

中图分类号 S816.79
断奶仔猪生产是养猪生产中的关键阶段之一袁断

奶仔猪的高成活率和高生长速度是养猪企业取得理

想效益的基础遥断奶尧换料尧分群尧转舍尧注射疫苗以及
温度变化等应激因素会对仔猪正常的生长发育造成

各种程度的影响袁如何有效降低各种应激的不利影响
是养好断奶仔猪的关键遥酵母培养物通过为猪胃肠道
内微生物菌群提供全价营养袁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稳定
断奶仔猪消化道内微生物区系的平衡状态袁维护和提
高胃肠道的健康水平袁增强胃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和
机体的免疫能力袁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各种应激因素的
不利影响袁提高仔猪的生产性能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用的酵母培养物由美国某公司提供遥
1.2 试验仔猪与分组

试验于 2005年 7月 16日至 2005年 8月 6日期
间在广东省某大型猪场进行袁试验期共 22d遥 试验组
仔猪 11 窝袁共 133头曰对照组仔猪 12窝袁共 137 头袁
两组仔猪均为杜伊长伊大三元杂交仔猪袁其胎次尧日龄尧
平均断奶窝重和健康状况基本相同遥 仔猪 21日龄断
奶时开始试验袁以窝为单位袁对仔猪进行空腹称重遥对
照组和试验组仔猪分别饲喂添加了 0%和 0.25%酵母
培养物的试验猪场原用仔猪全价料遥
1.3 饲养方法及测定指标

断奶仔猪饲养管理由猪场饲养员按照试验猪场

的具体饲养管理方法进行操作遥酵母培养物均匀拌于

仔猪全价料中进行饲喂遥
试验开始时和结束后分别以窝为单位对断奶仔

猪称重袁记录断奶仔猪的断奶窝重和上市窝重曰分别
记录试验组和对照组仔猪的日总采食量曰观察记录两
组仔猪的精神状况尧腹泻尧个体均匀度等指标遥分别统
计两组仔猪的平均断奶重尧平均上市重尧平均日增重尧
平均日采食量尧肉料比等生产指标遥

数据采用 Excel 2003和 SAS 8.1统计分析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添加酵母培养物对断奶仔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渊见表 1冤
表 1 断奶仔猪生产性能测定指标

项目
平均个体始重渊kg/头冤
平均个体末重渊kg/头冤
平均日增重渊kg/头冤
平均日采食量渊kg/头冤
肉料比

试验组
6.439依0.296
13.331依0.393
0.313依0.026
0.372依0.038

0.836

对照组
6.216依0.283
11.961依0.376
0.258依0.025
0.330依0.038

0.776

P值
0.591

0.020 *
0.146
0.475

注院* 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根据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窝仔猪 21 日龄和 42日
龄的测定数据袁分别统计分析两组仔猪的平均个体始
重之间和平均个体末重之间的差异情况遥 结果发现袁
试验组和对照组仔猪的平均个体始重之间差异不显

著渊P=0.591冤袁而两组仔猪的平均个体末重之间差异
显著渊P=0.020冤袁试验组仔猪平均个体增重比对照组
每头增加 1.147kg袁 这体现出了酵母培养物在提高断
奶仔猪增重方面的显著作用遥

两组仔猪的平均日增重渊P=0.146冤和平均日采食
量渊P=0.475冤指标间无显著差异袁但试验组仔猪的平
均日增重有明显高于对照组仔猪的趋势曰试验组仔猪

陈赞谋，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副教授，510640，广
州市天河区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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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日采食量略高于对照组袁但趋势不明显遥 试验
组仔猪的饲料转化率高于对照组仔猪 7.7%遥
2.2 添加酵母培养物对断奶仔猪平均日采食量的影

响渊见图 1冤
0.650.600.550.500.450.400.350.300.250.200.150.100.050.00

对照组 试验组

21 23 27 29 31 33 35 37 39 41 4325
仔猪日龄渊d冤

图 1 仔猪日采食量对比情况

对照组仔猪与试验组仔猪在断奶后的前 7d中每
头仔猪每日平均采食量基本相同曰在由产房转保育舍
(27日龄)以后袁对照组仔猪转栏后第 1d 的平均每头
仔猪日采食量比转栏前一天的采食量下降了 50%袁一
直到转栏后第 3d袁 对照组仔猪的平均每头日采食量
才达到转舍栏前的水平曰 而试验组仔猪转舍后第 1d
的平均每头仔猪日采食量不仅没有下降袁反而比转舍
前一天提高了 33.33%遥

对照组仔猪的平均每头仔猪日采食量在转舍后

的前 6d中一直显著低于试验组仔猪袁 一直到第 7d袁
也就是仔猪 34日龄时基本达到试验组仔猪的采食水
平[0.438 和 0.451kg/渊头窑d冤]袁在转栏 7d 以后一直到
仔猪上市袁对照组平均每头仔猪日采食量都稍低于试
验组仔猪袁但差距不明显遥
2.3 添加酵母培养物对仔猪群体均匀度的影响渊见
表 2冤

表 2 42日龄仔猪育成情况
项目
对照组
试验组

总头数
137
133

育成头数
70
85

育成率渊%冤
51.09
63.91

对仔猪整体均匀度和健康状况的观察结果显示袁
在转舍后饲养期内袁试验组仔猪的精神状态和肤色明
显优于对照组袁试验组仔猪的肤色较亮袁形体更丰满袁
且群体均匀度显著高于对照组仔猪遥 由表 2可以看
出袁 试验组仔猪的 42 日龄育成头数比对照组多 15
头袁育成率比对照组提高 25.09%遥
2.4 添加酵母培养物对仔猪腹泻的影响

在本试验周期内袁试验组和对照组仔猪的成活率
都达到了 100%袁 两组发生腹泻的仔猪头数分别为 0
头和 4头袁且腹泻仔猪均为轻度腹泻袁说明两组仔猪
都发挥出了较好的生产性能遥
3 讨论

试验所用酵母培养物的主要成分是酵母细胞的

发酵代谢产物遥酵母培养物通过为仔猪胃肠道内微生
物菌群提供全价营养袁保障微生物菌群良好平衡状态
的途径袁提高仔猪对不良刺激的抵抗尧耐受能力遥在仔
猪受到断奶尧换料尧转舍尧注射疫苗尧热应激等刺激的
条件下袁能够保证仔猪正常的生产状态袁从而很好地
解决了仔猪遇到不良刺激后生产性能大幅度下降尧恢
复缓慢的难题遥

酵母培养物具有显著(P<0.05)改善饲料适口性尧
增加采食量尧提高仔猪日增重尧减少仔猪腹泻尧降低饲
料成本的作用遥本试验中试验组和对照组断奶仔猪平
均个体末重之间差异显著袁而两组平均日增重之间差
异不显著遥这一方面与断奶仔猪平均日采食量变化的
特点有关曰另一方面是受到酵母培养物添加方式的影
响遥

断奶仔猪受到环境改变尧驱赶尧惊吓等转栏应激
的影响后袁其胃肠道内微生物区系发生紊乱袁原有的
正常菌群平衡状态被破坏袁进一步导致仔猪胃肠道的
消化和吸收能力下降袁 仔猪机体的自身抵抗力下降袁
最终使仔猪的采食量急剧下降尧精神状态变差尧腹泻
等遥 本试验中袁在仔猪转舍后出现了对照组仔猪的采
食量大幅下降袁而试验组仔猪采食量继续增加渊见图
1冤的情况袁表明试验组仔猪具有很强的抗应激能力袁
另一方面也表明添加酵母培养物的仔猪日粮具有更

好的诱食效果遥
仔猪群体具有较高的均匀度有利于养猪企业缩

短仔猪生产周期袁 从而能够更加合理地安排生产进
度袁落实全进全出的生产体系袁提高企业的生产管理
水平袁增加企业利润遥
4 结论

淤酵母培养物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仔猪胃肠道
消化吸收能力和机体免疫力袁保障仔猪在应激条件下
采食量能够继续稳定增长曰于酵母培养物可保障仔猪
在受应激后避免发生腹泻袁或者发生轻度腹泻后迅速
恢复健康水平曰盂酵母培养物能够提高饲料的诱食性
和仔猪的生长速度袁增加仔猪群体的均匀度遥

（参考文献，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张学智，mengzai0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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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中首先分析了库存控制对饲料企业库存系统的重要性，同时，针对饲料企业的库存控

制特点，论述了经济订货批量模型、定期订货法、ABC分类法、动态规划模型等方法在饲料企业库存管
理中的应用。指出当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库存控制方法也应及时改变，合理选用各种控制方法，以减

少库存物资占用资金，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 饲料企业；库存控制；综合研究

中图分类号 S816.33
库存是指处于储存状态的物品或商品遥库存系统

在饲料企业中承担着原料尧成品尧编织袋和其它材料
的储存任务袁是饲料企业中占用流动资金比重最大的
关键部门袁具有开放性尧动态性尧波动性等特点遥 其中
库存量过多或过少都会给企业带来损失袁库存数量过
多袁会积压过多的资金袁还需支付一笔库存保管费曰库
存数量不足袁原料库将影响生产袁成品库将影响销售袁
编织袋及其它材料库也将影响生产遥 因此袁在实际的
饲料企业库存控制中总存在着如何合理安排各种物

料的库存量问题遥
库存控制是指在库存理论的指导下袁在经济合理

或某些特定的前提下渊如不允许缺货与降低服务水平
等冤袁建立库存量渊需求量冤尧库存水平尧订货量等数据
界限遥简单地说库存控制就是企业经营者决策何时补
充订货袁补充多少订货采取的方法遥 它是对库存的管
理与控制袁将保证库存的合理性尧经济性与最优性遥
1 饲料企业常用的库存控制方法

企业的库存控制主要是基于企业整体管理的前

提下袁求得成本的降低袁获取最适宜利润袁尽量在各种
库存成本和库存效益之间作出权衡袁实现二者的最佳
结合遥 因此袁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库存的控制方
法袁在饲料企业中常用的库存控制模型有以下几种遥
1.1 经济订货批量模型渊EOQ模型冤

经济订货批量模型即 EOQ模型 渊Economic Order

Quantity冤袁是由美国的哈利斯渊F. M. Harris冤于 1915
年首次提出来的遥该模型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确定
最佳订购点和最佳订购量袁 目标是使库存费用最小
化遥 模型中要求规定一个特定的点 R袁当库存水平达
到这个点时就应当进行订购袁订购量为 Q遥 订购点 R
往往是一个既定的数遥 当可供货量渊包括目前库存量
和已订购量冤 到达 R时袁 就应该进行批量为 Q的订
购袁从而找到合适的订货数量袁使库存总成本最小遥其
具体内容如下遥
1.1.1 基本的经济订货批量模型

当只涉及一种产品袁且年需求量已知袁需求比例
是常数袁各批量单独运送和接收袁而且没有数量折扣
及不考虑缺货时的经济批量模型为基本的经济定货

批量模型遥经济批量模型是在总成本最小的情况下得
出的定货批量袁因此袁其模型是通过对库存物品的年
度总成本渊TC冤=年采购成本渊DC冤+年订购成本渊DS/Q冤+
年储存成本渊QH/2冤中的每次定货批量 Q得出的遥 在
等式右边袁C 是单位产品成本袁DC 指产品年采购成
本袁渊DS/Q冤指年订购成本渊订购次数D/Q乘以每次订购
成本 S冤袁渊QH/2冤是年储存成本渊平均库存 Q/2乘以单
位储存成本 H冤遥 其结果为院

Q= 2DSH姨
式中院D要要要需求量渊每年冤曰

S要要要每次订购成本曰
Q要要要订购批量曰
H要要要单位产品的年平均储存成本遥
该模型有如下一些条件假设袁这些假设与现实有

些不符袁但提供了一个研究的起点袁使问题简单化遥淤
产品需求是固定的袁且在整个时期内保持一致曰于单

朱亚男，东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150030，黑龙
江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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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产品的价格固定曰盂储存成本以平均库存为计算依
据曰榆订购或生产准备成本固定曰虞所有对产品的需
求都能满足渊不允许延期交货冤遥
1.1.2 有折扣的经济订货批量模型

供应商为了鼓励大批量购买袁通常规定购买数量
达到或超过某一数量时提供优惠价格袁 在这种情况
下袁买方要通过计算来决定是否需要增加订货量去获
得折扣遥 通常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确定院淤计算经济批
量遥 通过基本经济订货批量模型 Q= 2DSH姨 按原价

计算出经济批量渊Q冤和按照折扣单价计算出经济批量
渊Q 折冤遥于计算成本遥通过公式 TC=DC+DS/Q+QH/2计
算出采用原价所确定的经济订货批量渊Q冤采购时的总
成本渊TC冤和按给定的享受折扣时的批量采购时的总
成本渊TC 折冤遥 盂进行分析判断遥 若按照折扣单价计算
出的经济订货批量渊Q 折冤小于可以享受批量折扣的数
量时袁说明此经济批量无效遥 然后把按原价采购的经
济批量的总成本渊TC冤和按享受折扣时的批量采购的
总成本渊TC 折冤进行比较袁若 TC逸TC 折袁则应该以商家
提供的折扣数量为最佳采购批量遥若计算出的经济批
量渊Q 折冤大于可以享受此批量折扣的数量时袁则应按
经济批量采购袁此时既可享受折扣优惠袁又能达到总
成本最低袁是最理想的情况遥
1.1.3 允许缺货的经济订货批量模型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袁订货量到达时间和每日消耗
用量不可能稳定不变袁 因此有时不免要出现缺货袁此
时的经济订货批量模型为院

Q= 2C3DC1姨 窑 C1+C 2C2姨
式中院C1要要要单位保管费用曰

C2要要要单位缺货费用曰
C3要要要订货成本曰
D要要要需求量遥
因为经济订货批量模型订货数量固定袁所以在具

有管理方便尧便于采用经济订货批量进行订货等优点
的同时也具有不便于严格管理尧事前计划比较复杂等
一些缺点袁所以有一定的使用范围遥 通常在以下几种
情况下采用定期订货法比较适合院 淤单价比较便宜袁
不便于少量订货的物品曰于需求预测比较困难的维修
材料曰盂品种数量繁多尧库房管理事物量大的物品曰榆
消费量计算复杂的物品曰虞通用性强尧需求总量比较
稳定的物品等遥
1.2 定期订货法

定期订货法渊也称为定期系统尧定期盘点系统尧固
定订货间隔期系统以及 P系统冤是一种以固定的检查
和订货间隔期为基础的库存控制法遥在这个控制方法
中袁 不存在固定的订货点袁 但有固定的订货间隔期
渊T冤袁以固定的订货间隔期提出订货遥每次订货的数量
不固定袁需要根据某规则补充到库存目标量渊S冤中遥库
存目标量 S与订货间隔期 T是事先确定的主要参数袁
库存控制限额完全由两个参数决定遥而库存的订货量
由以下规则确定院 当实际库存 I跃库存目标量 S时袁订
购量 Q =0袁即不订货曰当实际库存 I约库存目标量 S时袁
订购量 Q =平均每日需用量伊渊订购时间+订购间隔冤+
保险储备定额原实际库存 I原订货余额 渊即已订但尚未
到达的数量冤袁 注意式中保险储备定额根据各企业库
存情况而定遥

定期订货法的订货时间固定袁 每次订货量不固
定袁实际应用时适合以下情况院淤消费金额高尧需要实
施严格管理的重要物品曰 于需要根据市场状况和经营
方针经常调整生产或采购数量的物品曰 盂需求量变动
幅度大袁但变动具有周期性袁而且可以正确判断其周期
的物品曰榆受交易习惯的影响袁需要定期采购的物品曰
虞多种商品一起采购可以节省运输费用的物品曰 愚同
一种物品分散保管尧同一种物品向多家供货商订货尧批
量订货分期入库等订货尧保管和入库不规则的物品遥
1.3 ABC分类法

ABC分类法是控制库存的一种有效方法袁其基本
原理是对企业库存物料按其重要程度尧 价值高低尧资
金占用或消耗数量等进行分类尧排序袁以分清主次尧抓
住重点袁并分别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遥 ABC分类法的
要点是从中找出关键的少数渊A 类冤和次要的多数渊B
类和 C类冤袁并对关键的少数进行重点管理袁以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遥

ABC分类法的基本方法是根据企业的经济状况尧
生产特点和规模大小袁从繁多的饲料库存品种中按其
消耗数量尧重要程度尧资金占用等情况进行分类排队遥
例如袁把原料库中原料划分为关键的少数和次要的多
数袁对关键的少数原料采用定量的方法袁对次要的多
数采用定期方法遥 即将饲料原料划分为 A尧B尧C三大
类遥 属于 A类的饲料原料是使用数量大尧占用资金多
的基本原料袁如玉米尧豆粕等曰属于 C类的饲料原料是
使用数量小尧占用资金少的原料袁如维生素尧微量元素
等曰 属于 B类的饲料原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原料袁如
鱼粉尧乳清粉等遥 对 A类物料袁要认真地逐项分析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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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袁严格控制库存量袁增加采购次数袁尽可能缩短采购
周期袁尽量避免占用资金过多袁以加速资金周转曰对 C
类物料可适当采用野松肥冶的方式进行管理袁增加采购
数量袁减少采购次数袁延长采购周期袁节约采购费用曰
对 B类物料一般可根据物料的市场供应情况袁把库存
量和采购周期掌握在 A类与 C类二者之间遥 同时要
根据各种物料的不同情况袁 事先逐项确定库存定额袁
并建立数据库袁及时反映库存动态袁当库存量达到最
低限度时袁及时进行补充遥

ABC分类法结合了定量与定期库存控制的方法袁
操作简单袁 能够对库存控制做到重点与一般相结合袁
有利于降低库存袁节约保管费用袁减少资金占用袁加速
资金周转遥 对于饲料企业库存物资品种杂尧数量多的
情况非常适用遥

但是袁在 ABC分类法中对产品的 粤月悦分级不能
仅仅依赖一个标准袁而应把多种因素考虑进去袁综合
考察库存物料在管理中的重要性遥按 粤月悦 分类结果袁
对三类库存物品进行有区别的控制遥
1.4 动态规划模型

动态规划模型是解决多阶段决策问题的基本方

法遥 所谓多阶段决策问题是指这样一类问题袁它可以
分为若干个互相联系的阶段袁在每一个阶段分别对应
着一组可以选取的决策袁 当每个阶段的决策选定以
后袁过程也随之确定遥把各个阶段的决策综合起来袁构
成一个决策序列袁称为一个策略遥 显然由于各个阶段
选取的决策不同袁对应整个过程就可以有一系列不同
的策略遥 当对过程采取某一策略时袁可以得到一个确
定的或期望的效果袁采取不同的策略袁就会得到不同
的效果遥 多阶段的决策问题袁就是要在所有可能采取
的决策中间选取一个最优的策略袁使在预定的标准下
得到最好的效果遥

由于饲料库存物料的品种繁多袁其间还有一些是
季节性产品或市场价格不稳定物料遥 因此袁饲料企业
库存的订货数量和时间都是不确定的袁饲料库存控制
是一个多阶段决策问题遥饲料库存系统的决策目标是
用最低的库存成本来实现所需的需求量遥

根据动态规划原理得到动态规划的一般模型为院
渊 冤=min{ 渊 , 冤+ 渊 冤}
渊 冤=0, = , -1,.......,1嗓

式中院 k要要要第 个阶段的状态变量曰
要要要在第 个阶段的状态变量为 时的决策

变量遥

系统某阶段的状态一经确定袁 执行某一决策所得
的效益称为阶段效益袁 它是整个系统效益的一部分袁
是阶段状态 和阶段决策 的函数袁 记为 渊 袁 冤曰
渊 冤表示从状态 出发到达终点的最优效益曰 表

示可将系统分成 个阶段曰根据问题的性质袁式中的
min有时是 max遥

动态规划模型在饲料企业适用于在每个阶段的

库存需求率不同而数量已知的情况下袁确定最佳订货
批量和订购次数的多阶段决策问题遥动态规划模型方
法应用于求解多阶段存储问题时是比较成功的遥它主
要是在满足不同时期确定性的需求量的条件下袁在生
产批量所引起的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存储费用的上升

间作出合理的策略遥
但是袁动态规划问题的求解没有一个标准的数学

公式袁一般是对于具体问题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采取
与之相应的特殊方程遥 因此袁用动态规划方法处理实
际问题时需要一定的技巧遥
2 小结

通过使用库存控制方法袁使管理人员减轻了繁重
的事务性处理工作袁 从而能够集中精力挖掘物资潜
力袁合理组织供应袁以最小的库存满足最佳的库存状
态遥 但同时库存控制的诸多方法在应用中均有各自
的限制条件袁因此实际应用时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采
用遥

现在我国的物流越来越完善袁 许多其它工业企
业从供应链的角度对库存进行控制袁 其主要应用企
业资源计划渊ERP冤尧准时制渊JIT冤尧供应链管理库存
渊VMI冤等库存控制方法袁这些方法是值得我们饲料企
业借鉴的遥 但是这些库存控制与饲料企业目前所应
用的控制方法的主要目标是使库存投资最少袁 都只
是站在库存管理部门考虑问题袁 而库存是整个企业
系统的一个部门袁不能孤立地处理库存控制问题袁因
为库存控制问题和分销问题尧生产问题尧财务问题有
千丝万缕的联系遥 在实际的生产中袁应该在注重库存
成本的同时袁也应该考虑采购尧营销尧生产尧分销等各
部门袁追求总体目标最优遥因此袁我们认为应运用系统
的思想袁从企业的全局考虑库存问题袁探求更好的方
法研究饲料企业的库存管理袁为企业管理者经营决策
提供参考遥

（参考文献 17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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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饲料中杂饼 (粕 )的合理利用
黄香文 张双义

从 2005年下半年到现在袁 养猪业行情一直处于
低迷的状态遥 由于饲料成本占生产成本的 70%耀80%袁
扩大豆粕以外的植物蛋白饲料资源要要要杂饼渊粕冤使用
量袁进一步降低饲料成本有助于渡过难关遥
1 杂饼渊粕冤与豆粕的营养成分比较

我国每年生产大量杂饼渊粕冤袁如棉籽饼渊粕冤年产
量在 600万吨以上袁菜籽饼渊粕冤约 300万吨遥 随着育
种及浸油加工工艺的不断完善袁目前杂饼渊粕冤已具有
较高的饲用价值遥豆饼渊粕冤及各种杂饼渊粕冤的营养成
分含量见表 1遥

由表 1可知袁有很大一部分杂饼渊粕冤蛋白质含量
都在 35%以上袁 如花生仁粕粗蛋白含量比大豆粕还
高袁棉籽粕与大豆粕接近袁菜籽粕的粗蛋白含量相当
于大豆粕的 87.7%遥 有些杂饼渊粕冤的猪回肠氨基酸消
化率也很高袁如花生仁饼的赖氨酸和蛋氨酸的猪回肠
消化率均达到 89%渊大豆粕氨基酸平均消化率为
90%冤遥 此外袁大多数杂饼渊粕冤的总磷及有效磷含量均
高于豆饼渊粕冤袁但多为植酸磷袁利用率不高遥 另外袁杂
饼渊粕冤本身还存在着大量的抗营养因子袁而且有些还
含有有毒物质遥 因此袁我们在配制猪饲料时应准确了
解各种杂饼渊粕冤的特性以追求在饲料中的最大安全
添加量袁达到最大限度地降低饲料成本的目的遥

此外袁 近几年由于燃料酒精产量的快速增长袁大
量玉米被用做酒精生产的原料袁副产物 DDGS的量明
显增加遥 DDGS消化能值高袁通常价格较低袁价格蛋白
比较豆饼渊粕冤有优势袁应积极加以利用遥

2 制约杂饼渊粕冤使用量的因素
2.1 价格蛋白比

配制饲料配方既要考虑配方的性能袁也要考虑配
方的成本袁应用杂饼渊粕冤替代豆饼渊粕冤就是降低饲料
成本的一种最有效的方法遥那么如何衡量应用哪种或
哪几种杂饼渊粕冤来替代豆饼渊粕冤更为经济袁价格蛋白
比即是最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遥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袁
所选用杂饼渊粕冤的价格蛋白比低于豆粕才具有替代
的意义袁而且低得越多才越划算遥 另外袁在使用杂饼
渊粕冤配制配方时还应考虑杂饼渊粕冤与豆粕的能量及
赖氨酸的差距大小袁再比较该差距所造成的成本与上
述节约成本之差为正还是为负袁方知是否划算袁然后
再考虑杂饼(粕)中抗营养因子给猪只生产性能造成的
影响以确定适当的使用阶段和用量遥
2.2 纤维素含量高

杂饼渊粕冤通常纤维素含量高遥 这些纤维素包裹营
养物质袁妨碍与消化酶的充分接触袁降低了饲料中养分
的利用率袁纤维还与日粮中的钙尧铜尧铁尧锌等金属离子
发生螯合反应生成不溶性盐袁 影响矿物质元素的吸收
和利用遥 因此袁使用杂饼渊粕冤要考虑使用纤维酶制剂遥
2.3 植酸

黄香文，哈尔滨远大牧业有限公司，150060，哈尔滨市平
房开发区集中区哈平路渤海东路 8号。

张双义，哈尔滨和美华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收稿日期：2006-05-08

表 1 豆饼(粕)及各种杂饼(粕)的营养成分含量
粗蛋白

40.9
44.0
36.3
43.5
35.7
38.6
44.7
47.8
32.2
34.8
39.2
28.3

钙
0.31
0.33
0.21
0.28
0.59
0.65
0.25
0.27
0.39
0.42
2.24
0.2

总磷
0.50
0.62
0.83
1.04
0.96
1.02
0.53
0.56
0.88
0.95
1.19
0.74

有效磷
0.25
0.18
0.28
0.36
0.33
0.35
0.31
0.33
0.38
0.42
0.22
0.42

赖氨酸
2.43
2.66
1.4
1.97
1.33
1.3
1.32
1.4
0.73
1.16
0.82
0.59

蛋氨酸
0.60
0.62
0.41
0.58
0.6
0.63
0.39
0.41
0.46
0.55
0.82
0.59

赖氨酸
89
91
原
68
77
75
89
87
原
原
85
59

蛋氨酸
90
92
原
74
87
86
89
88
原
原
92
75

大豆饼
大豆粕
棉籽饼
棉籽粕
菜籽饼
菜籽粕
花生仁饼
花生仁粕
亚麻仁饼
亚麻仁粕
芝麻饼
DDGS渊含可溶物酒粕冤
注院该表数据源引自中国饲料成分及营养价值表 2002版渊中国饲料袁2002冤遥

营养指标渊%冤 猪回肠真消化率渊%冤
饲料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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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酸广泛存在于植物体内袁棉籽尧油菜籽及其饼
粕中也含有植酸遥植酸是由 1分子肌醇和 6分子磷酸
结合而成袁其化学名称为肌醇六磷酸遥 植酸不仅是饲
料中磷的一种存在形式袁 而且它对金属离子 Ca2+尧
Mg2+尧Fe2+尧Mn2+尧Zn2+尧Cu2+等具有很强的络合性袁形成稳
定的络合物要要要植酸盐遥植酸盐还能与蛋白质尧淀粉尧
脂肪结合袁并使内源淀粉酶尧蛋白酶尧脂肪酶的活性降
低袁使整个日粮的消化受到影响遥
2.4 其它抗营养因子

包括胰蛋白酶抑制因子尧棉酚尧葡萄糖硫苷尧生氰
糖苷等袁如何降低这些抗营养因子的危害将在下述各
饼粕单项中分别予以阐述遥
3 杂饼渊粕冤在猪饲料中的应用
3.1 棉籽饼渊粕冤

棉籽饼渊粕冤中的棉酚以游离态和结合态两种形
式存在袁结合棉酚基本没有毒害作用袁而游离棉酚具
有活性羟基袁有毒性遥棉酚的活性羟基和醛基可以和蛋
白质结合袁降低蛋白质的利用率袁也可以与铁离子结
合袁从而干扰血红蛋白的合成袁引起缺铁性贫血遥 在棉
籽榨油过程中由于受湿热的作用袁棉酚的活性醛基可
以与赖氨酸的 着氨基结合袁降低棉饼中赖氨酸的有效
性遥 游离棉酚是细胞尧血管和神经性的毒物袁大量棉酚
进入消化道后袁可刺激胃肠粘膜袁引起胃肠炎曰吸收入
血后袁能损害心尧肝尧肾等实质器官遥 此外棉酚还可溶
于磷脂袁在神经细胞中积累袁使神经细胞的功能发生
紊乱遥因此袁在应用棉籽饼粕前须先将棉酚去除遥在棉
籽饼渊粕冤中加入硫酸亚铁尧尿素尧碱尧氨等化学添加剂袁
在一定程度上可破坏游离棉酚或使其成为结合态而

丧失毒性袁以达到脱毒目的曰在棉籽脱脂过程中袁通过
直接加热干燥袁不但可使游离棉酚与蛋白质结合而减
少毒性袁还能保存部分赖氨酸曰另外利用一些酶和微
生物对棉籽饼渊粕冤进行发酵处理也可达到脱毒目的遥

猪在不同生长阶段对棉酚的耐受性不同遥仔猪配
合饲料中游离棉酚允许量为 0.02%尧 生长肥育猪为
0.06%尧母猪为 0.06%遥一般棉酚含量超过 0.04%时袁就
应少量限制使用袁 建议直接饲喂的添加比例为 5%以
下袁最多不应超过 7%遥 有资料表明院在通常含粗蛋白
质 15%~16%的日粮中袁 游离棉酚的水平不应超过
0.01%袁否则会引起猪只生长缓慢尧中毒和死亡曰而当
蛋白质水平较高时袁可适当增加渊赵书广袁2000冤遥一般
来说袁 在生长肥育猪配合饲料中单独使用棉籽粕袁添
加量达 7%~8%即有危害袁但经验表明袁如果同时使用
5%的棉籽粕尧5%的菜籽粕却是安全的遥可见棉籽粕与

其它杂饼渊粕冤配合使用是替代豆饼渊粕冤袁降低饲料成
本不错的做法遥 另外袁在应用棉籽粕替代豆饼渊粕冤时
还应注意补充其所缺乏的赖氨酸袁 若在日粮中添加
0.2%~0.3%的赖氨酸袁 饲喂效果可接近完全使用豆粕
的日粮曰若在日粮中添加 0.5%的赖氨酸袁可取得与完
全使用豆粕相当的效果遥

鉴于棉籽粕质量不稳定和游离棉酚的毒性问题袁
不建议在仔猪和种猪的配合饲料中使用棉籽粕遥
3.2 菜籽饼渊粕冤

由于菜籽饼渊粕冤含有葡萄糖硫苷尧芥子碱尧植酸尧
单宁等大量的抗营养因子袁对猪只生长性能及适口性
存在较大影响袁使菜籽饼渊粕冤在猪饲粮中的应用受到
一定的限制遥 葡萄糖硫苷本身并无毒性袁其在酶的水
解作用下能够产生 恶唑烷硫酮尧异硫氰酸酯尧硫氰酸
酯和腈袁从而产生某些毒性遥 恶唑烷硫酮能够阻碍甲

状腺素的合成袁导致甲状腺肿大曰异硫氰酸酯有辣味袁
长期或大量饲喂会引起胃肠炎尧肾炎及气管炎袁甚至
肺水肿曰腈可以抑制动物生长等遥另外袁葡萄糖硫苷过
多会引起肝脏出血袁使 VK含量下降袁影响凝血作用遥
由于菜籽饼渊粕冤中葡萄糖硫苷和其它可溶性有害物
质为热敏物质袁通过加热处理可大大减少这些抗营养
因子的含量曰碱处理法可破坏葡萄糖硫苷和绝大部分
芥子碱袁常用 Na2CO3去毒袁效果较好曰另外可通过细
菌和真菌产生微生物降解酶来去除葡萄糖硫苷和其

降解产物袁此种方法对营养物质的损失较少袁很有前
景遥

大多资料表明袁菜籽饼渊粕冤在体重 10kg以下的
乳猪饲粮中不宜使用曰10~20kg体重的仔猪饲粮控制
在 5%以内为佳曰生长肥育猪饲粮中使用 8%以内较为
安全曰繁殖母猪饲粮应控制在 5%以下为好曰而种公猪
则不建议使用遥

使用野菜籽饼解毒剂冶和野菜籽饼专用添加剂冶袁可
消除菜籽饼中芥子甙产生的有毒尧抗营养物质对畜禽
的毒害作用袁 使菜籽饼在配合饲料中的用量由 5%增
加到 20%或 22%袁对生长肥育猪的生产性能无显著影
响遥 但饲料中菜籽饼(粕)含量高袁配合饲料颜色较暗袁
对商品饲料的外观影响较大遥

另外袁随着科研的不断进步袁双低渊低葡萄糖硫
苷尧低芥子酸冤优质油菜逐渐成为当今国内外油菜生
产的方向遥 据郑炜等渊2002冤报道袁当用双低菜粕完全
取代豆粕时袁饲粮中可消化氨基酸水平袁尤其是赖氨
酸和苏氨酸水平会有所降低袁所以早期的饲养中使用
双低菜粕组的试验猪生长速度要低于豆粕组遥但使用

黄香文等：猪饲料中杂饼(粕)的合理利用 饲 料 生 产

46



双低菜粕的饲粮在保持可消化氨基酸与豆粕组相同

水平时袁就能得到与豆粕组相近的生长效率遥 可见应
用双低菜籽粕配制猪饲料也需要保持可消化氨基酸

的水平袁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饲喂效果遥 猪饲料中双
低菜粕的适宜添加量见表 2渊郑炜等袁2002冤遥

表 2 猪饲料中双低菜粕的适宜添加量

最大添加量渊%冤
5
不限
不限

15

限制原因
适口性差

降低后肠发酵

项目
仔猪
生长肥育阶段
妊 娠 期
哺乳母猪

3.3 花生仁饼渊粕冤
花生仁饼渊粕冤中的抗营养因子主要是胰蛋白酶

抑制因子尧植物凝集素和皂甙等袁其中最主要是胰蛋
白酶抑制因子遥 胰蛋白酶抑制因子能抑制胰蛋白酶尧
胃蛋白酶尧糜蛋白酶的活性遥 由于胰蛋白酶和胰蛋白
酶抑制剂结合袁肠促胰酶肽分泌增多袁因而促使胰腺
分泌更多的胰蛋白酶进入肠道中遥由于胰蛋白酶中的
含硫氨基酸特别丰富袁 故胰蛋白酶大量补偿性分泌袁
会造成体内含硫氨基酸的内源性丢失袁造成体内氨基
酸代谢不平衡袁使动物生长受阻袁甚至发生疾病遥 此
外袁 胰蛋白酶的大量分泌也会造成胰腺的肥大和增
生袁出现消化吸收功能失调和紊乱袁严重时出现腹泻遥
通过加热袁在 120益左右可破坏胰蛋白酶抑制因子袁且
加热后对于消化有良好的效果袁因此采购时要对熟度
进行判定遥 此外袁对花生粕要特别注意防止黄曲霉毒
素污染袁最好新鲜时使用为佳遥

脱壳花生仁粕与带壳花生仁粕的成分及饲料价

值差异很大袁一般以脱壳采油的花生仁粕较受欢迎遥
花生仁粕对猪的适口性良好袁 但缺乏赖氨酸袁且

热能值低袁因此对猪来讲袁其饲料价值必然低于豆粕遥
所以当花生仁饼(粕)用作生长猪谷物基础饲粮的唯一
蛋白质补充料时袁生产性能显著下降遥 在仔猪饲粮中
单独使用花生仁粕时袁即使补充足够的氨基酸袁其生
长也不如豆粕遥 但在 2周龄时袁仔猪料代替 1/4大豆
粕袁5周龄时代替 1/3大豆粕袁 则仔猪生长不受影响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袁花生仁饼(粕)高水平饲喂生长肥
育猪会使体脂变软袁胴体品质下降遥
3.4 亚麻籽饼渊粕冤

亚麻籽饼渊粕冤中含有许多有毒物质和抗营养因
子袁如生氰糖苷尧亚麻籽胶尧植酸尧变应原尧胰蛋白酶抑
制因子尧抗 VB6因子等遥 含有生氰糖苷的植物被动物
采食尧咀嚼后袁植物的组织结构遭到破坏袁在适宜的条

件下渊有水存在袁pH值在 5左右袁温度 40耀50益冤袁生氰
糖苷在水解酶的作用下产生氢氰酸渊HCN冤而引起动
物中毒遥但在正常情况下袁生氰糖苷与水解酶存在于不
同的部位袁并不能接触袁因此不会引起氢氰酸的释放遥

生氰糖苷溶于水袁 经酶或稀酸水解为氢氰酸袁加
热易挥发遥另外采用磨碎和发酵的方式对去除氢氰酸
也有作用遥

实践表明袁亚麻籽饼渊粕冤在生长肥育猪饲粮中的
用量以不超过蛋白质补充料的 1/3为宜袁并且与富赖
氨酸的蛋白质饲料渊如鱼粉尧豆粕尧血粉等冤配合使用袁
效果较好遥
3.5 DDGS

DDGS是生产白酒时将蒸馏液水分浓缩至 30%~
50%的可溶物与干酒粕混合袁 以迴转式干燥机干燥所
得的产物遥 其粗蛋白质含量通常都在 26%~30%袁粗纤
维含量也较低袁 属蛋白质饲料遥 DDGS粗脂肪含量较
高袁通常可达 10%以上袁在添加量较高时会因其含有
高水平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而降低胴体品质遥 DDGS氨
基酸含量较低袁 且消化率显著低于豆饼 渊粕冤袁 在将
DDGS加入日粮中时必须采用可利用氨基酸值而不应
采用总氨基酸值才能满足猪的需要量袁因为 DDGS中
氨基酸的消化率低于豆饼渊粕冤中的氨基酸的消化率遥
另外袁DDGS还是一种优良的有效磷源袁因此在日粮中
添加 DDGS时袁就可减少通常的磷酸氢钙的使用量遥

如前所述袁DDGS由于其低廉的价格对于降低猪
饲料成本是十分重要的遥美国生产的 DDGS也将进入
我们国内市场袁表 3是美国 DDGS的推荐使用量渊Bob
Thaler袁2003冤遥

表 3 DDGS在猪日粮中的推荐添加量渊豫冤
起始添加量

5
10
20
5
20

最大添加量
25
20
50
20
50

项目
保育猪渊>6.81kg冤
生长肥育猪
妊娠母猪
泌乳母猪
公猪

4 小结

综上所述袁利用杂饼渊粕冤替代豆饼渊粕冤能够较大
程度地降低饲料成本袁但必须充分地了解所应用的杂
饼渊粕冤的营养成分含量及具有什么抗营养因子等特
点袁才能更准确尧更合理地应用好杂饼渊粕冤袁为养猪生
产及饲料工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遥

（参考文献 10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刘敏跃，lm-y@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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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添加量渊%冤
5
不限
不限

15

限制原因
适口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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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仔猪
生长肥育阶段
妊 娠 期
哺乳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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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乳蛋白是牛奶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品种、奶牛泌乳阶段、胎次、

疾病和饲料组成与营养等。文中阐述了乳蛋白的合成机理及有关影响乳蛋白的营养和非营养因素；同

时对国内外乳蛋白营养调控的技术进展作了全面的阐述，旨在为提高乳蛋白含量和产量提供参考。

关键词 牛奶；乳蛋白；含量；营养调控

中图分类号 S815.4

乳蛋白含有机体几乎所有的必需氨基酸袁 具有
较高的营养价值袁是牛奶的主要营养成分之一遥 当今
世界很多国家在牛奶价格体系中都把乳蛋白的价值

放在首位袁 有的国家乳蛋白和乳脂肪比价甚至达
1.51遥 我国新的巴氏杀菌乳标准渊GB5408-I~1999冤
也把乳蛋白渊逸2.9冤作为一项主要指标列入遥 由于乳
蛋白受许多因素的影响袁除遗传尧生理尧环境控制及饲
养方式外袁供给奶牛日粮的营养素是调控牛奶乳成分
的决定因素遥因此袁在不同的生产条件下袁乳腺中乳蛋
白的合成能力不同袁 乳蛋白的含量和产量也有所变
化遥 现将奶牛乳蛋白的合成尧影响因素及营养调控的
途径介绍如下遥
1 乳中蛋白质的合成

1.1 乳腺中合成的蛋白质

乳腺是合成乳汁的主要场所遥乳中 90豫以上的蛋
白质是在乳腺中由氨基酸从头合成的遥乳蛋白合成所
需要的蛋白质占蛋白质总需要的 70豫遥酪蛋白是乳中
主要的蛋白质之一袁 约占乳中粗蛋白总量的 80%
渊DePeters等袁1992冤袁 主要由乳腺从血液中摄取的游
离的氨基酸以及小分子寡肽合成 渊Backwell 等 袁
1996冤袁其组成成分渊琢-酪蛋白尧茁-酪蛋白尧资-酪蛋白尧

酌-酪蛋白冤对乳品品质有很大的影响遥另外袁乳腺吸收
的氨基酸除了用以合成酪蛋白外袁 还用来合成 茁-乳
球蛋白和 琢-乳清蛋白渊悦lark等袁1978冤遥 与酪蛋白不
同袁有些乳清蛋白则完全由乳腺组织吸收遥 乳腺组织
从血液中摄取的氨基酸量与合成乳蛋白的氨基酸量并

不一致袁有的氨基酸渊Lys尧Arg尧Ile尧Leu 和 Val冤摄入量
高于输出量袁而有的氨基酸渊Met尧Phe尧His和 Thr冤摄入
量低于输出量渊Bequette袁1997曰Guinard袁1994曰Mabjeesh袁
2002冤遥这可能说明袁除了血液中游离的氨基酸参与乳
腺组织氨基酸的供给外袁肽和蛋白质也参与乳腺组织
氨基酸的供给袁用来合成乳中蛋白质袁这部分肽和蛋
白质刚好可以弥补乳腺组织摄入游离氨基酸的不足

渊Bequette袁1999曰Mabjeesh袁2000冤遥 而乳腺组织摄入过
量的氨基酸除直接用于合成乳蛋白外袁仍有一部分氨
基酸参与合成其它功能物质渊合成细胞的结构蛋白或
酶类曰合成非必需氨基酸尧多胺尧悦韵2和 ATP冤和支链
氨基酸渊Bequette ,1998冤遥

乳腺组织蛋白质的合成与乳腺对氨基酸的摄取

有关袁而控制乳腺从血液中摄取游离氨基酸的主要因
素是院淤乳腺氨基酸转运系统的活力曰于乳腺摄入的
血浆游离氨基酸量占血浆总氨基酸量的百分比渊Km冤曰
盂血浆游离氨基酸的净摄入量遥 但多数研究认为袁乳
腺对氨基酸的摄取是相对保守的袁不同的氨基酸转运
系统活力不同袁Km值也不同遥 正常情况下袁它们会维
持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曰 当过量添加游离氨基酸时袁
它们会通过下调而维持血浆游离氨基酸净摄入量的

稳定遥
1.2 乳中的血液蛋白质

王俊锋，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464000，河南信阳农转
路 1号。

王中华（通迅作者）、梁国义、谢宝柱，山东农业大学动物

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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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乳中 5豫耀10豫的乳蛋白质来自血液袁一种是血
清清蛋白袁存在于牛乳乳清中袁与血液中的血清蛋白
完全相同曰另一种是免疫球蛋白袁初乳中的免疫球蛋
白大部分来自血液遥 就母羊而言袁每升初乳中的免疫
球蛋白高达 100多克袁而常乳中的免疫球蛋白水平低
于初乳遥 另外袁不同种别的动物袁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
的种类不同袁如在牛的初乳中袁主要是 Ig郧尧IgM和 IgA
3种成分袁 分别占免疫球蛋白总量的 愿缘豫耀怨园豫尧员园豫
和 缘豫左右遥
2 影响牛奶中蛋白质含量和产量的因素

2.1 非营养因素

2.1.1 品种

相对于乳脂率而言袁 乳蛋白含量受遗传影响较
大遥 奶牛品种是影响乳蛋白含量的主要因素袁品种不
同袁乳中蛋白质含量和产量也不同遥 中国荷斯坦奶牛
平均乳蛋白含量最低渊3.1豫冤曰娟姗牛的乳蛋白含量最
高渊4.0豫以上冤曰爱尔夏牛尧黑白花牛和更赛牛等乳蛋
白含量适中遥一般而言袁产奶量越高袁乳蛋白含量就越
低袁乳品品质就越差遥 同一品种内的不同品系间的乳
蛋白含量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遥
2.1.2 泌乳阶段

同一泌乳期内袁泌乳各个月的乳蛋白含量变化很
大遥 产犊后的 11d乳成分变化最大袁尤其是乳蛋白率
和总固体率袁其次是乳脂率袁而乳糖尧灰分则相对稳
定遥 牛乳中蛋白质在泌乳初期和后期较高袁在产犊后
的 5耀10 周袁则乳中蛋白质含量袁酪蛋白及非蛋白氮
渊NPN冤含量快速下降袁随后在泌乳末期逐渐上升渊Ng-
Kwai Hang袁1984尧1985冤遥 泌乳阶段对乳中蛋白质产量
的影响小于对脂肪产量的影响遥 一般来说袁产奶量高
时乳脂率低袁产奶量低时乳脂率高袁乳脂率与乳蛋白
率的升降有相似的趋势遥可用 NRC渊1978冤公式由乳脂
率计算乳蛋白率院乳蛋白率渊豫冤越1.9+0.4伊乳脂率渊豫冤遥
如果饲料中由于纤维量不够或粗饲料被粉碎而导致

乳脂率下降袁则不可估算乳蛋白率遥
2.1.3 环境温度

环境温度对乳中蛋白质含量有一定的影响袁 环境
温度过高则乳中蛋白质含量下降渊Fegan袁1979冤遥 Bruhn
等 渊1977冤 对4个不同品种的奶牛试验的研究结果表
明袁夏季乳中蛋白质含量最低而冬季最高袁但牛奶中
乳蛋白质含量的变化小于乳脂的变化遥夏季和冬季乳
蛋白质含量变化范围在 0.2%耀0.3%袁环境温度对乳蛋
白含量的影响是否与高温或昼夜时间的长短有关还

不太清楚袁有待进一步去研究遥

2.1.4 胎次

奶牛的胎次对乳蛋白含量的影响不太明显遥随着
胎次的增加袁乳蛋白质含量有下降趋势袁但下降幅度
很小遥一般来说袁第一胎时乳蛋白含量有下降趋势袁第
二胎以后则乳蛋白含量的变化基本稳定遥
2.1.5 疾病

临床的乳房炎和其它炎症都会使奶中酪蛋白含

量下降袁乳清蛋白质含量却上升渊Fegan袁1979曰Munro袁
1984冤袁这是由于牛奶中体细胞数量增多袁纤维蛋白溶
解酶尧碱性乳蛋白酶的活性与正常牛奶相比增高的缘
故遥患乳房炎时袁血浆蛋白质进入牛奶中的量增加袁牛
奶的 pH值升高袁碱性增强,这可能是纤维蛋白质溶解
酶含量或活性升高而导致酪蛋白的分解增加遥
2.2 营养因素

2.2.1 能量

最近袁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袁乳蛋白含量与能量
摄入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遥 Emery渊1978冤就指出袁
当由谷物或粗饲料提供的净能增加 4.18MJ时袁 乳蛋
白含量增加 0.015单位袁 能量的摄入量与乳蛋白含量
呈正相关渊r=0.42冤遥 Sporndly渊1989冤的研究同样表明袁
代谢能渊ME冤的摄入量与乳蛋白含量或产量之间存在
正相关渊r=0.42和 0.31冤袁日粮每提供 1MJ 的代谢能则
乳蛋白含量增加 0.03单位袁 相当于每提供 4.18MJ的
净能则乳蛋白提高 0.02单位遥 这说明乳蛋白含量主
要受日粮能量水平的影响遥日粮能量和碳水化合物对
乳脂和乳蛋白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瘤胃内发酵生成的

乙酸盐和丙酸盐的比例袁而这种比例是由日粮能量和
碳水化合物水平及发酵类型决定的遥 能量不足时袁一
方面降低了瘤胃微生物蛋白质合成量袁使进入小肠内
的瘤胃微生物蛋白减少袁 乳腺中乳蛋白的合成减弱曰
另一方面导致合成乳蛋白的氨基酸被当作能量利用袁
从而使乳蛋白浓度下降遥 反之袁增加日粮中的能量和
碳水化合物袁用于供能的氨基酸减少袁微生物蛋白质
合成增多袁同样使瘤胃中丙酸盐比例提高袁刺激胰岛
素分泌袁增加乳腺对氨基酸的吸收袁从而提高乳蛋白
率遥而影响日粮能量水平的决定因素是日粮中精料的
含量和牧草的青贮品质遥 因此袁通过提高精料水平或
改进青贮品质可增加奶牛的能量摄入量袁从而提高乳
蛋白含量和产量遥
2.2.2 脂肪

日粮的能量是由需要量和采食量来决定的遥如果
不减少纤维的含量袁产奶量大于 35kg/d时袁就要补饲
脂肪遥 Palmquist渊1993冤建议日粮内脂肪的上限应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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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乳中的脂肪含量遥 日粮脂肪水平一般控制在干物
质的 7豫耀9豫水平以下遥 日粮脂肪的 1/3来自基础日
粮组分渊谷物尧牧草冤曰1/3 来自油类籽实渊棉籽尧大豆
等冤曰其余由惰性脂肪提供袁具体要求见表 1渊卢德勋袁
2001冤遥 如果不是用惰性脂肪袁日粮含脂肪 4%耀5%时
就会导致瘤胃发酵改变袁 如降低纤维素的消化率和
乙尧丙酸盐比例渊William Chalupa袁1984冤遥 试验证实袁
奶牛日粮添加脂肪后虽然增加了产奶量袁 但常会导
致乳蛋白率下降渊Emery袁1978冤袁而酪蛋白是乳中含氮
组分中下降最明显的成分渊Depeters等袁1992冤遥 杨金
波等渊2002冤报道袁根据泌乳奶牛产奶量的差异袁在其
精料中添加适量的过瘤胃脂肪袁 乳蛋白的含量下降
了 4.51豫遥 Sporndly渊1989冤研究发现袁日粮中的粗脂肪
含量与乳蛋白产量呈正相关渊r=0.31冤袁而与乳蛋白含
量呈负相关渊r=-0.24冤遥 Wu和 Huber渊1994冤分析了大
量添加脂肪试验的研究结果袁 发现随着日粮脂肪添
加量的增加袁乳蛋白产量不变或提高袁而乳蛋白含量
却比对照日粮渊脂肪含量为 3豫冤有所下降遥 另有学者
的分析结果是袁当日粮脂肪酸从 2.1豫增加到 10.7豫袁
每增加 100g 脂肪则乳蛋白含量下降 0.03 个百分点
渊Pamlquist, 1993冤遥

表 1 日粮中脂肪最高允许添加水平（豫）
脂肪来源
粗料尧谷物籽实
天然脂肪(油料种子尧动物脂肪)
保护性脂肪产品
总计

占日粮中干物质的量
3

2耀4
2

7耀9

日粮添加脂肪导致乳蛋白率下降的解释很多遥一
种观点是这种下降与葡萄糖代谢有关袁即添加脂肪后
日粮中谷物比例降低袁导致葡萄糖前体减少袁会增加
氨基酸的葡萄糖异生作用袁 从而降低乳蛋白合成量遥
Cant等渊1991冤对初产母牛饲喂脂肪含量分别为 2豫和
5豫的两种日粮袁日粮蛋白质含量为 15.4豫袁结果乳蛋
白率分别为 3.9豫和 2.96豫曰经皱胃灌注酪蛋白后袁5豫
脂肪日粮的乳蛋白率提高到 3.04豫遥 因此认为袁灌注
酪蛋白后除可以增加日粮蛋白质量袁改善氨基酸的平
衡外袁还可以克服由于补饲脂肪后奶牛日粮采食量下
降袁大量氨基酸的葡萄糖异生作用造成的乳蛋白率下
降遥另一种观点是应用保护或非保护性脂肪降低乳蛋
白率可能是由于日粮含碳水化合物过少袁使微生物蛋
白质的合成量减少 遥
2.2.3 蛋白质

蛋白质是乳蛋白合成的主要原料袁也是泌乳奶牛

日粮的主要限制性营养成分之一遥蛋白质在瘤胃中被
瘤胃微生物降解并合成微生物蛋白袁与瘤胃未降解蛋
白尧内源性蛋白随瘤胃食糜进入小肠袁组成小肠代谢
蛋白袁在小肠中被消化吸收袁并在乳腺中合成乳蛋白遥
但是袁瘤胃微生物蛋白合成效率不高袁并且氨基酸组
成不平衡袁从而影响了乳蛋白的合成遥因此袁日粮中蛋
白质缺乏导致乳蛋白浓度下降袁而补充蛋白质可显著
提高乳蛋白浓度遥 Emery渊1978冤发现袁日粮蛋白质每增
加一个百分点袁牛乳中蛋白质的水平就增加 0.02个百
分点遥 但前提是在奶牛日粮蛋白严重不足的条件下袁
增加日粮蛋白质水平可提高奶牛的消化率和采食量袁
所以产奶量也随之上升袁导致乳蛋白含量的增加遥 因
此袁可以认为产奶量和乳蛋白含量的增加袁是饲料蛋
白质直接效应和能量间接效应的双重结果遥 另一方
面袁日粮中补充过瘤胃蛋白质饲料可以改善真胃和小
肠蛋白质营养袁并维持较高的乳蛋白质产量遥 奶牛饲
料中的瘤胃非降解蛋白质渊过瘤胃蛋白冤和微生物蛋
白是奶牛小肠蛋白质的主要来源袁而且日粮中到达真
胃和小肠的非降解蛋白质或氨基酸不足是影响高产

奶牛乳蛋白含量的主要因素遥殷光骐等渊1999冤在奶牛
日粮中增加非降解蛋白饲料的试验表明袁试验组比对
照组的乳蛋白率略有提高渊P>0.05冤袁且很少受其它饲
料及天气的影响袁含量稳定遥同样袁在常规日粮条件下
通过真胃或十二指肠灌注酪蛋白也能明显提高产奶

量和乳蛋白产量渊见表 2冤袁其原因除增加了日粮中蛋
白量外还改善了氨基酸的平衡遥 因此袁只有保持微生
物蛋白和过瘤胃蛋白的平衡袁才能使乳腺获得合成乳
蛋白的理想蛋白质遥
表 2 真胃灌注酪蛋白对乳蛋白产量的影响效果渊g/d冤
资料来源

Koning等袁1984

Whitelaw等袁1986

灌注酪蛋白
0

240
460
0

200
400
600

乳蛋白产量
607
697
683
388
469
515
546

3 乳中蛋白质调控的营养途径

对于奶牛的营养管理来说袁在奶牛饲养方式上多
采取粗料自由采食袁精料则根据奶牛的生产水平来确
定适宜的添加量袁以提高乳蛋白为目标来设计营养调
控型饲料产品和平衡日粮遥 比如适宜的日粮精粗比
渊6040冤曰适宜的日粮淀粉水平和非纤维碳水化合物
渊NFC袁40%耀45%冤曰日粮粗蛋白水平曰日粮过瘤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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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33%耀40%冤等遥但以哪些指标来设计营养调控型饲料
产品和平衡日粮是目前研究者和生产者所关心的问

题遥 多数研究表明袁在正常情况下袁乳蛋白含量反映
了泌乳牛的能量平衡状况渊与过瘤胃蛋白质的摄入
量也有一定关系冤袁而乳尿素氮含量反映日粮蛋白质

摄入的平衡状况 渊Hof等袁1997曰Hwang等袁2001冤渊见
表 3冤遥 因此袁在生产实践中袁可以根据乳蛋白和乳尿
素氮的含量来衡量奶牛日粮中能量和蛋白质的平衡

状况袁进而及时调整日粮袁以提高乳蛋白率遥
3.1 日粮碳水化合物

表 3 乳蛋白和乳尿素氮含量与日粮能量、蛋白质的关系

低乳尿素氮渊<11mg/dl冤
日粮蛋白质和能量均缺乏
日粮蛋白质缺乏袁能量平衡或过剩

适中乳尿素氮渊11耀17mg/dl冤
日粮蛋白质平衡袁能量缺乏
日粮蛋白质和能量均平衡

高乳尿素氮渊>17mg/dl冤
蛋白质过剩袁能量缺乏
蛋白质过剩袁能量平衡或过剩

项目
乳蛋白<3.0%时
乳蛋白逸3.0%时

碳水化合物分为结构碳水化合物和非结构碳水

化合物两大类袁通常占饲粮比例的 60%耀70%遥 非结
构碳水化合物渊NSC冤存在于植物细胞内部袁主要是细
胞内容物中的淀粉和糖袁 通常比结构碳水化合物更
容易被消化袁 在泌乳奶牛饲粮中用来替代部分中性
洗涤纤维渊NDF冤袁以满足其对能量的需要遥 因此袁在
实际生产中袁 为了给高产奶牛或泌乳高峰期奶牛提
供所需的能量袁常常减少配合日粮粗纤维的比例袁增
加非纤维性碳水化合物渊NFC冤的含量遥 NFC 包括淀
粉尧糖和果胶袁通常用下面公式来计算院NFC=100豫-
渊NDF%+CP%+Fat%+Ash%冤渊NDF 表示中性洗涤纤
维曰CP 表示粗蛋白曰Fat 表示粗脂肪曰Ash 表示灰分冤
渊孟庆翔袁2002冤遥

改变饲粮 NFC含量能够影响瘤胃的发酵模式尧纤
维在整个消化道的消化和乳成分 渊Sievent和 Shaver袁
1993曰Sutton和 Bines袁1987冤遥 如饲喂适量的 NFC可以
促进丙酸的合成袁乙酸和丙酸的比例相应下降袁乳脂
率下降袁 乳蛋白率升高遥 Hoover和 Stokes 渊1991冤将
Nocek和 Russell渊1988冤得到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袁
发现饲粮中 NFC比例在大于 45%耀50%和小于 25%耀
30%时袁产奶量下降遥Minor等渊1998冤研究发现袁当 NFC
在饲粮干物质中的比例由 41.7%增加到 46.5%时袁乳
蛋白的含量和产量都有增加遥 因此袁为满足奶牛生产
的需要袁奶牛饲粮中应含有适宜的 NFC比例袁否则会
导致瘤胃酸中毒和其它代谢疾病的发生遥 一般来说袁
饲粮中 NSC的最大比例为饲粮干物质渊DM冤的 30%耀
40%渊Nocke,1997冤遥对 NFC来说袁在奶牛饲粮中可以接
受的比例大约比 NSC高 2耀3个百分点遥
3.2 调节日粮精粗比

多数研究与饲养实践表明袁奶牛能量的摄入量可
通过改变日粮的精粗比来实现遥通过增加精料水平提
高精粗比袁来增加能量摄入量袁而增加的能量可提高
乳蛋白的含量和产量渊Macleod等袁1983冤遥 因此袁在奶

牛饲养方式上采取粗料自由采食袁通过增加精料水平
提高精粗比袁从而提高乳蛋白含量和产量遥研究表明袁
对以青贮为基础日粮的母牛袁每天补充 3.0尧6.0尧9.0kg
精料袁乳蛋白率可从 3.08豫提高到 3.31豫遥 Bartsch等
渊1979冤的试验结果同样证实了这一结论渊见表 4冤遥 尽
管如此袁提高日粮精粗比在提高乳蛋白含量和产量的
同时袁却对乳中的其它成分有不良影响袁如高浓度精
料的日粮降低乳脂率渊王加启袁1994曰李坚袁2001曰张廷
利袁1997曰Ireland perry和 stallings袁1993曰Grummer袁1987曰
Taquette,1986; Zimmerman,1991; Khorassami袁2001;Poore袁
1993冤袁 主要是由于高浓度的精料日粮会使瘤胃发酵
类型改变袁 由高乙酸型转变为高丙酸型 渊王加启袁
1993冤遥 因此袁在实际生产中袁应根据生产需要来调整
适宜的精粗比遥 一般精粗比为 6040袁否则会造成酸
中毒袁进而降低采食量遥 由于奶牛乳蛋白的适宜日粮
精粗比受日粮中粗料和精料的组成及品质的影响袁得
到既不影响乳蛋白含量和产量袁又不影响乳脂率的适
宜精粗比袁是当今研究者和生产者所面临的挑战遥 根
据日粮内粗料的组成和品质来调整适宜的精粗比袁具
体要求见表 5遥
表 4 日粮中干草和谷物(大麦)不同比例对乳蛋白的影响

乳蛋白含量渊%冤
1000

3.37a
8020

3.50a
6040
3.68b

3763
3.83b

干草精料比渊以干物质为基础冤
项目

注院1.同行肩标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袁肩标不同者表差异显著曰
2.资料引自Bartsch等渊1979冤遥

表 5 粗料组成不同对粗料占日粮 DM含量的影响
粗料组成
100%玉米青贮
75豫玉米青贮+25豫半干青贮
50豫玉米青贮+50豫半干青贮
25%玉米青贮+75豫 半干青贮
100豫苜蓿干草

粗料占日粮 DM比例渊豫冤
50耀60
45耀55
45耀50
40耀50
40耀45

注院资料引自卢德勋渊2001冤遥

王俊锋等：影响奶牛乳蛋白质含量的因素及营养调控技术研究反刍动物营养

51



3.3 控制蛋白质水平

目前调控乳蛋白的方法主要是控制日粮蛋白质

水平和瘤胃非降解蛋白渊RUP冤水平遥 在饲养实践中袁
由于不可能对每份饲料的营养成分进行实测袁因此往
往采取在理论蛋白质需要量的基础上再增加 10%耀
15%的做法袁以保证奶牛的营养需要来改善乳蛋白的
合成遥 但结果不十分理想袁由于大部分日粮蛋白在瘤
胃中被降解浪费掉袁因而在日粮蛋白满足奶牛营养需
要的条件下袁再提高日粮蛋白水平袁并不是调控乳蛋
白的有效途径遥 随后研究者又发现袁乳蛋白的合成受
小肠蛋白质供给量或多种氨基酸的限制袁而小肠蛋白
质的供给受日粮中过瘤胃蛋白和微生物蛋白的合成

和流失的影响袁只有保持微生物蛋白和过瘤胃蛋白的
平衡袁 才能使乳腺获得合成乳蛋白的理想蛋白质袁这
样才能使乳蛋白合成达到最优化遥 因此袁饲料中含有
适量的降解率低的蛋白饲料是调控乳蛋白的有效途

径之一遥 此外袁在使用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它们的添加
量袁 日粮中瘤胃非降解蛋白含量过高尧 过低都不好遥
Rodriguez等渊1997冤指出袁奶牛日粮中的瘤胃非降解蛋
白一般不能超过 40%袁高水平的 RUP渊41%冤可降低乳
蛋白率遥 总之袁保持瘤胃降解蛋白和未降解蛋白的平
衡是调控乳蛋白的有利保证遥奶牛对日粮蛋白质部分
的营养要求如表 6所示遥

表 6 奶牛对日粮蛋白质部分的营养要求（豫）
项目
日粮 CP渊占 DM百分比冤
可溶性蛋白渊占 CP百分比冤
降解蛋白渊占 CP百分比冤
非降解蛋白渊占 CP百分比冤

泌乳初期
17耀18
30耀34
62耀66
34耀38

泌乳中期
16耀17
32耀36
62耀66
34耀38

泌乳末期
15耀16
32耀38
62耀66
34耀38

注院资料引自卢德勋渊2001)遥

3.4 瘤胃保护性氨基酸

通过添加低降解蛋白质饲料来提高进入小肠的

可利用蛋白量袁满足奶牛乳蛋白合成的需要袁效果并
不十分理想袁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添加的
低降解蛋白质饲料所含的氨基酸与机体所缺的氨基

酸不能完全匹配遥因为乳蛋白的合成与供给乳腺氨基
酸的组成有关袁于是人们开始在奶牛日粮中补充限制
性氨基酸袁保证乳腺合成乳蛋白所需要的理想氨基酸
组成袁以便使乳腺蛋白质合成达到最优化遥

目前绝大多数对泌乳奶牛的限制性氨基酸的鉴

别工作表明袁赖氨酸和蛋氨酸是代谢蛋白质渊MP冤第
一限制性氨基酸袁对于蛋氨酸和赖氨酸以外的其它限
制性氨基酸的确定工作还很有限遥 尽管如此袁对于不

同泌乳阶段与饲粮组分的奶牛来说袁其限制性氨基酸
可能有所差异遥

Boisen 等渊2000冤研究了不同日粮的第一限制性
氨基酸袁对菜籽粕来说袁亮氨酸是第一限制性氨基酸曰
对谷类饲料赖氨酸是第一限制性氨基酸曰豆粕日粮中
蛋氨酸是第一限制性氨基酸曰由大麦尧玉米尧菜籽粕和
干草配制的混合日粮袁 赖氨酸是第一限制性氨基酸遥
因此袁在奶牛日粮中添加限制性氨基酸的时候袁应根
据其泌乳阶段和日粮组成添加相应的限制性氨基酸

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遥 目前袁使用最多的是瘤胃保护
性蛋氨酸和赖氨酸这两种氨基酸遥 总的来说袁奶牛日
粮中添加瘤胃保护性氨基酸均不同程度地提高乳蛋

白含量和产量袁但效果也不尽一致遥可能的原因是院淤
日粮组成不同曰于瘤胃保护性氨基酸的降解率渊保护
形式冤不同曰盂瘤胃保护性氨基酸的添加量不同遥
3.5 维生素

B族维生素在蛋白质合成尧氧化分解及其它代谢
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袁饲料中它们的含量对乳蛋白具
有一定的影响遥尽管奶牛瘤胃微生物能够合成 B族维
生素袁但对于高产的奶牛而言袁瘤胃微生物合成的维
生素是不能满足需要的遥 因此袁在奶牛日粮中添加 B
族维生素袁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奶牛产奶性能袁提高
乳品品质遥 Grummer等渊1987冤认为袁奶牛日粮中补充
叶酸袁可以使血清中叶酸浓度升高袁导致瘤胃内丙酸
产量增加袁进而提高乳蛋白质产量 遥 而目前在奶牛生
产中应用最多的是烟酸遥 多数研究认为袁奶牛日粮中
补充烟酸袁可提高乳蛋白的含量渊Horner等,1986冤遥 另
外袁研究者和奶牛生产者通过在奶牛高脂日粮中补充
烟酸袁来有效地缓解或提高因补充脂肪而引起的乳蛋
白含量降低问题袁即使饲喂普通渊低脂冤日粮袁补充烟
酸也可提高乳蛋白的含量遥实际生产中建议每头奶牛
每日补饲烟酸 6g渊每千克干物质 200耀400mg冤袁且补饲
期应从产犊前 1周开始直到配种遥关于烟酸提高乳蛋
白含量的机制大致有以下几种解释院淤提高微生物蛋
白质合成效率或增加微生物生长所需能量袁因而增加
了十二指肠微生物氮量袁提高了小肠氨基酸的利用率
渊Erickson等袁1992冤曰 于提高了瘤胃中丙酸盐浓度袁使
乙酸和丁酸浓度降低渊Flachowsky等袁1988曰Riddle等袁
1981冤曰盂减少了奶牛对高精料饲粮的应激遥牛采食高
精料会引起应激反应, 导致采食量下降, 补饲烟酸有
益于改善高精料的不良作用遥 不过袁确切的机制尚有
待进一步研究遥
3.6 微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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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试验表明袁在奶牛日粮中添加氨基酸螯合物
代替无机微量元素可提高奶牛产奶量 10.34豫渊P<
0.05冤曰提高乳蛋白含量 3.4豫渊P<0.05冤曰对乳脂率尧非
乳脂固形物含量和奶料比无影响遥何瑞国等渊2000冤在
奶牛日粮中添加复合微量元素缓释丸袁 试验结果表
明袁产奶量提高 8.95豫渊P<0.01冤曰乳糖尧乳脂及乳蛋白
分别提高 8.12豫渊P<0.01冤尧11.01豫渊P<0.05冤尧5.79豫渊P<
0.05冤遥 日粮中补充铜尧锌尧硒三种微量元素袁产奶量明
显提高袁乳蛋白率尧乳脂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渊郭宏
武等袁1999冤遥也有资料报道袁添加铜尧锌尧硒尧碘复合微
量元素有降低乳脂率的趋势袁对乳蛋白的含量未见影
响袁 而对乳糖含量稍微有增加的趋势 渊刘明祥等袁
1999冤遥 而 Campbell等渊1999冤试验表明袁添加钴尧铜尧
锰尧锌不影响奶组成遥 铜可能会改变牛奶中脂肪酸的
组成渊Engle等袁2001曰Morales等袁2000冤遥 有关添加矿
物质的作用效果和作用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遥
4 小结

综上所述袁影响牛奶产量和乳蛋白的营养和非营
养因素很多袁而关键营养因素就是奶牛产奶性能的不
断提高对能量的需要增加袁而奶牛日粮的能量由需要
量和采食量决定袁粗饲料品质差决定了不得不减少其

用量袁增加精料用量以满足能量需要遥此外袁可以通过
日粮中添加过瘤胃脂肪来增加奶牛对能量的需要袁但
乳蛋白浓度有降低的可能袁而乳脂率却提高袁与过瘤
胃蛋白或烟酸合用可缓解这一问题遥日粮蛋白质的来
源和氨基酸的组成对乳蛋白有很大的影响袁但直接提
高日粮的蛋白水平对提高乳蛋白效果不明显袁因为日
粮蛋白一般在瘤胃中被分解袁因此必须使用过瘤胃蛋
白质或保护性氨基酸才能改善瘤胃微生物的合成袁提
高小肠蛋白质的流量和氨基酸的组成袁从而提高小肠
对氨基酸的吸收和利用袁满足乳腺组织蛋白质合成对
氨基酸的需要袁最终使乳蛋白合成达到最优化遥但是袁
乳蛋白是遗传因子尧日粮营养和管理及内分泌等综合
调控的结果袁尽管通过饲养和营养方法进行综合调控
是一条简单易行尧效果明显的途径袁但不一定能取得
理想的效果遥在提高牛奶中蛋白质浓度的同时往往会
降低牛奶中其它指标的含量袁因而系统地研究这些因
素并人为地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调控袁有效地提高
乳蛋白的产量和含量袁以满足人类对奶产品不断变化
的需求显得尤为重要遥

（参考文献 81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张学智，mengzai0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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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7月 4日至 6日，比利美英伟营养饲料（深圳）有限公司一年一次的年中营销会议在衡阳市南岳衡山电信宾馆

成功召开，英伟公司各省销售经理及业务代表们和市场部成员参加了会议。据悉，此次会议的精神是“鼓劲、调整”，在猪价

低迷、猪市不振的大环境下，鼓舞士气显得尤为重要，而针对市场的变化，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的转变也是必不可少的。会

议在一种和谐、相知、互动的氛围中进行。

此次会议围绕三个调整进行：①思想方法的调整。用什么指导企业的发展？公司科学顾问李明教授的《没有调查研究，

就没有发言权》报告，要求全体业务精英用研究的态度去面对工作，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让大家受益颇多。②工作方法与

领导方法的调整。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麦露女士作了《挑战自我，共筑英伟长城》的报告，要求全体业务人员规范工作

流程和管理流程，业务经理要加强对业务过程的控制，提高工作效率和团队战斗力。③发展策略及工作策略的调整。在市场

大环境的变化下，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需要及时调整发展策略和工作策略，就此，公司副总经理兼市场总监郭文斌先生作

了题为《抓住机遇，迎接市场的复苏》的报告。

第二天会议，各省销售人员及市场部成员根据此次会议的精神与宗旨，就前一天听取的报告分组讨论，大家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都表示一定会完成公司给予的任务，交一份满分的卷子，会议达到了预期效果。虽然现

在市场环境不容乐观，但通过此次会议，大家都对公司、对市场、对未来充满着信心，相信市场不久就会复苏，现在正是大家

大显身手的时候，众志成城，明天一定会更好。

抓住机遇，迎接市场的复苏

———深圳英伟公司 2006年中营销会议在衡山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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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中简要介绍了维生素 A和 茁-胡萝卜素的营养生理功能，重点综述了维生素 A和 茁-
胡萝卜素对反刍动物繁殖、免疫和生产性能的影响。

关键词 维生素 A；茁原胡萝卜素；反刍动物；瘤胃
中图分类号 S816.79

维生素 A是反刍动物所必需的一种脂溶性维生
素袁瘤胃微生物不能合成袁必须由日粮中添加或提供
维生素 A原遥 植物饲料中的类胡萝卜素是维生素 A
原袁动物可以将其转化为维生素 A袁其中以 茁-胡萝卜
素效价最高袁但各种动物对其转化率不同遥 维生素 A
具有许多重要的生理功能袁维生素 A参与维持正常的
视觉功能袁维持上皮组织的分化和完整袁促进骨骼的
正常发育遥 近些年的研究表明袁维生素 A影响动物的
繁殖能力尧 机体的免疫机能以及动物的生产性能袁尤
其是不同形式的维生素 A转运结合蛋白以及维生素
A酸细胞核受体的发现袁 进一步证明维生素 A不仅具
有脂溶性维生素的营养功能袁 同时也具有调节机体代
谢的激素功能遥 茁-胡萝卜素做为一种维生素 A原与维
生素 A既具有相似的生理功能袁同时也有着自身独特
的作用遥维生素 A和 茁-胡萝卜素在畜禽养殖业中广泛
应用袁本文重点介绍它们在反刍动物中的应用遥
1 对反刍动物繁殖性能的影响

维生素 A对反刍动物繁殖性能具有重要作用已
被许多试验所证实袁茁-胡萝卜素在动物繁殖方面也起
着独特的作用遥 有关研究指出院茁-胡萝卜素可减少胎
盘滞留的发生袁缩短子宫复原时间袁同时还发现血浆
中 茁-胡萝卜素低于 100滋g/dl袁 会引起奶牛繁殖严重
障碍曰 而血浆中维生素 A含量在 40滋g/dl以上时袁乳
牛繁殖障碍发生率低袁受胎率提高遥 田允波渊1991冤报

道袁母牛体内维生素 A不足会使性成熟延迟袁成熟卵
细胞减少袁在妊娠后期出现流产尧胎衣不下袁产死胎尧
弱胎或瞎眼犊牛遥 也有研究认为袁维生素 A在胚胎发
育中发挥重要作用袁其活性形式为维生素 A酸遥 研究
发现袁胚胎中维生素 A具有浓度梯度的特点袁并将其称
为野胚胎形态发生原冶遥维生素 A酸作为一种信号在细
胞间传递袁从而影响基因表达袁使受精卵发育成胚胎袁
再逐渐发育成一个具有复杂立体结构的生物有机体遥

维生素 A在繁殖中的作用机理表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院淤维生素 A具有维持上皮细胞结构完整与功能
健全的作用袁 奶牛子宫内膜覆盖着柱状上皮细胞袁因
此袁奶牛维生素 A缺乏时子宫恢复和子宫疾病的治疗
较困难袁 并且卵巢和卵泡的发育都与上皮细胞有关曰
于维生素 A可以促进类固醇激素的形成袁而奶牛的许
多类生殖激素渊雌激素和孕酮冤多属于类固醇激素遥

过去人们认为 茁原胡萝卜素影响动物繁殖机能是
因为它是维生素 A的前体物袁 而较新的研究认为 茁-
胡萝卜素是一种生理抗氧化剂袁可以保护卵泡和子宫
细胞免受氧化反应的破坏袁有助于卵巢内类固醇的合
成袁改善子宫内环境遥维生素 A和 茁-胡萝卜素对公牛
繁殖机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3个方面院淤对内分泌系
统的影响遥 维生素 A不足时可引起垂体囊肿袁腺垂体
细胞排列疏松尧水肿袁肾上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遥
于对生殖器官的影响遥 维生素 A对睾丸组织上皮的
正常分化有很大影响袁 公犊牛缺乏维生素 A导致睾
丸生殖上皮细胞发生退行性变化袁精子生成减少或停
止袁青年公牛生殖上皮细胞有不同程度的变形遥 盂对
精液品质的影响遥 精子活力与血浆中维生素 A和 茁-
胡萝卜素的浓度呈正相关遥然而袁也有一些试验表明袁
茁-胡萝卜素不影响动物的繁殖机能渊Hurley和 Doane袁

张力莉，宁夏大学农学院动科系，750021，宁夏银川市西
夏区宁夏大学新校区农学动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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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冤遥
2 对反刍动物免疫机能的影响

维生素 A和 茁-胡萝卜素与动物免疫应答有着密
切的关系遥 适量的维生素 A具有免疫促进作用袁过量
和不足都会引起免疫抑制遥 维生素 A和 茁-胡萝卜素
通过细胞免疫尧体液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反应维持机
体健康遥向妊娠青年母牛分离的血淋巴细胞培养液中
添加 茁-胡萝卜素尧视黄醇或视黄酸袁均明显增强由刀
豆素 A刺激引起的增殖反应袁而对于脂多糖渊LPS冤刺
激引起的增殖反应无改善遥 在体液免疫方面袁维生素
A和 茁-胡萝卜素缺乏时会引起抗体应答反应下降遥
体外试验中向牛单核白细胞培养液中添加 13-顺-视
黄酸袁可提高由商陆促细胞分裂素渊PWM冤刺激引起的
多克隆 IgM产量袁而无 PWM刺激时则无此作用遥 然
而袁 在犊牛乳中每天添加 1 500或 3 000IU的维生素
A袁均未影响血清中 IgM和 IgG浓度遥在非特异性免疫
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报道袁Jjoelker 等在体外试验中向
中性粒细胞渊PMN冤培养液中分别添加视黄醇渊10-8尧
10-7尧10-6mol/l冤尧视黄酸渊10-8尧10-7mol/l冤袁均可明显增强
其杀伤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能力遥 另一试验结果表明袁
10-6mol/l的 茁-胡萝卜素可刺激干奶期前后奶牛 PMN
的吞噬与杀菌力袁而视黄酸对 PMN杀菌力无影响袁并
降低其吞噬能力袁这表明 茁-胡萝卜素本身对 PMN有
特异作用袁而不是维生素 A原的作用遥

在奶牛生产中袁乳房炎是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一个
主要方面袁有许多试验证明袁感染乳房炎的奶牛渊乳中
体细胞计数大于 5伊105个/ml冤 血浆 茁-胡萝卜素浓度
明显低于健康奶牛渊乳中体细胞计数小于 1伊105个/ml冤袁
奶牛患乳房炎的程度与血浆 茁-胡萝卜素浓度呈负相
关遥另有试验表明袁在围产期维生素 A和 茁-胡萝卜素
的添加量分别为 120 000IU/d和 600mg/d袁产后嗜中性
白细胞功能增强袁乳房炎和子宫炎发生率下降遥

目前袁 对于维生素 A和 茁-胡萝卜素能够促进免
疫机能已有共识袁但对其作用机理尚不完全清楚遥 有
研究认为袁不同形式的维生素 A产生免疫效应的途径
不同遥视黄醇通过 B淋巴细胞介导来增加免疫球蛋白
的合成曰视黄酸通过 T淋巴细胞介导或产生淋巴因子
促进免疫球蛋白合成曰茁-胡萝卜素是通过增强脾细胞
增殖反应和增强腹腔巨噬细胞产生细胞毒因子袁起到
抑制肿瘤细胞转移和促进免疫功能的作用遥较新的观
点认为维生素 A刺激前列腺素渊PGE1冤的产生袁进而使

3袁5环-磷酸腺苷渊cAMP冤的活性受到调节袁使免疫效
应提高遥研究认为袁维生素 A可以作为一种免疫佐剂袁
促进体内 T尧B细胞的协同袁同时也得出血浆 cAMP的
含量随维生素 A的添加量而上升遥此外袁Omori渊1982冤
指出维生素 A可以在基因水平上影响基因表达袁当维
生素 A缺乏时 RNA合成受到阻碍遥 从以上研究中可
以看出袁维生素 A在多个方面影响着畜禽的健康和免
疫性能袁但作用机理还应进一步研究遥
3 对反刍动物生产性能的影响

维生素 A和 茁-胡萝卜素是反刍动物必需的袁但
其对生产性能影响的报道并不多遥 试验结果表明袁在
干奶期和泌乳早期增加奶牛日粮中的维生素 A含量
可以提高奶牛产奶量袁增强乳腺健康遥 2001版的叶奶
牛营养需要曳将成年奶牛在产奶期和干奶期的维生素
A需要量均提高到每千克体重 110IU遥 在泌乳早期的
奶牛饲粮中提供大约每千克体重 280IU的维生素 A袁
与饲喂每千克体重 75IU的维生素 A相比袁 产奶量从
大约 35kg/d提高到 40kg/d渊Oldham等袁1991冤遥 吴正大
报道袁 在日本京都大学对生长育肥牛所做的试验中袁
对照组不添加维生素 A袁 试验组从 22月起每隔 2个
月肌肉注射 5次维生素 A袁每次 100万 IU遥 试验结果
表明袁与对照组相比袁试验组改善了育肥牛的发育袁在
屠宰指标中腱子肉明显增加并且改善了肉色袁其机理
可能是维生素 A具有类固醇激素的性质遥 Abdelhamid
和 Arief渊1992冤的试验报道袁在用 20只 16kg的肉用羔
羊所做的试验中设 4个处理组袁分别为正常饲养水平
高维生素 A尧正常饲养水平和正常维生素 A尧低饲养
水平高维生素 A和低饲养水平正常维生素 A袁到屠宰
体重达到 35耀40kg 时各组日增重分别为 211尧148尧
117尧87g袁 说明提高饲养水平和维生素 A水平可以提
高营养物质消化率和氮平衡遥 同时袁饲养水平与维生
素 A水平也影响血浆球蛋白含量尧 维生素 A含量及
酶的含量遥 试验各组中胴体率分别为 56.2%尧49.6%尧
49.1%和 44.6%袁 随着饲养水平与维生素 A水平的增
加袁肝组织中维生素 A和糖原浓度增加袁所以在羔羊
育肥期提高维生素 A有助于育肥遥
4 日粮中缺乏维生素 A和 茁-胡萝卜素对反刍动物
的影响

维生素 A和 茁-胡萝卜素是反刍动物必需的营养
物质袁 很多因素影响维生素 A和 茁-胡萝卜素的消化
吸收和利用袁因而导致缺乏症的产生袁以下是引起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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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A和 茁-胡萝卜素缺乏症的几个主要原因及症状遥
日粮中营养不平衡是引起缺乏症的一个原因袁特

别是饲料中蛋白质缺乏或氨基酸不平衡的情况下袁会
导致视黄醇结合蛋白生成减少袁从而影响视黄醇在机
体各组织的运输及其在肝脏中的储备遥 此外袁当动物
发生消化道疾病时袁消化道上皮细胞受损会影响维生
素 A的消化吸收袁比较重要的病是球虫病和坏死性肠
炎遥此外袁由于维生素 A具有脂溶性袁因此脂肪的消化
吸收及脂肪的品质好坏会影响到维生素 A消化吸收
效果遥 饲料原料中维生素 A原渊茁-胡萝卜素冤或添加
的商品形式的维生素 A不足是导致维生素 A缺乏的
主要原因袁特别是在冬春的枯草季节袁反刍动物采食
大量的粗饲料袁 饲料原料中 茁-胡萝卜素不足影响维
生素 A的合成袁 或者维生素 A添加不足导致其缺乏
症的发生遥 对于反刍动物来讲袁饲喂高精料日粮袁瘤
胃微生物对维生素 A的降解作用增强袁从而导致维生
素 A的缺乏遥

维生素 A和 茁-胡萝卜素不足引起的缺乏症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院长期缺乏引起眼角膜尧眼结膜
干燥袁皮肤出现角质化曰持续缺乏引起动物运动失调袁
丧失一般体况导致夜盲症的发生曰由于维生素 A的缺
乏袁上皮组织的完整性受到损伤袁病原体容易进入体
内致使动物机体免疫力降低曰维生素 A缺乏会造成妊
娠乳牛的流产尧产死胎尧胎衣滞留或新生犊牛的瞎眼
渊李宏全袁1995曰马作余袁1991冤袁还会导致公牛的精液
品质下降等一系列的变化遥
5 小结

总之袁 维生素 A和 茁-胡萝卜素是反刍动物所必
需的营养素袁影响反刍动物的免疫尧繁殖和生产性能遥
日粮中添加适量的维生素 A和 茁-胡萝卜素具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袁但日粮中不足或过量添加均会造成不良
影响袁所以在实际生产中要根据具体情况添加适量的
维生素 A和 茁-胡萝卜素遥

（参考文献 23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张力莉等：维生素 A和 茁-胡萝卜素在反刍动物中的应用 反刍动物营养

窑光 盘 推 荐窑

中国牧业企事业单位名录

畜牧业经济与规模化养殖场经营管理

高致病性禽流感预防与控制

家畜生理学

兽医微生物学

兽医药物学

兽医学

瘦肉型猪的繁殖与饲养

猪的养殖

猪病防治

养牛技术

人工培育天然牛黄

高产奶牛饲养技术

肉牛养殖技术

奶牛繁育技术南方梅花鹿养殖

养牛养羊学

奶牛的饲养管理

牛羊育肥技术

波杂羊繁育饲养技术中华土元养殖技术

绵羊山羊养殖技术

高腿小尾寒羊饲养秘传

高效养羊技术

肉羊饲养及胴体分割羊的品种及放牧

肉鸡饲养管理与屠宰

养鸡生产

鸡的饲养

雏鸡和蛋鸡的饲养与管理

农村养鸡

良种肉鸭大棚饲养技术

鸭鹅养殖技术

鸭病防治

养鹅 蛋鸭的放牧饲养管理

四季鹅的养殖技术

獭兔

兔病防治

家兔的饲养与管理

家兔繁殖与兔病防治

养蝎技术

养蛇技术

毒蛇饲养技术

鹌鹑及蜗牛的养殖

蜗牛的室内养殖

蜗牛 蚯蚓饲养

肉鸽的饲养

肉用犬养殖新技术

特种鸡养殖

海狸鼠养殖技术

麝鼠 果子狸养殖技术

兰狐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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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 料 不 安 全 因 素 对 人 类 健 康 及

生 态 环 境 的 影 响

欧秀琼 周淑兰 郭 萍

饲料的安全性不仅影响动物健康和生产性能袁而
且通过动物及动物产品影响人类健康及食物链上其

它成员的安全袁 甚至影响环境的生态平衡 渊冯定远袁
2005冤[1]遥饲料中抗营养因子的存在曰药物添加剂尧高铜
添加剂和有机砷制剂等生长促进剂的长期使用和滥

用曰 盐酸克伦特罗和其它违禁激素类药物的非法使
用曰饲料微生物尧农药及工业三废污染等袁都是饲料的
不安全因素遥这些不安全因素不仅影响畜产品安全及
人类健康袁同时袁畜禽排泄物及废弃饲料中重金属尧药
物和病原微生物等有毒有害物质成为严重污染生态

环境的污染源袁土壤尧空气尧水源等人类赖以生存的环
境被污染遥全面分析饲料不安全因素对人类健康及生
态环境的影响袁可以提高人们对饲料及畜产品的安全
意识袁确保畜产品安全问题的源头要要要饲料的安全遥
1 饲料中抗营养因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植酸是常用植物性饲料的主要抗营养因子遥常用
植物性饲料中 60%~80%的磷是以植酸或植酸盐的有
机磷形式存在渊刘晓辉袁1998冤[2]袁特别是米糠尧菜籽粕
和棉籽粕袁植酸磷含量最高遥猪尧禽等单胃动物由于其
肠道中植酸酶活性极其低微袁 对植酸磷的利用率较
低袁一般谷物为 15%~50%袁豆粕为 20%~40%遥 为满足
猪尧禽对磷的需要袁往往在饲料中添加磷酸二钙等磷
酸盐袁结果大量的未被利用的植酸磷和磷酸盐随粪便
排泄出来遥 含磷污水流入江河尧湖泊等水域可引起藻
类植物和浮游生物的大量生长繁殖袁导致水体溶解氧
减少尧透明度下降尧水质恶化袁严重时会使鱼类和其它
生物大量死亡袁造成水体污染遥

大多数豆类及其饼粕类饲料中含有不同种类的

抗营养因子袁如胰蛋白酶抑制剂尧凝集素尧单宁及淀粉
酶抑制剂等袁 这些抗营养因子阻碍蛋白质的消化尧吸

收及体蛋白的合成袁 使得蛋白质的利用率大大降低袁
大量的氮随粪尿排出体外遥粪尿中的氮很容易转变成
气态袁并逸散到大气中袁使空气氮量增加袁严重时形成
酸雨遥若农田过度施肥渊粪肥或化肥冤则会增加土壤氮
量袁土壤中的氮一部分被植物吸收利用袁而多余的很
容易随地表水流入江河尧湖泊或地下水源袁使水中含
氮量增加袁溶解氧降低袁造成水体污染遥人若长期或大
量饮用这种水袁 水中的氮可在人胃内产生亚硝酸铵袁
从而诱发癌症渊舒邓群等袁2001冤[3]遥

非淀粉多糖渊NSP冤是小麦尧大麦尧黑麦和小黑麦等
麦类饲料的主要抗营养因子袁包括不溶性非淀粉多糖
渊纤维素等冤和可溶性非淀粉多糖渊可溶性阿拉伯木聚
糖和 茁-葡聚糖等冤袁具抗营养作用的主要是可溶性非
淀粉多糖遥 日粮中阿拉伯木聚糖和 茁-葡聚糖造成抗
营养作用的主要原因是提高了动物肠道内容物的黏

度渊Choct 和 Annison袁1990曰Annison袁1991冤 [4袁5]袁严重影
响了麦类植物所含营养物质的消化利用袁饲料能值也
随之降低袁使代谢废物排出量增多袁加大了对环境的
污染程度遥
2 药物添加剂对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的影响

饲料中药物添加剂的使用对预防疾病尧提高饲料
利用率和畜禽生长速度起着很大的作用袁但若不严格
遵守使用原则和把握使用对象尧 安全用量及停药时
间袁就会造成抗生素耐药性的产生和转移尧药物残留尧
细菌致病性的突变及环境污染等问题遥大多数细菌对
抗生素的耐药性是逐渐产生的袁葡萄球菌开始对青霉
素特别敏感袁到目前为止袁该菌属中 80%的菌株对青
霉素已经产生了耐药性遥残留在畜产品中的耐药菌株
可通过食物传递给人类袁致使抗生素对人类一些疾病
的治疗效果大大降低遥猪的链球菌事件说明了抗生素
和药物的长期使用和滥用袁有可能使菌株突变袁致使
原来认为是普通的病原菌产生严重的致病性遥随粪尿
排泄出来的药物或代谢产物可能会影响粪便的堆肥

发酵袁而蓄积在环境中的药物对环境生物特别是对土
壤微生物和水生动物不利袁影响农作物生产和水产养
殖袁并可能在蔬菜和牧草中富集袁最后通过食物链影
响人畜健康渊廖新俤等袁2001冤[6]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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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铜添加剂对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的影响

自 1945年英国科学家 R援Brude及其同事发现铜
对猪的生理作用以来袁 英国就在猪饲料中添加高剂量
铜袁 随后世界各国均开始在猪饲料中使用铜作为促生
长剂袁添加量一般是 125~250mg/kg遥 高铜在畜禽生产
上的应用必然会对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产生影响遥 使
用高铜添加剂的畜禽粪尿施用到农田中袁就逐渐形成
了高铜地块袁从这些地块上收获的产品袁又用于饲养和
人食用袁多次重复袁就可能生产出高矿盐含量的植物产
品和畜禽产品袁食用这些产品的人们袁就可能患与矿
盐有关的疾病袁在富矿盐地区袁情况会更加严重遥 铜容
易富集于动物的肝尧肾等组织中遥 以猪为例袁正常成年
猪肝铜含量大约为 10~20mg/kg渊脱脂干重冤遥但高铜日
粮可使猪肝铜含量显著增加遥当猪饲料中添加铜 100~
125mg/kg 时袁 肝铜含量升高 2~3 倍曰 添加 250mg/kg
时袁肝铜含量升高 10倍曰添加 500mg/kg时袁肝铜含量
升高 70倍渊于炎湖袁2003冤[7]遥 据报道袁铜中毒的猪肝中
铜含量可达 750~6 000mg/kg渊干重冤遥 一个人一天食入
这样的猪肝 250g渊鲜重冤袁将摄入 56.7~454.5mg铜袁已
达人铜中毒量 250~500mg/d的水平遥人食入含高铜的
畜禽产品可造成铜在体内的蓄积袁危害人体健康遥 胡
兴龙渊1999冤认为[8]袁细胞内过量铜可使自由基增多袁引
起生物损伤袁促进细胞癌变遥 高铜和脂质过氧化物增
多是促进糖尿病恶化的因素袁高铜易发生视网膜和末
梢神经病变渊张燕燕等袁1999冤[9]遥

铜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的影响较大遥土壤微生物
是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不仅对土壤肥力的形成和植
物营养元素的迁移尧转化起着重要作用袁而且对土壤
的有机污染尧农药的分解和净化尧重金属和其它有毒
元素的迁移尧 转化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遥 杨居荣等
渊1982冤的研究表明[10]袁土壤未受影响时的微生物生物
量是 269mg/kg袁当加入铜以后袁生物量变为 156mg/kg遥
高铜对植物也有影响袁当土壤溶液中铜的浓度在 0.1~
0.3mg/l时就对植物有毒遥 李惠英等渊1994冤报道[11]袁用
盆栽试验袁向盆里投放不同浓度的铜袁结果表明袁随着
土壤中铜浓度的增加袁小麦生长受到抑制袁株高尧分蘖
和产量都呈下降趋势袁在铜浓度为 200mg/kg时袁小麦
减产 10%左右遥
4 有机砷制剂的使用对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的影响

饲料工业中有机砷制剂渊主要有洛克沙砷和阿散
酸冤被广泛用作动物生长促进剂遥 但砷的毒害作用和
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却不容忽视遥砷与饲料一起进入动
物体内袁24h有 95%以上将随血液带到全身各主要器
官袁大部分在 24~48h之内随尿排出遥 此外袁通过粪便

也可排出近 10%遥猪尧鸡尧羊尧鸭等饲喂砷制剂后袁其粪
尿会作为有机肥料而施入农田袁土壤和农作物中的砷
含量会由此升高遥 而农作物又会作为饲料饲喂动物袁
动物中砷又会再次流入农田土壤中袁如此反复循环累
积袁生态环境中的砷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渊欧秀琼等袁
2003冤[12]遥 我国河南和内蒙古等地曾发生过饮用水中
砷超标的中毒事件遥饮用水中砷含量与皮肤癌的发病
率也呈线性递增关系遥 研究预测结果表明袁假如人患
肺癌的可能性为 3%袁空气中砷含量每上升 1滋g/m3袁肺
癌的发病率升高 0.8%遥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渊1981冤出
版的叶砷的环境卫生指标曳等文件中指出袁长期接触含
砷化合物对许多器官系统都有毒副作用遥动物试验已
证明砷对生殖机能的毒害和致胎儿畸形作用遥国际癌
症研究机构 1980年公布砷为致癌因子遥
5 激素类药物在动物饲养中的负效应及对人类健康

的危害

受利益驱动袁一些养殖业者使用违禁和未被批准
使用的激素类药物袁最终造成这些药物在肉尧蛋尧奶等
动物源食品中残留袁 危害人类健康遥 茁-兴奋剂 渊茁-
Agonist袁全称 茁-肾上腺素能兴奋剂袁又叫 茁-激动剂尧
乙类促效剂冤是一种营养重分配剂袁以盐酸克伦特罗
为主袁到目前已有 200余种遥 茁-兴奋剂对动物可有效
地促进肌肉生长尧减少胴体脂肪含量袁从而改变胴体
瘦肉和脂肪的比例遥 我国虽已禁止使用袁但是盐酸克
伦特罗中毒事件却时有报道遥 目前袁一些猪场非法使
用 茁-兴奋剂以提高胴体瘦肉率袁使用 茁-兴奋剂不仅
使动物心率加快尧血压升高尧呼吸加剧尧体温上升等袁
还影响肉质袁并且容易出现跛行尧蹄部损伤发生率高尧
怕运动等现象及使动物对环境的调节能力变小遥由于
茁-兴奋剂在动物组织中会形成残留袁人食用了有较高
残留浓度的克伦特罗动物组织会出现心率加快尧肌肉
震颤尧心悸等症状渊屈健等袁1999冤[13]遥 美国食品药物管
理局渊FDA冤和世界卫生组织渊WHO冤建议克伦特罗在
动物组织中最高残留限量为院肉0.5滋g/kg尧肝0.6滋g/kg尧
肾 0.6滋g/kg尧脂肪 0.2滋g/kg尧奶 0.05滋g/kg遥 早年批准在
肉牛和水产动物中使用的性激素类促生长剂如睾酮尧
孕酮尧雌二醇等和甲状腺类激素如 T3尧T4尧碘化酪蛋白
等易在畜产品中残留袁扰乱人体内分泌袁引起致癌尧致
畸遥 有的激素类药物可使人体发育异常袁 如睾酮尧孕
酮尧雌二醇等可导致性早熟遥 目前袁肾上腺素类渊如异
丙肾上腺素尧多巴胺及 茁-兴奋剂等冤尧性激素类及甲
状腺类激素均已被各国列为禁用或违禁药物遥
6 微生物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饲料受病原微生物污染后袁通过感染动物而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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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源食品及人类安全袁其中袁霉菌和霉菌毒素的危
害最大遥 霉菌毒素是不同霉菌在农产品中产生的具
有强烈毒性的次生代谢产物袁 这些霉菌主要包括镰
刀菌属尧曲霉菌属尧青霉菌属遥 据估计袁目前至少有
300种霉菌产生的毒素会使动物及人类中毒渊赵子轶
等袁2004冤[14]遥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渊FAO冤统计袁每年全球
大约会有 25豫的谷物不同程度地受到霉菌毒素污染遥
霉菌毒素通过饲料残留于畜产品中袁再通过食物链传
染给人遥 据报道袁霉菌毒素具有致癌性尧基因毒性尧皮
肤毒性尧致畸性尧肾毒性及肝毒性袁同时还会引起生殖
机能紊乱尧免疫抑制及对其它疾病的易感渊舒晓燕等袁
2005冤[15]遥 另外袁病原微生物污染饲料并随后污染畜产
品是疾病传播的重要途径袁 如动物感染沙门氏菌后可
以经过交叉感染给人遥沙门氏菌尧大肠杆菌尧葡萄球菌尧
肉毒梭菌等在饲料中不应检出的病原菌时常存在遥
7 农药及工业三废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大量农药的施用会造成农药在农作物体内大量

残留袁农作物外皮尧外壳及根茎部的农药残留量远比
可食部分高袁而这些部分作为副产品又是畜禽饲料的
主要来源之一遥 有机氯杀虫剂袁如 DDT尧酌-BHC尧硫丹
等可以在脂肪组织中大量沉积遥当动物长期采食被农
药污染的饲料后袁 将导致组织及畜产品中农药的残
留袁进而影响人类健康遥 塑料之类的含氯垃圾焚烧时
温度低于 850益袁纸浆漂白尧工业冶炼过程中使用含氯
清洁剂及汽车尾气等工业三废污染袁 都可产生二 恶

英袁二 恶英粒子会污染农作物进而累积于饲料中遥 动
物吃了被二 恶英污染的植物而进入食物链袁最终传递
给人类遥 二 恶英属于剧毒物质袁其致癌性比黄曲霉毒
素高 10倍遥 二 恶英化学性质稳定袁不溶于水袁不易分
解袁进入机体后几乎不被排泄而沉积于肝脏和脂肪组
织中遥二 恶英的毒性表现为改变 DNA的正常结构袁破
坏基因的功能袁导致畸形和癌变袁扰乱内分泌功能袁损
害免疫机能袁降低繁殖力及影响智力发育等渊陈主平
等袁2005冤[16]遥

此外袁某些动物源饲料的不当使用也是造成饲料
不安全的因素之一遥 有资料表明袁英国疯牛病暴发及
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在饲料中使用了动物加工副

产品制成的含野疯牛病因子冶的肉骨粉曰比利时发生的
野二 恶英事件冶 也是由于在饲料中使用了受工业污染
的动物油脂引发的遥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袁转
基因饲料及其副产品用作饲料的比例越来越高遥 1998
年袁英国阿伯丁罗特研究所首次报道袁幼鼠采食转基
因大豆后袁其内脏器官和免疫系统受损大袁引发了对
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的讨论遥 Fenton等渊1999冤的研究发

现[17]袁转雪花莲植物凝集素渊GNA冤能与人类白细胞结
合袁 进一步证实 GNA抗虫马铃薯对人类健康具有潜
在的危害遥 迄今为止袁虽然尚未发现大量饲喂转基因
饲料会对动物造成不良后果袁但没有证据表明所有转
基因饲料都是安全的遥 因此袁对转基因饲料进行全面
的生物安全评价是必要的渊谯仕彦等袁2004冤[1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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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奶日龄对母猪繁殖性能的影响
陈建荣 谭良溪 陈立祥 谭伟明

众所周知袁母猪年提供断奶活仔数是影响一个养
猪企业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遥这
一指标取决于母猪年产仔窝数和每胎断奶活仔数遥母
猪的繁殖周期由妊娠期尧哺乳期渊7耀42d冤和断奶至再
发情间隔组成遥在正常情况下袁妊娠期比较固定渊111耀
117d冤曰 而断奶至再发情间隔与断奶日龄存在一定的
相关性袁且在一定范围内变动渊2耀10d冤遥断奶日龄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母猪繁殖周期袁因此也就决定了母猪
年产仔窝数袁从而影响着母猪年提供断奶活仔数遥 但
是袁母猪年提供断奶活仔数也取决于每窝产仔数和分
娩至断奶的死亡率袁因此袁缩短断奶日龄未必会提高
母猪年提供断奶活仔数袁对于特定的养猪企业和特定
的技术水平袁都有一个符合自己企业实际情况的最佳
断奶日龄遥这一最佳的断奶日龄可以根据养猪企业的
实际情况袁比如地区尧季节尧企业的硬件设施尧兽医的
综合素质等袁通过简单的对比试验来确定遥

本文在断奶日龄对母猪繁殖性能影响的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进行综述袁以找出一个母猪生理上的最佳断奶
日龄袁为养猪企业确定母猪最佳断奶日龄提供参考遥
1 断奶日龄对母猪繁殖性能的影响

1.1 断奶日龄对下一胎次母猪排卵数的影响

Varley 等渊1976冤所做的试验表明袁7尧14尧42 日龄
断奶对母猪下一胎次排卵数没有显著影响遥 Hays 等
渊1978冤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遥 Belstra 等渊2002冤
的研究表明袁13尧31.5日龄断奶后袁 在第一情期人工受

精袁母猪下一胎次排卵数分别为 19.9和 21.3个袁差异
不显著遥 H. J. Willis等渊2003冤报道袁14尧24日龄断奶对
母猪下一胎次排卵数渊17.6尧18.7冤没有显著影响遥但是
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最新进行的一项研究也显示袁泌
乳 5耀11d 断奶的母猪下一胎次的排卵数低于泌乳
23耀31d断奶的母猪下一胎次排卵数遥
1.2 断奶日龄对下一胎次母猪卵子受精率的影响

Varley等渊1976冤尧Hays等渊1978冤尧Belstra 等渊1999冤
的研究表明袁不同断奶日龄对卵子受精率无显著影响遥
H. J. Willis等渊2003冤报道袁14尧24日龄断奶母猪下一胎
次卵子受精率分别为渊96.0依2.2冤%尧渊88.2依4.7冤%袁差异不
显著遥 美国肯塔基大学取得的试验结果则表明袁母猪泌
乳 2尧13尧24尧35d断奶时袁下一胎次的卵子受精率分别为
81.9豫尧86.3豫尧96.5豫尧98.0豫袁呈线性上升渊P约0.05冤遥 然
而袁肯塔基大学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则显示袁母猪泌乳
6尧12尧18尧24d断奶时袁 母猪下一胎次的卵子受精率分
别为 90.7豫尧94.1豫尧95.1豫尧95.1豫袁卵子受精率没有显
著上升遥 但是袁 从数字上看袁 随着泌乳期由 6d增至
18d袁卵子受精率提高了遥
1.3 断奶日龄对下一胎次胚胎存活率的影响

Varley 等渊1976冤报道袁当哺乳期从 42d 降至 7d
时袁下一胎次胚胎存活率从 82.7%降至 59.6%遥 Belstra
等 渊1999冤 研究成果表明 渊妊娠 30d后屠宰冤袁渊13.0依
0.5冤d断奶渊n=12冤袁下一胎次母猪可用的胚胎比渊31.5依
0.5冤d断奶渊n=11冤的胚胎少 5.6个渊P<0.02冤袁胚胎存活
率下降 28%渊P<0.02冤遥 J.W. Frank等渊1998冤报道袁12.5
渊n=26冤尧31.5日龄渊n=10冤断奶袁母猪下一胎次妊娠 30d
后的胚胎率分别是 64.7%尧82.4%渊P=0.05冤袁 胚胎存活
率 57.3%尧78.0%渊P<0.04冤遥 Belstra等渊2002冤报道袁13尧
31.5日龄断奶的母猪在妊娠 28d后袁可用的胚胎分别
为 11.5尧15.3个袁差异达到显著水平遥
1.4 断奶日龄对母猪下一胎次情期受胎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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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胎率、分娩率、产仔数和断奶至再发情间隔影响的研究成果及现状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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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金彪渊1998冤研究发现袁哺乳期为 21尧28尧35d的
经产母猪下一情期受胎率分别为 93.09%尧94.40%尧
93.26%渊n=30冤袁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曰而初产母猪的
下一情期受胎率分别为 68.57%尧82.85%和 80.0%渊达
到显著水平冤袁比经产母猪受胎率低得多袁可见初产母
猪不宜早期断奶遥
1.5 断奶日龄对母猪下一胎次分娩率的影响

Y援 koketsu 等渊1997冤调查了 16 个猪场断奶日龄
对母猪分娩率的影响袁结果见表 1遥
表 1 各猪场断奶日龄对母猪分娩率的影响（X依SE）
断奶日龄渊d冤

8耀10
11耀13
14耀16
17耀19
20耀22
23耀28

n
146

1 005
3 395
2 749
2 003
682

母猪分娩率渊%冤
79.7依 33.3cd

80.0依1.2c
84.4依1.6cd
83.9依1.7cd
89.1依1.7cd
91.0依1.1cd

注院表中纵列肩标字母相同者差异不显著袁肩标字母不同者差异
显著遥

程伶渊2003冤统计了某猪场 1998年 5月耀2000年
4月期间不同哺乳天数母猪下一胎次分娩率遥 结果表
明院 哺乳 16耀17d的分娩率在 85豫左右曰 哺乳 18耀23d
的分娩率基本稳定在 89豫耀92豫之间曰 哺乳 24~25d的
分娩率为 83豫~87豫遥 可见哺乳 17d以下和 24d以上
的母猪分娩率比较低遥 由于样本数充足袁所以可以认
为哺乳 17d以下分娩率较低与早期断奶有关遥至于哺
乳 24d以上分娩率较低的原因袁则可能与哺乳天数延
长袁泌乳量较多袁哺乳母猪偏瘦造成体况恶化有关遥
1.6 断奶日龄对下一胎次母猪产仔数的影响

Tantasuparuk W等渊2000冤在研究高温条件下断奶
日龄对产仔数影响的试验中发现袁20.5尧26尧29尧33 日
龄断奶袁母猪下一胎次的产仔数无显著差异渊P>0.05冤遥
郭金彪渊1998冤研究发现袁哺乳期为 21尧28尧35d的经产
母猪下一胎次窝产活仔数差异不显著渊10.19尧10.30尧
10.23头冤遥程伶渊2003冤则统计了 1998年 5月耀2000年
4月不同哺乳天数母猪下一胎次总产窝仔数和窝产
活仔数发现袁哺乳 16耀19d的活产仔数平均为 10援8头
渊低于 11头冤袁 哺乳 20耀25d 的活产仔数平均为 11援2
头袁并且哺乳天数在 20d以下时袁下一次的产仔数会
稍有下降遥
1.7 断奶日龄对断奶至再发情间隔的影响

郭金彪等渊1998冤研究了 3~7尧8~14尧21尧28尧35日龄

断奶对经产长大母猪断奶至再发情间隔的影响发现袁
随着断奶日龄的增加袁母猪断奶至再发情间隔先减少
后增加袁分别为 17.62尧9.33尧6.17尧6.50尧7.33d遥 D. Marois
等渊2000冤在研究不同断奶日龄对长白母猪再发情间
隔的影响时发现袁断奶日龄低于 18d时袁断奶越早袁再
发情间隔越短袁 但同时下一胎次的产仔数也直线下
降曰断奶日龄大于 18d时袁再发情时间间隔稳定在 4~
8d袁产仔数稳定在 10.5头以上袁并且在 21d断奶时出
现一个产仔数高峰渊10.8头冤遥
2 早期断奶母猪下一胎次胚胎存活率降低的机理

2.1 子宫复原不完全

妊娠期子宫的各部位均扩大袁而分娩则进一步加
剧了子宫的疲劳感遥 因此袁从生理上讲袁母猪分娩后袁
子宫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复原袁为下一繁殖周期做准
备遥 相关资料表明袁母猪分娩后至少需要 21d袁子宫才
能完全复原袁而吮乳会刺激子宫快速复原遥因此袁早期
断奶必将推迟子宫的复原和子宫内膜的分化遥而着床
的顺利实现袁要求胚胞的分化和到达子宫的时间都必
须与子宫内膜分化过程相一致袁过早尧过迟到达子宫
叫做失同步袁必将使着床率明显降低袁进而导致胚胎
存活率下降遥
2.2 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复原不完全

下丘脑促垂体神经元以脉冲的形式释放促性腺

激素释放激素渊GnRH冤曰GnRH再以脉冲的形式传递到
腺垂体袁诱发腺垂体释放黄体生成素渊LH冤和促卵泡
刺激素渊FSH冤曰FSH通过体液传递到卵巢后袁在 LH的
协作下袁促进卵泡细胞增殖尧卵泡生长和卵泡液的分
泌曰而 LH则在 FSH 的协作下袁对卵泡产生明显的促
生长作用袁 同时促进卵泡雌激素合成和卵泡成熟袁并
激发排卵遥 雌激素作为母猪产生发情的内部信号袁促
进母猪生殖道的生长袁维持母猪的第二性状袁而排卵
后由黄体产生的孕激素则促进子宫内膜的加厚和子

宫腺体的发育袁通过对 FSH和 LH的负反馈调节来停
止卵泡发育和排卵遥这样下丘脑原垂体原卵巢轴在空间
和功能上通过正尧负反馈实现了下丘脑-垂体-卵巢轴
的三级调控遥 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在母猪哺乳时袁由
于吮乳对 LH 的抑制而得以复原遥 而随着断奶的实
施袁吮乳对 LH的抑制作用得以解除袁下丘脑-垂体-
卵巢轴又重新处于工作状态袁 母猪进入下一繁殖周
期遥 研究表明袁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复原的程度与胚
胎存活率有密切关系遥 一般认为袁下丘脑-垂体-卵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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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的复原至少需要 21d遥
2.3 采食量对胚胎存活率的调节

陈平光渊2001冤在进行 18 日龄和 28 日龄断奶的
对比试验时发现袁18日龄断奶母猪哺乳期平均日采食
量比 28日龄断奶的低 7.1豫袁分别为 3.55尧3.82kg/d袁且
差异显著遥

缩短断奶日龄使得母猪哺乳期平均日采食量下

降袁 导致泌乳早期分解代谢严重袁 进而影响 LH尧INS
渊胰岛素冤尧IGF-1渊胰岛素生长因子原I冤分泌遥 LH尧INS尧
IGF-1分泌不足必然导致泌乳早期卵泡的初步发育
不完全袁生长和排放卵子的质量对正常配子成熟和胚
胎的早期发育至关重要遥 所以袁泌乳早期卵泡的初步
发育不完全必然导致排卵时成熟卵泡数量减少尧质量
下降袁最终导致胚胎早期存活率下降遥
3 总结

从母猪生理上来说袁21d是母猪可以接受的最短
断奶日龄曰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说袁21d的断奶日龄是
最低限度遥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袁在营养水平高尧饲养环
境好尧防疫到位尧兽医专业技能有保障的前提下袁还可
以适当缩短断奶日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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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信 息 采 撷窑

夏季天气炎热，如果管理不当，会造成羊的中暑。羊中暑主要表现为：精神倦怠、头部发热、出汗、步态不稳、四肢

发抖、心跳加速、呼吸困难、鼻孔扩张、体温升高到 40℃以上、黏膜充血、眼结膜变蓝紫色，瞳孔最初扩大，后来收缩，

全身震颤、昏倒在地。如不及时抢救，多在几小时内死亡。

预防措施 圈舍、围栏要宽敞，通风良好，设置凉棚或树木遮阴，避免环境过热。放牧尽可能选阴坡，尽量避免阳

光直接照射。适当补给食盐，供给充足的清洁饮水，要避免在伏天长途运输羊只。

急救方法 一旦发生羊只中暑，应迅速将其移至阴凉通风处，用水淋羊的头部或用冷水灌肠散热；或驱赶病羊至

水中，使羊体温降至常温为止；也可以根据羊只大小及营养状况适量静脉放血，同时静脉注射生理盐水或糖盐水

500~1 000mg。当羊兴奋不安时，肌肉注射氯丙嗪 24mg或内服巴比妥 0.1~0.4g；当羊心脏衰弱时用强心剂，肌注 20%

的安那咖；对心跳暂停的羊可进行人工呼吸或使用中枢神经兴奋剂尼可刹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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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秀国 朱晓萍 邸立群

我国饲用赖氨酸市场起步于 20世纪 90 年代中
期袁其原因主要是当时的鱼粉价格昂贵袁动物营养学
家和饲料企业为降低饲料成本袁致力于通过在饲料中
添加赖氨酸和蛋氨酸开发无鱼粉日粮袁并取得了巨大
成功遥

无鱼粉日粮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赖氨酸市

场的发展遥 1999年我国的赖氨酸市场消费量约为 5.9
万吨曰2000 年为 8.5 万吨曰2001 年为 10.3 万吨曰2002
年为 12.4 万吨曰2003 年为 13.8 万吨曰2004 年为 16.7
万吨曰2005市场消费量在 19万吨左右遥 从绝对量上
讲袁 赖氨酸市场的需求量每年平均递增约为 2.18万
吨遥 从相对量上讲袁 与上一年度相比袁2000年递增率
为 44.1%曰2001年为 21.2%曰2002年为 20.4%曰2003年
为 11.3%曰2004年为 21.0%遥 除 2003年外袁每年的递
增率均为 20%以上遥 造成 2003年递增率较低的原因
很多袁但主要是 2003年底赖氨酸价格较高袁使得一些
饲料企业少加或不加赖氨酸袁影响了当年的赖氨酸市
场消费量遥 以后市场需求的态势如何袁是否还会保持
高速的增长态势袁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袁本文先就
中国赖氨酸市场需求量的趋势进行简要的分析遥
1 饲料行业的发展

中国饲料行业的发展是决定赖氨酸市场容量的

首要因素遥近年来袁全球市场饲料产销量相对平稳袁年
增幅在 2%左右遥 而我国饲料产量仍保持高速增长态
势遥 1999年袁我国饲料总产量为 6 871万吨曰2000年为
7 429万吨曰2001年为 7 806万吨曰2002年为 8 319万
吨袁首次超过 8 000万吨袁饲料总产量仅次于美国袁跃
居世界第二位曰2003年为 8 711万吨曰2004年为 9 300
万吨遥从绝对量上讲袁近五年来袁饲料总产量每年平均
递增约 486万吨遥 从相对量上讲袁 与上一年度相比袁
2000 年递增率为 8.1%曰2001 年为 5.07%曰2002 年为
6.57%曰2003 年为 4.71%袁2004 年为 6.76%渊孔平涛袁

2004冤袁年递增率为 5%耀8%遥 饲料行业的快速发展是
赖氨酸市场的第一推动力遥尽管与 1999年以前相比袁
饲料总产量的递增速度有变慢的趋势袁但考虑到中国
饲料产品结构的调整袁浓缩料在饲料比重中的逐年增
大袁尤其是国家近年来对农业的大力扶持袁在近几年
内袁我国赖氨酸市场容量仍将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遥
2 理想蛋白质模式的普及和低蛋白日粮的推广

理想蛋白质是指日粮所提供的各种氨基酸的组

成和比例与动物的需要相吻合时袁动物可最大限度地
利用蛋白质袁 获得最佳的生产性能遥 尽管早在 1958
年袁野理想蛋白质冶这一概念就由 Howard等提出袁但由
于当时合成氨基酸工业的落后袁 直到 1988年第 9版
的 NRC才引进了野理想蛋白质冶概念袁并规定了以色
氨酸为基准的其它氨基酸的最适比例遥 1998年袁第 10
版的 NRC正式采用了理想蛋白质概念袁 建议按照理
想蛋白质模式以赖氨酸为基准配制日粮遥

我国理想蛋白质模式的应用起步较晚遥 20世纪
90年代中期袁由于鱼粉价格的持续上涨袁饲料企业为
降低成本袁致力于在饲料中补充合成氨基酸袁开发无
鱼粉日粮袁使得理想蛋白质模式在国内得到推广遥

畜禽饲料的生产成本大部分取决于蛋白质饲料

原料的价格遥 以理想蛋白质模式配制日粮袁能够有效
的降低日粮中蛋白质饲料原料的添加比例遥 Bowland
和 Baker渊1962冤报道袁饲喂 13%粗蛋白并补充 0.2%赖
氨酸日粮的猪袁 与饲喂 16%粗蛋白日粮的猪相比袁生
产性能相似遥 Sharda等渊1976冤的研究表明袁通过补充
合成赖氨酸可节约蛋白质 2%遥 Kwon等渊1995冤的研究
表明袁在 10耀25kg仔猪日粮中补充 0.25%的赖氨酸袁能
够使日粮的蛋白质添加量由 18%降低到 16%袁对仔猪
的生产性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遥 Katz等 渊1973冤尧De la
Llata等渊2002冤的研究相继证实了这一点遥 因此袁目前
国内的理论基本上认为袁 在玉米-豆粕型日粮中另外
补充 0.15%耀0.25%的赖氨酸袁可以使日粮的蛋白质降
低 2个百分点袁而不影响猪的生产性能遥如果进一步加
大赖氨酸的添加量袁 在低蛋白日粮中补充 0.26%耀
0.37%的赖氨酸袁 同时补充 0.05%耀0.10%的蛋氨酸尧
0.04%耀0.10%的苏氨酸和 0.05%左右的色氨酸袁 能够
使日粮的蛋白质降低 4个百分点而不影响猪的生产
性能 渊Russell等袁1983曰Cromwell等袁1983曰Russell等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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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稳定性 VC系列优秀供应商———

L-抗坏血酸-2-磷酸酯 35%渊2000吨/年冤
包衣 VC尧VC钙尧VC钠

窑广 告窑

1986曰Hansen 等袁1993曰Kerr 等袁1995曰Loughmiller 等袁
1998冤遥 此外袁最新的研究显示袁在低蛋白日粮中补充
0.25%耀0.50%的赖氨酸袁同时添加一定量的蛋氨酸尧苏
氨酸尧色氨酸尧异亮氨酸和亮氨酸袁可以使日粮中的蛋
白质降低 5.5耀6.0个百分点袁 对猪的生产性能不会产
生显著影响渊Le Bellego和 Noblet袁2002冤遥 理想蛋白质
模式的普及袁有效地降低了日粮中蛋白质饲料原料的
添加比例袁扩大了饲料中合成氨基酸的添加量遥
3 中国蛋白质饲料原料的紧缺

在常用蛋白原料中袁 豆粕的营养价值仅次于鱼
粉遥但由于鱼粉的价格太高袁豆粕成为饲料中最常用尧
最重要的蛋白原料遥 我国幅员辽阔袁多年来大豆产量
一直能够满足饲料用蛋白质原料的需求袁一直为大豆
的出口国遥 但随着我国饲料工业的迅猛发展袁形势发
生了根本的转变遥 1996年袁我国首次成为大豆净进口
国袁但进口比例较小袁仅占消费量的 3.6%遥 以后净进
口量和比例逐年增加遥 2003年袁我国大豆的进口量为
2 073万吨袁占当年消费量的 58%遥 2004年袁进口量虽
有所下降袁但仍高达 2 023万吨袁超过半数袁处于严重
紧缺状态渊孔平涛袁2004冤遥大豆蛋白质资源的紧缺袁导
致大豆和豆粕的价格居高不下遥 饲料企业尧养殖企业
为了降低成本袁纷纷将注意力转向非常规蛋白质饲料
原料遥

我国杂粕的资源非常丰富袁除棉粕尧菜粕尧花生粕
外袁还包括葵花粕尧芝麻粕尧胡麻粕尧蓖麻粕尧油茶饼尧
椰子饼等遥 这类饲料原料特点突出院淤蛋白质含量比
较高袁基本都在 30%以上曰于含有一定的抗营养因子曰
盂赖氨酸含量和消化利用率较低遥 研究表明袁以理想
蛋白质模式配制日粮袁 通过在饲料中添加合成氨基
酸袁在一定的范围内袁能够用杂粕替代豆粕而不影响
动物的生产性能遥一般来说袁为满足猪尧禽对赖氨酸的
需求袁达到玉米-豆粕型日粮的饲喂效果袁饲料中每多
添加 1%的棉粕尧 菜粕和花生粕袁 则需另外补充
0.015%的赖氨酸遥杂粕的使用是扩大和支撑赖氨酸市
场容量的另一动力遥
4 畜禽养殖结构的调整

我国畜牧业起步较晚袁多年来在畜禽结构中地方
品种一直占有一定的比例遥 良种与地方品种相比袁对
营养物质和饲养条件的要求较高遥 以赖氨酸为例袁我
国猪饲养标准中肉脂型猪生长肥育期的赖氨酸建议

量为 0.52%耀0.64%曰而瘦肉型生长肥育猪的赖氨酸建
议量则为 0.63%耀0.75%渊中国瘦肉型猪饲养标准袁
1987冤遥 也就是说袁与地方品种相比袁瘦肉型猪每吨饲
料中应多添加 1.1kg的赖氨酸遥 我国良种畜禽比例的

增加是促进赖氨酸市场需求的另一因素遥
5 我国猪的新饲养标准的出台

我国第一个猪的饲养标准颁布于 1987年袁 对养
猪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遥但随着我国养猪
业的迅速发展袁原有的猪饲养标准越来越难以适应当
前规模化瘦肉猪种的需求遥 因此袁1999年 6月农业部
畜牧兽医局设立野中国猪饲养标准修订冶课题袁1999年
7月成立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尧广东省农科院畜牧研
究所尧四川农业大学和中国农科院畜牧研究所组成的
协作组遥 经过协作组成员多年的努力,制定出一个适
合当前养猪生产的新标准遥将我国猪的新饲养标准与
原标准进行比较袁不难发现新的猪饲养标准加大了各
阶段猪对赖氨酸的需求量遥 在乳仔猪体重 3耀8kg阶
段袁 每千克饲料赖氨酸的需求量由原来的 1.00%调整
到 1.42%袁提高了 42%曰在仔猪 8耀20kg阶段袁由原来的
0.78%调整为 1.16%袁提高了 48.7%曰在生长猪阶段袁分
别由原来的 0.75%扩大到 0.90%和 0.82%袁提高了 20%
和 9.3%曰 在育肥阶段由原来的0.63%调整为 0.70%袁提
高了 11%渊猪新饲养标准袁2005冤遥 尽管新的猪饲养标
准只是建议量袁但由于在生产实践中饲养标准是饲料
企业制定饲料配方的重要依据袁新的猪饲养标准的出
台袁对于扩大我国赖氨酸市场容量无疑具有巨大的推
动作用遥

（参考文献 16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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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线的若干问答渊三十冤
美国大豆协会北京办事处饲料技术主任 程宗佳 博 士

窑本栏目由美国大豆协会协办窑

《饲料工业》·圆园园6年第 圆7卷第 15期编 读 互 动

1 种狐直接影响到狐的毛皮质量袁那么该怎样引种袁引种时
应注意哪些问题呢钥 渊辽宁读者 郭爱民冤
答院狐的品种很多，凡养狐者首先应根据国内、外市场信息，确
定养什么品种的狐适合市场需求和自己的发展。当确定某个

品种后，应选择大的场家引种较为适宜，一可避免近亲，二有

选择的余地。可多走几个场家，看哪个场狐质量好、无病（如螨

虫、自咬症），就在哪个场家引种，必须是达到标准的才能做种

用。

成年母狐一定选择毛色一致、发情早（北极狐要在 3月中
旬以前发情，银黑狐 2月中旬以前发情）、产仔多（北极狐产仔
在 8头以上，银狐产仔在 6头以上）、成活率高的作种用；同时
要求母狐泌乳力和母性要强。公狐除要求毛色好外，配种能力

一定要强（年配种在 10次以上），它所配的母狐产仔率和成活
率均高的作为种用。年龄要求在 5岁以内。实践中引好的成年
种狐比较困难，除非场家成栋外卖或改行不养全群处理，否则

是不会买到好的成年种狐的，多数是被淘汰品质差的母狐或

老母狐。

新建场养狐多数是引幼种狐，要求幼狐双亲毛色好，同窝

仔多（银黑狐 6只以上，北极狐 8只以上），成活率高，出生早
（银黑狐在 4月中旬以前出生的，北极狐应在 5月 20日以前
出生的），因为出生较晚的幼狐第二年有 20豫~30豫不发情，所
以这样的狐不可做种用。另外，体形要匀称，毛皮光滑。要求场

家带谱系，以便了解种狐父母代，祖代的生产性能，以利于自

己回场后组织生产。

2 夏季狐的饲养管理应注意哪些问题钥渊吉林读者 赵国发冤
答院夏季是高温潮湿季节，此时母狐正处于妊娠期或产仔哺乳
期，公狐也在休情恢复。因公狐经过配种，母狐经过妊娠和产

仔哺乳，体内营养消耗大，体况普遍下降，体形消瘦，食欲减

退，易造成营养不良。因此在夏季对狐的饲养管理上，应采取

高水平饲养，以提高母狐产乳量，来保证仔狐成活率和正常发

育，使公狐体质能得到尽快恢复，为下一年的正常配种繁殖打

下良好基础。要切实加强狐狸的夏季管理，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要精心饲养。饲喂的饲料要保证新鲜无变质，品种要

多样化，质量上要全价配方，及时饮足清水，以提高母狐乳汁

量和乳汁的质量，促进仔狐正常发育成长。日粮中动物性饲料

占总量的 70%，植物性饲料占 25%，菜类占 5%，同时在饲料
中添加适量的食盐、骨粉、土霉素及维生素 A、B、C等。

二是要加强管理。因母狐妊娠后期或产仔初期对外界环

境变化反应敏感，喇叭、锣鼓、鞭炮声及各种异味、鲜艳服装等

都会引起母狐受惊，容易使母狐叼咬仔狐，甚至吃掉仔狐，所

以给产仔母狐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是十分必要的。对刚

产仔的母狐，要及时进行检查，并应采取听、看、查相结合的方

法，仔细进行周密检查。听就是饲养人员站在产仔箱外听产箱

内仔狐的叫声和爪子蹭产箱底声，来判断仔狐是否健康；看就

是看母狐食欲、粪便、乳头及活动情况，来断定母狐护理仔狐

情况是否正常；查就是在 7d以后饲养人员打开产箱检查仔狐
数量及健康状况。

三是要搞好疫病防治。对犬瘟热、病毒性肠炎、病毒性脑

炎等传染病要及时打好防疫针，对感冒及因食物变质而引起

的中毒和仔狐胃膨胀、出血性胃肠炎等常见病都要做到早检

查、早发现、早治疗。

四是要搞好防暑降温。夏季气温升高，要搭好凉棚，防止

日晒中暑，要饮足清洁水，狐舍要保持清洁卫生，食盘及各种

使用工具要经常清洗干净。

3 什么是大理石花纹钥大理石花纹等级是怎么样划分的钥渊北
京读者 周杨冤
答院大理石花纹是评定牛肉等级的术语，是取牛外脊（背最长
肌）第 12耀13肋骨处，横切外脊，观察眼肌面积内红肉与脂肪的
交杂程度，肌纤维间被脂肪包围，看其横断面像大石花纹一样，

大理石花纹明显多的牛肉品质就好，可参照样板来评定等级。

影响牛肉嫩度的因素有牛的品种、育肥程度、屠宰工艺技

术等。在较长时期内认为大理石花纹的多少是影响牛肉嫩度

的主要因素，但经试验研究，大理石花纹的多少对牛肉嫩度的

影响程度，在诸多因素中只占 16%左右。但在我国涉外饭店、
高级宾馆中，评论牛肉品质的重要依据仍然是大理石花纹的

多少与优劣。因此在生产供应 4耀5星级涉外饭店所用牛柳、眼
肉时，应重视大理石花纹的等级。

关于牛肉大理石花纹等级的划分，各国根据本国牛肉的

特点制定各自的划分标准，美国分为 6个等级，分别为一等
（多量）、二等（次多量）、三等（中量）、四等（普通量）、五等（少

量）、六等（稀量）；日本则分为 12 个等级（12 为最好，1 为最
差）；我国目前有两种标准，六级制（一级最好）和九级制（一级

最好）。希望我国的畜牧业工作者能尽快统一意见，规范我国

牛肉大理石花纹等级的划分标准，为生产规范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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