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喹烯酮的研究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
胡国成 张玉东

摘 要 喹烯酮是一种新型药物饲料添加剂，具有抑制有害菌，保护有益菌的作用，能够促进动

物机体生长，提高饲料转化效率。文章对喹烯酮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作用机理、检测方法、代谢、毒性等

以及在动物养殖生产中的应用进行了论述，以期为喹烯酮在生产中更加合理、广泛的应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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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喹烯酮的物理尧化学性质及其作用机理
1.1 喹烯酮的物理尧化学性质

喹烯酮是农业部正式批准的国家级新药袁其化学
名称为 3-甲基-2-肉桂酰基-喹喔啉-1袁4-二氧化物袁
分子式为 C18H14N2O3袁化学结构式如图 1所示遥 分子量
为 306.5袁熔点为 182.5~189 益袁性状为淡黄色或黄绿
色粉末袁无嗅尧无味袁不溶于水袁微溶于部分有机溶剂袁
对光敏感袁较易发生光化学反应遥喹烯酮是一类无毒尧
无残留尧无野三致冶尧无配伍禁忌尧无抗药性的国家级新
药袁能够抑制有害菌袁保护有益菌袁促进蛋白质同化袁
促进生物的生长发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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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喹烯酮的化学结构式

1.2 喹烯酮的作用机理

喹烯酮分子结构中起抑制细菌尧促进生长作用的
核心部位是喹喔啉-l袁4二氧化物袁2位上的侧链与喹
乙醇完全不同袁因而生物活性也有很大的差异袁保留
了其抗菌促生长作用袁毒性却大大降低遥 喹烯酮通过
抑制细菌 DNA的合成起到抑菌作用袁 通过抑制消化
道内病原微生物的生长繁殖袁 防止或减少疾病发生袁

保护肠道内的有益菌群和肠壁不受微生物或寄生虫

侵害袁提高各种养分的消化和吸收袁从而加速动物生
长袁提高饲料转化率遥
2 喹烯酮及其代谢产物的检测

一种新的兽药研制成功以后袁 要对其安全性进行
检测袁以保证消费者的安全遥 目前袁检测喹烯酮的方法
有高效液相色谱法渊HPLC冤尧反向高效液相色谱法渊RP-
HPLC冤尧薄层层析法渊TLC冤和紫外分光光度法等遥

柳军玺等渊2000冤用高效液相色谱法于紫外波长
229 nm处测定预混剂中喹烯酮的含量袁结果表明袁在
5~50 滋g/ml范围内袁喹烯酮浓度渊 冤与内标物峰高之
比渊 冤呈良好的线性关系袁线性方程为 =0.054 6 -
0.000 3渊r=0.999 9冤遥 金录胜渊2003冤采用反向高效液相
色谱法测定喹烯酮及其制剂含量, 以 Symmetry Cl8柱
为固定相袁灾甲醇V水=6040 为流动相袁 检测波长
314 nm袁 喹烯酮在 0.05~0.25 mg/ml浓度范围内呈线
性相关(r=0.999 3)袁平均回收率为 99.89%遥 Huang L等
渊2005冤用液相色谱法检测猪和鸡的肝脏尧肾脏及脂肪
组织中喹烯酮及其代谢物的含量袁结果显示袁在各组
织中袁喹烯酮及其代谢物的最小检测限为 0.025 滋g/g遥
王艳春渊1999冤用薄层层析法对添加喹烯酮饲料中的
有关杂质的检测条件进行了选择袁结果显示袁在硅胶
GF254薄层板上袁用石油醚渊60~90 益冤尧乙醚尧乙醇尧己
酸乙醇(体积比为 6222)为展开剂袁可以将喹烯
酮尧喹烯酮中间体及其光解产物分离开袁且效果较好袁
喹烯酮的中间体及其光解产物的 Rf 值分别为 0.65尧
0.88袁而与喹烯酮化学结构相似的喹乙醇的 Rf值约为
0.24遥 苗小楼等(2000)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喹烯酮
预混剂中喹烯酮的含量袁结果显示袁喹烯酮在 2~12 滋g/ml
范围内袁在 312 nm处测定吸光度袁喹烯酮的浓度和吸
光度呈线性相关遥
3 喹烯酮的代谢动力学及毒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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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喹烯酮的代谢动力学研究

喹烯酮作为一种新型的兽药饲料添加剂对猪尧鸡
等动物具有抗菌促生长作用袁毒性极小袁没有致癌尧致
畸形尧致突变等作用遥 国内一些学者对喹烯酮的代谢
动力学及毒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袁以便为该药在生产
中更加合理的应用提供参考遥李剑勇等渊2000冤测定了
口服大剂量喹烯酮的肉鸡尧仔猪的血液浓度袁结果表
明袁喹烯酮口服后作用于消化道袁不易被机体吸收袁主
要以原药的形式排出体外遥 李剑勇等渊2002冤用 l4C标
记喹烯酮的试验表明袁猪口服喹烯酮的生物利用率为
0.5%袁鸡口服喹烯酮的生物利用率为 3.0%袁说明喹烯
酮口服给药后袁吸收进入血液和组织的喹烯酮的量很
少袁大部分是以原形从胃尧肠道排出遥 李剑勇等(2005)
用氚标记喹烯酮袁研究其在猪体内的代谢情况袁结果
表明袁仔猪口服喹烯酮后的吸收半衰期较长袁为 2.87 h袁
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渊AUC冤为 3.87 mg/(l窑h)遥这些参
数说明袁喹烯酮经口服吸收较慢袁喹烯酮血浆浓度达
到峰值时间较长袁但吸收较少遥 李剑勇等渊2005冤进行
了喹烯酮在猪体内代谢物研究袁结果表明袁喹烯酮以
3-甲基-2-羧酸喹喔啉的形式从尿中排出遥

王玉春等(1998)用薄层扫描法研究喹烯酮在鸡体
内的吸收与分布情况袁试验结果表明袁喹烯酮经口服
后袁不易被机体吸收袁仅在消化道中起作用袁然后通过
粪尧尿排出体外遥田嘉铭等(2005)用 14C作为标记袁测定
静脉注射后猪血液中喹烯酮的含量及其代谢情况袁结
果显示袁喹烯酮在猪体内的分布半衰期短袁为 10.5 min,
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为 0.009 25 mg/(l窑h)袁
这些参数表明袁喹烯酮在静脉注射后袁其在动物体内
分布快尧分布广袁排出相对较快遥通过对喹烯酮的代谢
动力学研究袁 比较分析喹烯酮在动物体内的代谢过
程袁结果表明袁喹烯酮的侧链稳定袁不易断裂袁从而也
进一步说明喹烯酮不易代谢的特点遥
3援2 喹烯酮的毒理研究

严相林等(1997)进行了喹烯酮对小白鼠精子的畸
变试验袁结果表明袁喹烯酮未引起小白鼠精子畸变率
的明显增加遥 严相林等 (1998) 用鼠伤寒沙门氏菌
TA16尧TA100检测喹烯酮致突变性试验袁结果显示袁喹
烯酮对鼠伤寒沙门氏菌无论直接或间接作用均未呈

现致突变性遥王玉春等(1992)的喹烯酮急性毒性试验
表明袁 大白鼠的半数致死浓度为每千克体重 8 179 mg袁
小白鼠的半数致死浓度为每千克体重 14 398 mg遥 根
据化学物质急性毒性分级的标准袁大鼠一次经口服某
药物后袁半数致死浓度大于 5 000 mg/kg时袁该药品的

毒性为微毒遥 王玉春等(1993)进行了喹烯酮对小白鼠
蓄积毒性试验袁结果表明袁喹烯酮在小白鼠体内无明
显的蓄积作用遥 王玉春等(1993)在小白鼠饲料中添加
75尧150尧300 mg/kg喹烯酮进行繁殖及致畸试验, 经过
3代繁殖,试验结果显示袁试验组小白鼠的生育能力比
对照组的强袁且子代中未见明显的畸形个体出现遥 王
玉春等(1994)在白鼠饲料中添加喹烯酮的浓度分别
为 50尧75尧100尧150尧300 mg/kg袁饲养 90 d袁结果均未见
明显的亚急性毒性反应遥
4 喹烯酮在养殖业生产中的应用

喹烯酮作为一种新的兽药饲料添加剂袁经过十几
年的临床验证和研究袁已经广泛用于畜牧业和水产养
殖业生产中遥 喹烯酮能够促进畜禽尧鱼类等动物机体
生长发育袁促进蛋白质同化袁提高瘦肉率和饲料转化
率袁抑制有害细菌袁保护有益菌群袁能使畜禽皮毛发
亮尧皮肤红润尧精神状态良好遥
4.1 促进动物机体生长发育

王玉春等渊1995冤以肉仔鸡为试验对象袁在饲料中
添加不同剂量的喹烯酮袁观察肉仔鸡的生长效果遥 试
验结果表明袁在饲料中添加 75 mg/kg的喹烯酮增重效
果最好袁增重率为 122%尧死亡率减少 5.3%尧料肉比达
到 2.531袁 且明显降低了仔鸡腹泻率遥 徐忠赞等
渊1995冤 在仔猪饲料中添加喹烯酮袁 以喹乙醇作为对
照袁分 3批投喂袁结果显示袁有两批的仔猪增重率高于
对照组袁 分别高出对照组 3.44%和 7.83%遥 陈权军等
渊2004冤 在饲料中添加 30 mg/kg的喹烯酮袁 喂养肉鸭
50 d袁结果显示袁摄食喹烯酮饲粮的试验组与空白对
照组相比袁增重提高了 10.7%尧料肉比下降了 8.9%遥李
娟等(2004)用喹烯酮添加量为 50 mg/kg的配合饲料投
喂 28日龄的仔猪 31 d袁试验结果显示袁试验组日增重为
0.46 kg袁比对照组日增重提高 4.55%袁且试验组无腹泻
症状和死亡记录遥
4.2 具有明显的抑菌作用

喹烯酮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尧大肠杆菌尧克雷伯氏
杆菌尧变形杆菌尧禽巴氏杆菌尧鼠伤寒尧痢疾杆菌等均
有显著抑制作用袁最小抑菌浓度与使用的化学药物最
小抑菌浓度相同遥 徐忠赞等渊1991冤尧王玉春等渊1995冤尧
李娟等渊2004冤分别试验表明袁喹烯酮对仔猪尧肉鸡的
腹泻有明显预防作用遥 李金善等(1999)通过口服喹烯
酮和药物浸浴两种方式养殖患有疥疮病的鲫鱼袁结果
表明袁浸浴组喹烯酮浓度为 50~75 mg/kg袁鲫鱼存活率
为 85%~93%曰在饲料中添加 50~75 mg/kg的喹烯酮投
喂组袁患病鲫鱼的存活率为 85%~100%;两种方式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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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对照组鲫鱼全部死亡遥同时喹烯酮能够澄清养殖水
体袁改良水质遥

经过多年的探索袁国内学者认为喹烯酮在畜禽饲
料中的推荐用量为 50 mg/kg遥按推荐用量或稍高剂量
添加使用袁对动物机体无毒副作用袁可明显促进动物
生长袁提高饲料转化效率袁对动物体内多种致病菌有
抑制作用遥 喹烯酮在动物体内排泄快尧不蓄积尧无野三
致冶袁是一种安全尧高效尧新型的药物饲料添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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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贵莲 王之盛 周安国

目前袁由于各种激素尧抗生素类添加剂在动物生
产中的大量应用袁药物残留带来了肉质下降等难以克
服的问题袁加上国际市场对肉品品质要求严格袁肉品
出口受到限制袁肉品质量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遥 因
此袁寻求一种既能促进动物生长袁又能保证肉品品质尧
提高动物免疫力的新型饲料添加剂以取代抗生素的

使用成为目前饲料行业研究的热点遥 大量的研究表
明袁半胱胺(CS)能够耗竭生长抑素(SS)袁抑制体内 SS的
免疫活性和生物学功能袁间接提高生长激素(GH)的浓
度袁促进畜禽生长袁并且能够提高饲料转化率袁改善胴
体品质遥 半胱胺无种属差异性袁适用范围广袁应用方
便袁成本低廉袁是一种较好的生长调节剂袁目前已被广
泛的应用于动物生产中遥
1 半胱胺的理化性质

CS又称 茁-巯基乙胺袁 分子式为 H2N-CH2-CH2-
SH袁是半胱氨酸的脱羧产物袁是辅酶 A分子的组成部
分袁因其结构中含有性质活泼的巯基和氨基而具有多
种生物学功能袁是动物体内的生物活性物质袁在体内
具有重要的生理作用遥 其纯品为白色结晶袁有特殊气
味袁易溶于水及醇类袁呈碱性袁熔点为 97耀98援5 益袁在空
气中极不稳定袁易氧化成胱胺而变质遥 半胱胺可从动
物天然毛发中提取袁也可化学合成袁因其不稳定袁一般
制成盐酸盐袁避光保存遥 化学合成的途径主要有两种:
淤由乙醇胺与溴化氢生成 茁-溴化乙胺袁 再与二硫化
碳环合水解而得曰于由环乙胺与硫化氢制得遥
2 半胱胺的基本生物学功能

2.1 调节内分泌

半胱胺在动物体内具有广泛的调节内分泌作用遥
早期的研究发现袁它主要耗竭 SS袁从而引起其它相关
激素分泌的改变遥 当体内的 SS耗竭时袁SS对多种参
与机体合成代谢和消化功能相关激素的抑制作用及

对肠管的舒张作用解除袁使 GH尧IGF渊胰岛素样生长因

子冤尧CCK渊胆囊收缩素冤尧胃泌素尧甲状腺素渊T3尧T4冤尧胰
岛素等激素以及胰酶尧 胃蛋白酶等消化酶大量分泌袁
肠管运动加强使机体的消化吸收和合成代谢增强遥此
外袁CS还可能通过抑制多巴胺渊DA冤向去甲肾上腺素
渊NE冤转化袁导致 DA 含量显著升高袁而大量 DA 在下
丘脑强烈促进 GH的合成和分泌遥 CS也可以通过性
腺轴调节相关性激素的分泌和生殖器官的发育袁从而
提高繁殖性能遥

有研究表明袁在热应激和手术应激条件下袁半胱
胺可以调节促糖皮质激素渊ACTH冤和糖皮质激素等最
主要的应激相关激素的分泌袁从而改善应激条件下的
水尧盐代谢遥不是单纯地提高或降低某种激素的水平袁
而是根据不同的生理状况对机体进行整合袁使应激时
内分泌水平的紊乱快速达到平衡,并从物质代谢方面
加以协调袁共同维持机体生理稳定状态袁消除应激因
素对动物机体的损伤作用遥

Sagar等渊1982冤在老鼠上的试验表明袁CS对老鼠
的许多脑组织包括脑皮层尧视丘下部尧纹状体等的生
长抑制素起耗竭作用遥 William等渊1983冤在雄性大鼠
的 CS处理试验表明袁 日粮中添加 CS使大鼠下丘脑尧
中枢和肠道 SS免疫活性降低袁而 GH水平升高遥 韩正
康 渊1992冤 对红布罗肉鸡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果遥
Mcleon等 渊1997冤 在绵羊上对 CS与 SS的研究发现袁
CS能明显降低绵羊皱胃组织的 SS免疫活性袁 且 CS
处理约 2 h袁体内组织中 SS降低到最低袁并至少在 3 d
内低于正常水平遥韩剑众等渊2000冤对黄羽肉鸡的研究
表明院 添加 CS的试验组比对照组肉鸡血液 SS下降
65.30%曰甲状腺素 T3尧 T4则分别升高 12.5%尧9.7%曰GH
升高 4.5%遥 王艳玲渊1997冤也得到类似结果遥
2.2 提高免疫力

半胱胺可能通过多种途径来提高动物机体的免

疫功能遥首先袁免疫功能与体内生长轴密切相关袁目前
已知至少 3种 SS受体存在于免疫组织中袁CS耗竭体
内 SS袁解除 SS对免疫的抑制袁提高 GH和 IGF水平袁
后者直接刺激淋巴因子释放曰 其次袁CS解除 SS对消
化系统营养物质同化作用的抑制袁促进机体对营养成
分的利用袁从而提高机体免疫功能遥

大量研究表明袁CS可促进动物免疫器官的发育袁

刘贵莲（通讯作者），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

625014，四川雅安。
王之盛、周安国，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6-08-17

《饲料工业》·圆园园6年第 圆7卷第 22期饲料添加剂

5



延缓免疫器官的自然退化曰 提高血清免疫球蛋白 IgG
水平袁提高机体对特异抗原的效价曰提高外周血淋
巴细胞自然增殖活力袁促进淋巴细胞转化曰刺激 IL-
2 和 IL-6 分泌袁提高机体抗体形成细胞数量袁提高
杀伤细胞的杀伤力曰 提高接种疫苗的抗体效价袁改
善粘膜免疫曰对 RNA病毒(如爱滋病病毒尧疱疹病毒)
的复制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遥 由此可见袁半胱胺通过
增强机体天然免疫屏障和激发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

疫应答袁显著提高动物的抗病能力遥
CS对淋巴细胞的增殖是一个双向调控的作用遥

体外试验表明袁低剂量(0.1 mM)的 CS能够刺激正常小
鼠脾细胞伴刀豆球蛋白所诱导的增殖曰而高浓度渊2.0
mM冤则起抑制作用遥体内试验表明袁低剂量 CS(每千克
体重 12援5 mg)连续 3 d灌服小鼠袁其淋巴细胞转化功
能得到显著提高袁而高剂量(每千克体重 300耀400 mg)
处理则使小鼠淋巴细胞转化功能显著降低袁并伴随着
胸腺的萎缩曰 同时发现低剂量 CS组使小鼠催乳激素
(PRL)升高袁而高剂量 CS 组则下降 (Bryant 等袁1989)遥
因此袁淋巴细胞转化功能的下降由 PRL水平决定袁与
王恩秀等(2002)的研究结果一致遥 但有学者在体内试
验中并没有观察到 CS对淋巴细胞转化的促进作用遥
Mccomb等(1985)发现袁重复注射 CS(每千克体重 90 mg)
不会对血液 PRL造成明显影响袁 推测外周淋巴细胞
转化率无明显变化可能是 CS长期处理袁PRL不会有
显著变化的结果遥

此外袁CS能够促进十二指肠粘膜和脾脏中 IL-2
的释放袁提高鸡上皮内淋巴细胞渊iIEL冤和分泌型免疫
球蛋白 A渊sIgA冤阳性细胞的数量袁增强机体的粘膜免
疫功能遥 王恩秀等(2002)对大鼠的试验测得袁添加 CS
的试验组 IL-2水平较对照组上升 7援0豫袁且发现 茁原内
啡肽(茁-END)有下降趋势袁可能是巨噬细胞吞噬功能
增强的原因遥 CS可增强动物粘膜免疫力, 有望成为一
种新型的粘膜免疫佐剂, 在预防家禽传染病中应用遥
一般认为袁CS耗竭 SS的作用能维持 1周袁此时 SS处
于较低水平袁淋巴细胞分化和增殖因其抑制因子暂时
被解除而处于快速增长期袁这一时期可以维持一段时
间袁随着 SS浓度的逐渐恢复正常袁淋巴细胞的分化和
增殖也归于正常袁至首免后 5周袁各组间 IL-2含量已无
明显差异遥杨倩(2002)给肉鸡灌喂 20 尧80 mg/kg CS后, 应
用鸡新城疫弱毒苗(NDV)以口腔注入法进行免疫袁结
果表明袁20 mg/kg CS组在 NDV 首免后第 4 周袁 十二
指肠中 sIgA阳性细胞数量和鸡 iIEL数量极显著增加
(P<0.01)曰首免后第 5 周袁十二指肠中 iIEL 数量显著

增加(P<0.05) 袁而盲肠扁桃体中 slgA阳性细胞和 iIEL
数量变化不大遥 练高建(2005)研究得到类似结果遥

关于 CS对动物机体的免疫功能的研究还不是太
多袁作用的机制更是没有深入研究袁还需要开展更多
的研究袁为半胱胺的广泛应用提供依据遥
2援3 抗氧化

CS 分子含有一个-SH,因而能清除自由基袁保护
烷化剂尧电离辐射等对正常组织细胞的损伤作用遥 但
由于 CS在体外极不稳定袁 因而在临床使用上常用某
些基团先将其分子上的活性基团通过化学反应保护

起来袁 进入体内后在酶的作用下保护基团被水解袁生
成有活性的 CS而发挥作用遥

过量的自由基能引起机体损伤袁造成机体多个系
统的疾病遥 谷胱甘肽(GSH)是体内重要的抗氧化物质袁
参与细胞内氨基酸转运尧糖代谢和 DNA合成调节袁在
拮抗外源性毒物尧氧自由基损伤尧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尧
维持细胞蛋白质结构和功能尧抑制细胞凋亡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遥 据 Matos报道袁大鼠受精卵进入二胚
龄的细胞发育阶段后袁一部分受精卵由于细胞内 GSH
含量下降袁不能防御外界的有害氧化压力而进入正常
发育过程遥 如果在培养液中加入 0.6 mM半胱胺后,比
对照组能显著提高细胞内谷胱甘肽含量遥 CS可通过
自身途径或间接地通过谷胱甘肽起到抗氧化尧增强免
疫功能的作用遥 CS 通过与半胱氨酸形成二硫化物袁经
转运系统进入细胞内袁再解离成半胱胺酸和 CS袁提高
细胞内半胱氨酸的浓度袁刺激 GSH的生成遥 谷胱甘肽
可以作为 GSH-Px的反应底物或者直接反应消除过
氧化产物遥
2.4 维持生殖功能

CS对繁殖期动物乳腺发育和泌乳性能具有正效
应遥 王艳玲等(1998a尧b)报道袁CS能促进妊娠大鼠的乳
腺发育袁提高哺乳期奶产量袁并提高饲料转化率遥 王月
影等(2005)报道袁CS能明显促进妊娠奶山羊乳腺的发
育袁显著提高乳腺 DNA(P<0.05)含量袁且 RNA与 DNA
比值显著降低(P<0.05)袁使乳腺细胞数量增加遥 此外袁
CS也能够通过抑制体内 SS分泌袁提高内源性生长激
素而明显提高奶牛的产奶量遥王艳玲等(1999)报道袁用
CS处理泌乳中期奶牛可显著降低 SS含量(P<0.01)袁升
高 GH 水平 (P<0.05)袁 试验期间奶牛日泌乳量提高
7.6% (P<0.05)袁饲料转化效率显著提高渊P<0.01)曰而奶
牛的采食量和乳脂率无明显变化遥
3 半胱胺对机体营养代谢的影响

3.1 半胱胺对动物生产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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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大量的研究证实袁CS 具有促进动物生长的
作用遥洪奇华(2003)考察了 CS对生长肥育猪生长性能
的影响袁在生长期日粮中 CS的添加量为 60 mg/kg袁肥
育期的添加量为 75 mg/kg袁结果发现袁在 35耀90 kg阶
段袁试验组日增重比对照组提高 4.2豫渊P<0援05冤遥 他进
一步研究了 CS不同添加方式(每 6 d添加 1 d和持续
添加)对生长肥育猪生产性能的影响袁结果两种添加
方式均有提高日增重尧降低料肉比的趋势曰但添加方
式对生产性能的影响无显著差异遥杨彩梅渊2002冤等在
1耀42 日龄肉仔鸡日粮中添加 60尧90尧120尧150 mg/kg
CS的试验发现院60 mg/kg处理组显著提高了 1耀21日
龄肉仔鸡的日增重曰90 mg/kg添加组提高了 1耀42日
龄肉仔鸡的日增重袁比对照组提高了 5.03豫曰添加剂
量为 150 mg/kg时袁肉仔鸡全期的平均日增重尧饲料转
化率和成活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遥王艳玲等(1998)尧吴
建设等(2001)以及权志中等(2002)在肉鸡上的试验也
有类似的结果遥 CS对反刍动物的影响也有报道袁司国
利(2004)分别在绵羊的日粮中按每千克体重添加 7.5尧
15尧22.5 mg CS袁饲喂 60 d后发现袁添加 7.5 mg CS 组在
前 40 d的增重显著高于对照组袁随着剂量的升高和时
间的延长袁促生长作用逐渐减弱曰添加 7.5 mg CS显著提
高绵羊的采食量和饲料转化率袁 与添加 15 mg CS组
相比没有显著差异曰添加 22.5 mg CS组显著降低绵羊
的采食量遥 目前袁CS促生长的作用机理仍不清楚袁大
多集中于对血液激素水平的测定遥
3.2 半胱胺对蛋白质代谢的影响

CS一方面可以通过调节物质代谢相关激素的分
泌袁在 GH尧IGF等生长因子参与下袁使体内营养物质
重新分配袁加强物质代谢袁保证蛋白质的合成曰另一方
面袁CS可以通过调节消化道消化酶的活性袁提高物质
的消化利用率袁保证动物的营养需求遥刘宗柱(1996)报
道袁给湖羊十二指肠瘘管灌注 CS袁瘤胃微生物蛋白质
合成加快袁微生物蛋白态氮含量升高 24援41豫尧过瘤胃
蛋白质提高 14豫尧血液尿素氮浓度降低 35援65豫遥 人工
瘤胃培养液中加入 CS后氨氮浓度降低 28援69豫尧 微生
物蛋白质(MCP)浓度提高 9援07豫遥 单胃动物(仔兔尧肉仔
鸡)的试验也得到类似结果遥Sekoguchi等(1979)在肉鸡
日粮中添加 0.1豫 CS的试验发现袁试验组肉鸡显著提
高了胸肉中总胶原蛋白的含量袁增加了肌肉中具有热
稳定性及可溶于胃蛋白酶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袁提高了
胶原蛋白分子的耐热能力袁但是没有影响酸性可溶胶
原蛋白含量袁而肌间组织中胶原蛋白含量是影响鸡肉
嫩度的重要因素袁CS通过改善肌间胶原蛋白的含量袁

提高了鸡肉的嫩度遥
3.3 半胱胺对脂肪代谢的影响

刘皙洁渊2003冤研究了半胱胺对肉仔鸡脂肪代谢
的影响袁 每 7 d在肉仔鸡日粮中添加一次 100 mg/kg
的 CS袁在 35耀49日龄袁CS添加组肉仔鸡血清中的胰岛
素渊INS冤和脂蛋白酯酶渊LPL冤尧肝中的苹果酸脱氢酶
渊MD冤水平呈下降趋势遥艾晓杰渊2002冤研究了 CS对鹅
胰液分泌及其脂肪酶活性的影响袁在 12只装有胰腺原
十二指肠长久性瘘管的成年鹅日粮中按每千克体重

一次性添加 100 mg CS袁连续计量对照期 3 d 和试验期
8 d胰液分泌速率袁并测定其中胰脂肪酶活性袁结果表
明院淤试验期胰液连续 7 d 的分泌速率较对照期极显
著上升袁上升幅度为 71.28%耀399.77%曰于单位容积胰
脂肪酶的平均活性较对照期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袁变
化幅度具有昼夜的差别(试验期白天在第 3耀5 d和第 7 d
有升高的趋势袁而夜间则显著低于对照期)曰盂每小时
胰液中的脂肪酶总活性在试验期第 1耀5 d显著高于
对照期渊P<0.01冤袁且白天增加的幅度较夜间大袁说明
CS能促进鹅胰液的分泌袁 增加其中脂肪酶分泌的总
量袁加强成年鹅对脂肪的消化袁满足在 CS调节下快速
生长时对营养物质消化和能量的需求遥 陈安国等
渊2004冤 在生长肥育猪的生长期和肥育期日粮中分别
添加 60尧75 mg/kg CS袁试验结束后袁猪胴体脂肪率降
低 8.53%渊P<0.05冤袁同时第 10 肋背膘厚降低 10.17%遥
说明 CS通过调节脂肪代谢袁降低肌肉中脂肪的含量袁
从而改善了胴体品质遥
3.4 半胱胺对应激的缓解作用

应激是畜牧业生产过程中常遇到的尧不可避免的
且严重影响畜禽生产性能的问题遥引起应激的因素是
多方面的袁其中包括内在应激和外界环境应激遥 CS作
为一种抗应激剂可以缓解应激发生袁从而达到提高畜
禽生产水平的目的遥上海华扩达公司通过一系列相关
试验发现院仔猪断奶前尧后内分泌功能发生显著变化袁
而日粮添加 CS可有助于提高仔猪血清 T3尧T4水平袁增
强仔猪的免疫力袁有助于仔猪抵抗断奶应激袁提高仔
猪育成率和生产性能遥山羊在手术后外周淋巴细胞数
量下降尧功能减退袁血浆 IL-2浓度降低袁产生细胞免
疫抑制袁常引起并发症感染遥给山羊口服 CS可阻止手
术后山羊外周 IL-2水平和淋巴细胞转化率的降低袁
减轻手术应激对细胞免疫的抑制遥 在高温季节袁CS有
利于奶牛正常代谢的维持袁 改善奶产量和乳品质袁提
高饲料转化遥 CS对奶牛的积极影响是通过胰岛素 T3尧
T4等内分泌激素和生长轴介导的遥 肉鸡在热应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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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袁CS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肉鸡的采食量袁 保证营养
物质供应而提高抗应激能力曰 另一方面也可通过调节
甲状腺素和皮质酮的水平而增加对热应激的抵抗力袁
从而提高生产性能遥
3.5 半胱胺对机体一些激素水平的影响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袁CS 能够降低生长抑素的水
平袁显著提高生长激素的含量袁影响胰岛素和其它激
素的分泌遥 给大鼠口服 CS袁其血清尧下丘脑尧垂体尧胃
窦粘膜和十二指肠 SS 含量分别降低 39援60豫 尧
21援20豫尧44援40豫尧81援10豫和 55援00豫遥艾晓杰(1998)在小
鹅日粮中添加 100 mg (按每千克体重计)CS袁 血浆中
SS降低 19援64豫袁GH升高 50%遥 周玉传等(2002)给高
邮鸭饲喂 100 mg(按每千克体重计)CS袁结果发现袁血
清 GH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袁 说明不论什么动物袁添
加 CS均表现出降低 SS的活性袁GH含量有不同程度
提高遥此外袁CS还影响胃泌素尧甲状腺激素 T3和 T4的
分泌水平袁但不同动物结果差异很大遥 艾晓杰渊1998冤
研究结果表明袁小鹅日粮中添加 100 mg渊按每千克体
重计 冤CS袁 血浆中 IGF 升高 62援8豫尧茁 -END 升高
44援55豫尧TSH 渊促甲状腺激素冤 降低 32援32豫尧T4下降
14援72豫曰而 T3升高 26援80豫遥
4 半胱胺的作用机理

CS 的促生长作用主要是通过耗竭体内的 SS 来
实现的遥 CS在耗竭正中隆起(神经末梢)内 SS的同时袁
也引起室周核 (神经元胞体) 内 SS 含量明显下降遥
Brazeau等(1973)首次从绵羊的组织中分离出 SS袁并发
现它在体内和体外都可以抑制 GH的水平遥SS是广泛
存在于动物各种组织中的一种调节多肽袁在中枢神经
系统和胃肠道中有较高含量袁 SS有一个分子内二硫
键(位于 SS-14的第 3和第 4位袁或 SS-28的第 17和
第 28位的半胱氨酸残基之间)袁它对调节肽的生物活
性及免疫活性都很重要遥 Millard等(1985)发现袁CS通
过破坏 SS分子二硫键袁 形成分子间二硫键产生大分
子聚合体袁改变 SS的分子结构袁使其免疫和生物活性
丧失遥此结论可以解释同样具有二硫键的催乳素被半
胱胺耗竭袁但不能合理解释为何具有相似结构的加压
素不能被耗竭遥 SS的免疫活性及生物活性被 CS破坏
后袁解除了其对 GH的抑制作用袁从而使垂体前叶分
泌 GH进入血液袁促使 GH水平升高遥

CS抑制 SS袁使血液中 茁-END水平升高遥 茁-END
促进哺乳动物下丘脑生长激素释放因子(GHRF)释放袁
从而刺激 GH的释放袁提高血液总 GH水平遥

CS除了抑制 SS外袁还具有较强的多巴胺羟化酶

(DBH)抑制作用遥DBH催化多巴胺渊DA冤向去甲肾上腺
素(NE)转化袁DBH被抑制导致 DA蓄积袁DA具有强烈
的促 GH合成和分泌的作用袁 从而使 GH水平提高袁
达到促生长目的遥

GH和 IGF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冤具有协同的促生
长作用遥 动物的生长是由遗传尧营养和激素综合调控
的袁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作为生长激素多种生理作用
的调控者袁在动物生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遥GH的很多
生物学作用都是由生长介素介导的袁间接作用于靶细
胞遥 大量研究表明袁垂体分泌的 GH并不直接促进生
长袁而是在与受体结合后诱导肝细胞产生 IGF遥 在体
内 IGF似乎是生长激素刺激纵向骨骼生长的重要介
质袁 它是一种促细胞分裂素袁 诱导细胞分化袁 促进
DNA合成和细胞分裂袁 从而导致蛋白质合成增加与
生长速度加快遥 IGF主要作用于骨骼肌和脂肪组织遥
大量试验表明袁IGF通过促进葡萄糖和氨基酸进入组
织袁刺激肌肉中蛋白质的合成和肌肉生长袁同时袁也促
进骨骼肌细胞的分裂袁提高动物的日增重袁改善动物
的胴体品质遥

通过改变胰腺尧胃肠道等器官活动变化达到促生
长作用遥 SS以多种方式参与机体内分泌尧胃肠道及神
经系统功能的调节遥但主要以抑制性为主遥 SS对 GH尧
胰岛素尧甲状腺激素尧胃泌素尧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以及
促甲状腺素尧茁-END等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遥SS对
于胰腺尧胃肠道的分泌及运动吸收等活动都有抑制作
用遥一旦 SS被 CS所耗竭袁胰腺尧胃肠道等器官相应的
活动就会加强袁 使机体的消化吸收和合成代谢增强袁
从而促进动物生长遥
5 半胱胺的安全性和有待研究的问题

CS有促动物生长作用的积极影响袁 也有负面影
响遥研究发现袁不同剂量的 CS对消化道粘膜的作用完
全不同遥高剂量的 CS可导致消化道溃疡袁从而导致采
食量下降袁影响 CS的应用效果袁而低剂量 CS对消化
道粘膜却有保护作用遥 皮下注射 300 mg(按每千克体
重计)CS可诱发大鼠十二指肠溃疡袁 而皮下注射 150 mg
(按每千克体重计)CS对胃粘膜损伤有保护作用遥 丁宏
标等研究发现袁70耀80 mg(按每千克体重计)CS是促进
猪生长的有效剂量遥 禽类及反刍动物的 CS适宜摄入
剂量为 100 mg(按每千克体重计)遥 CS还具有剂量-时
间依赖性袁一般认为袁每 5耀7 d使用 1次袁使用 2耀3周
效果较好遥 因此袁在使用时必须严格控制剂量和应用
时间袁以防负面作用的发生遥

CS在实际生产中袁 存在着一些实际操作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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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进一步解决遥 淤CS无种属特异性袁适用范围广袁可
以拌在饲料中使用袁适用于生产中推广袁价格低廉袁是
一种较好的通过调控内分泌途径调控动物生长的生

理调节剂; 但其作用效果存在着典型的剂量-时间效
应关系袁且添加剂量必须根据体重进行计算袁间断在
生产中应用袁这给生产应用造成了一大障碍遥 于CS在
空气中极易被氧化袁一般制成盐酸盐袁必须溶于水再
与饲料拌匀饲喂遥操作复杂尧有异味尧适口性差等特点
需进行处理才能获得较好的效果遥 因此袁如何简化其
操作步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遥 目前已有相关产品袁如
将 CS用生物材料进行微囊处理袁 不仅可以弥补其缺
点袁还可根据需要在肠道内进行释放袁可直接在饲料
中添加遥 盂CS虽不具有种属特异性袁但其作用剂量却
和动物的种类及所处的生理阶段有关袁且由于有致溃
疡作用袁因此袁各种动物及不同生理阶段的适宜剂量
尚需进一步的研究确定遥 榆CS在体内主要是特异性
地与 SS结合袁调节内分泌袁促进动物生长遥 动物机体
的内分泌系统非常复杂袁 各种激素之间相互影响袁特
别是激素的负反馈作用遥 因此袁CS作用机制和使用的
持续时间问题需进一步的研究遥 虞CS能够改善胴体
品质袁但对畜禽肉质方面的影响还未见报道袁需进行
研究遥 愚CS在机体中的代谢过程尧是否存在残留等问
题还需进一步地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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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辛酸渊lipoic acid,LA冤亦称 琢-硫辛酸渊琢-lipoic
acid袁琢-LA冤袁 是参与三羧酸循环过程不可缺少的物
质袁它是代谢性的抗氧化剂,在生物体内 琢-硫辛酸(氧
化型 ) 可以转变为二氢硫辛酸 (dihydrolipoic acid,
DHLA袁还原型)遥 近年来研究发现袁癌症尧衰老尧糖尿病
及其继发病都与自由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此袁抗
氧化剂的研究也随之升温袁硫辛酸以其优越的抗氧化
性已引起科学界的高度重视袁国际自由基生物学和自
由基医学科学家也大力开展 LA的抗氧化和医药应用
研究,使其成为国际性的热门研究课题遥
1 硫辛酸的抗氧化功能

1.1 硫辛酸可直接清除活性氧 渊ROS冤 及活性氮
渊RNS冤

动物机体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袁ROS尧RNS不断产
生袁同时也在不断地被清除袁因此袁动物体内 ROS一直
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袁 不会对机体产生不利影响遥
但是许多外源性或内源性刺激均可使体内氧化还原

的平衡状态被打破而趋向氧化袁ROS尧RNS生成量大幅
度增加袁显现出对机体极大的损害作用遥 氧化应激常
常会带来畜禽生产性能下降, 动物产品品质下降,甚至
发生动物疾病等诸多问题遥 在动物饲养中使用抗氧化
剂来保持抗氧化平衡被认为是集约化管理条件下维

持畜禽良好生产和繁殖性能的一个重要方法遥
LA 能够清除过氧化氢分子渊H2O2冤尧羟基自由基

渊窑OH冤尧次氯酸渊HCIO冤尧过氧亚硝酸盐渊ONOO-冤尧单线
态氧渊1O2冤尧一氧化氮渊NO冤袁但不能清除超氧阴离子
渊O2-冤和氢过氧基渊窑HO2冤曰DHLA能清除过氧化氢分子
渊H2O2冤尧羟基自由基渊窑OH冤尧一氧化氮渊NO冤尧超氧阴离
子渊O2-冤尧次氯酸渊HCIO冤尧氢过氧基渊窑HO2冤尧过氧亚硝
酸盐渊ONOO-冤袁但不能清除单线态氧渊1O2冤遥
1.2 通过螯合金属离子发挥抗氧化作用

过渡金属袁如铁尧铜尧汞尧镉在生物系统中能够通
过催化过氧化氢渊H2O2冤的分解来降低自由基对机体

的损伤袁 但结果却生成了氧化作用更强的羟基自由基
渊窑OH冤遥 LA和 DHLA通过螯合这些金属离子来发挥
抗氧化作用遥 Ou[1]报道, LA在抑制 Cu2+催化的 VC氧
化时袁呈现出极强的剂量依赖性,并在脂相中对 Cu2+的
螯合能力更强遥 Biewenga [2]报道袁LA 通过螯合 Fe2+和
Cu2+来发挥其抗氧化作用曰DHLA 通过螯合 Cd2+来发
挥其抗氧化作用遥 Lodge[3]试验证明袁LA能有效地螯合
Cu2+,预防 Cu2+催化的抗坏血酸氧化反应袁抑制 Cu2+催
化的脂质过氧化袁抑制 Cu2+的 LA浓度一般在 100 滋M耀
2.5 mM之间袁 在生理状态下袁LA的浓度约为 5 滋M袁
远远达不到抑制 Cu2+的浓度袁 而在生理浓度下 DHLA
却能螯合 Cu2+遥
1.3 循环再生其它内源性抗氧化剂

DHLA是一种很强的还原剂袁可再生已被氧化的
抗氧化剂袁如 VC尧谷胱甘肽(GSH)尧辅酶 Q渊泛醌冤尧VE遥
这样 LA和 DHLA 使机体内的抗氧化剂形成了一个
网状系统遥
1.3.1 LA对 GSH的影响

Leonard [4]报道袁由顺铂引起小鼠耳蜗的氧化损伤
时, 耳蜗中 GSH浓度极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2)袁当
日粮补充了 25~100 ml/kg LA 时袁GSH水平明显上升
(P<0.05)遥 Robert [5] 试验证明袁由 TNF+ActD诱导小鼠
肝细胞氧化损伤会造成 GSH缺乏,加入 LA可使 GSH
含量升高渊P<0.01冤遥 Tory [6]在青年鼠和老龄鼠饲粮中
按 5%补充 LA袁研究其对肝细胞中 GSH的影响袁结果
表明袁采食添加 LA日粮的老龄鼠肝细胞中的 GSH水
平比采食未添加 LA 日粮的老龄鼠提高 2倍多 渊P<
0.03冤曰年青鼠细胞的 GSH浓度也有改善遥 说明 LA能
显著提高肝脏中 GSH浓度遥

LA对 GSH影响的可能机理为院 淤LA 与 DHLA
的氧化还原电位比 GSSH渊氧化型谷胱苷肽冤与 GSH
的低得多, 可以通过氧化还原反应打开 GSSH的双硫
键袁从而还原 GSH 的巯基结构曰于LA 被细胞迅速吸
收后袁 即转化为 DHLA袁DHLA被分泌到细胞质中袁在
此处将胱氨酸还原成半胱氨酸遥 琢原LA被细胞迅速吸
收后袁即转化为 DHLA并分泌到细胞质中袁在此处将
胱氨酸还原成半胱氨袁促使半胱氨酸数量增加袁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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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了 GSH的生物合成曰 另外 LA也可以通过维持
酌-谷氨酰半胱氨酸的生成量刺激 GSH的合成遥
1.3.2 LA对 VC的影响

Tory[6]在青年鼠和老龄鼠饲料中按 5%添加 LA袁结
果发现袁老龄鼠肝脏中 VC浓度与未添加 LA组相比显
著提高(P<0.05)遥 Jung[7]的试验表明袁心肌中 VC含量老
龄鼠比青年鼠要低得多(P<0.05)袁向老龄鼠饲料中加入
2%的 LA袁结果表明袁添加 LA组与未添加 LA组相比袁
心肌中 VC的浓度极显著的提高(P<0.005)遥其可能机理
为院淤VC分子中含有一个烯醇式的羟基袁此羟基上的
氢离子特别活泼袁 容易和氧化剂反应袁LA和 DHLA通
过氧化还原反应直接还原 VC曰 于LA促进葡萄糖的吸
收袁进而增强 VC的合成袁提高体内 VC的水平袁也可能
是刺激己糖转运体活性,刺激葡萄糖的转运遥
1.3.3 LA对 VE的影响

Rosenberg [8]报道袁LA能改善 VC和 VE 缺乏时机
体的不良症状遥 Podda[9]研究表明袁LA可以改善无毛小
鼠的 VE缺乏症状遥当 VE清除了一个氢过氧游离基的
时候袁其本身也变成了 VE自由基(窑VE)袁LA和 DHLA
都不能直接清除或再生窑VE袁窑VE可能在水相和脂质
的交界处被 VC尧泛醌尧还原型谷胱甘肽(GSH)还原遥 而
以上这几种抗氧化剂都能被 DHLA还原遥 因此袁DHLA
促进 VE再生是通过再生 VC尧 GSH等抗氧化剂来完
成的袁但目前每种途径是如何作用的不是很清楚遥
1.4 增强体内抗氧化酶的活性

超氧化物歧化酶渊SOD冤尧过氧化氢酶渊CAT冤尧 谷
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渊GSH-PX冤和谷胱甘肽还原酶渊GR冤
是动物体内几种比较重要的抗氧化酶袁它们通过催化
不同活性氧的反应袁 最终使活性氧变成 H2O和 CO2袁
发挥其清除活性氧的功能遥 LA通过提高体内主要抗
氧化酶的活性来发挥其抗氧化功能遥

Arivazhagan等[10]试验证明袁在老年大鼠日粮中添
加 100 mg/kg LA饲喂 7耀14 d袁 可显著升高外周血和
脑组织中 SOD尧 GSH-PX尧GR活力遥 Leonard[4]报道袁由
顺铂造成小鼠耳蜗氧化损害袁饲喂 LA后袁SOD尧CAT尧
GSH-PX尧GR显著地提高袁且显现出剂量依赖性遥 Carey[11]

研究表明袁在纯种马日粮中添加 10 mg/kg LA袁在剧烈
运动后能显著提高白细胞中 GP水平遥 Kowluru[12]研究
表明袁糖尿病所致的视网膜机能异常小鼠的线粒体内
SOD活性受到抑制袁在给这些小鼠日粮补充 400 mg/kg
LA 11个月后袁 视网膜线粒体中的 SOD活性上升近
30%袁其 mRNA水平上升了 25%左右渊P<0.05冤遥 目前袁
对于 LA 和 DHLA 是如何提高这些抗氧化酶活性的

机理还不清楚袁DHLA的巯基结构可能是提高巯基酶
活性的原因遥
1.5 增加线粒体膜电位和细胞氧消耗袁减少 ROS生成

现在普遍认为袁 动物衰老或受到氧化应激刺激
时袁线粒体会产生更多的活性氧袁相应地导致线粒体
通透性转运孔道(MPT袁位于线粒体内外膜之间的多蛋
白复合体)开放袁线粒体跨膜电位(吟鬃m)下降或消失袁
继之呼吸链脱偶联袁氧化磷酸化通路受阻袁线粒体的这
些改变导致过氧化物和氢过氧化物的增加遥

LA通过提高线粒体膜电位袁恢复线粒体功能袁从
而提高细胞氧消耗袁 减少受氧化损伤的细胞中 ROS
的生成量遥 Tory[6]研究发现袁老龄鼠肝细胞线粒体膜的
平均电位只有年青大鼠的 40%左右渊P<0.02冤袁日粮中
添加了 LA的老龄鼠线粒体膜电位比未添加 LA的对
照组提高了 50%左右渊P<0.03冤袁老龄鼠肝细胞的氧消
耗仅为年青鼠的 59%渊P<0.03冤,添加 LA两周后袁老龄
鼠肝细胞的氧消耗量是未添加 LA前的 2倍袁 甚至比
青年鼠的还高渊P<0.03冤曰但补充 LA对青年鼠的氧消
耗没有影响遥说明 LA对受损细胞的保护作用强袁对正
常细胞的作用不大遥

Jung [7]报道袁通过测定青年和老龄鼠心肌细胞 O2
消耗量袁结果表明袁老龄鼠的心肌 O2消耗量与青年鼠
相比下降了 45%(P=0.03)袁 但老龄鼠细胞总氧化剂水
平却比青年鼠高了大约 82%(P=0.03)袁 补充 LA后袁老
龄鼠体内氧化剂生成量极显著降低(P=0.007)遥因此袁添加
LA可以显著改善老龄大鼠的线粒体功能袁 缓和衰老所
致的线粒体代谢水平下降袁从而减少活性氧的生成量遥
2 LA在动物生产上的应用
2.1 在反刍动物上的应用

Rentfrow[13]给阉牛饲喂不同剂量的 LA后袁观察其对
肉品质的影响袁 结果显示袁 每千克体重添加量为 24 mg
时能显著提高 L*(L*是亮度值袁此值越大说明肉的颜
色越有光泽)曰每千克体重添加量为 16 mg/kg时袁牛肉
的 Hue angle(Hue angle是衡量肉质红色的指标袁此值
越小说明肉质颜色越偏向红色)值显著降低遥 以上试
验证明 LA能改善牛肉色泽遥

Schmidt[14]在育肥阉牛饲粮中按每千克体重添加
8尧16 mg LA时, 16 mg LA添加组极显著降低了牛肉
的沃布氏剪切力,改善了肉质嫩度遥
2.2 在猪上的应用

Maddock[15]在对 14头断奶仔猪的研究发现袁每千
克体重添加 56 mg LA饲喂 11 d, 结果明显抑制了由
脂多糖(LPS)引起的应激性皮质醇升高,并且 LA组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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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相比, 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计数都显著增加 (P<
0.04尧P<0.02)袁说明 LA对仔猪免疫应答水平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遥

Maddock[16]报道袁在给仔猪每千克体重补充 35 mg
和 75 mg LA时,对照组 ADG和 ADFI都显著高于 LA
组(P<0.05),原因可能是 LA分子中含有二硫键,导致饲
料风味降低,引起仔猪采食量下降曰添加 35 mg LA组
有降低血糖的趋势遥 还有研究表明袁每千克体重添加
8尧15 mg LA袁血清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计数极显著
提高(P<0.003)袁说明 LA 对仔猪免疫力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遥

Berg[17]报道袁给 48头杂交猪饲喂高淀粉的饲粮袁
LA和 CMH(肌酸一水化合物)混入玉米粉中添加到饲
料中袁LA添加组提高了热胴体重袁显著增加了 45 min
后背最长肌的 pH 值渊P=0.029冤袁明显提高 45 min 和
24 h后背最长肌的 PY(index value)值袁降低了臀中肌尧
腰肌的肉质黄度袁升高了半膜肌的肉质红度袁降低了
背最长肌 24 h后的滴水损失和半膜肌 7 d后的净损
失袁降低了烹调损失和沃尔氏剪切力遥以上数据表明袁
添加 LA改善了猪的肉质袁 增加了 pH值袁 防止肉酸
败曰提高 PY值袁改善了肌细胞的完整性和猪肉的系水
能力曰沃尔剪切力降低说明肉的嫩度较好遥 由于此次
试验 LA供给时间较短袁只有 5 d袁可能没有真正发挥出
LA的活性袁时间延长可能效果会更好遥
2.3 在禽上的应用

热应激下袁机体自由基大量生成袁细胞膜结构与功
能的完整性受到破坏袁 严重影响产蛋鸡的生产性能和
健康遥白兆鹏等[18]首次将 LA应用于热应激状态下产蛋
鸡,研究发现,常温状态下,饲料中添加 100 mg/kg LA的
蛋鸡在整个应激期的产蛋率最高, 添加 400 mg/kg LA
时蛋重最大,从整个应激期内平均值来看,饲料中添加
50尧100 mg/kg LA组的料蛋比均低于其它组遥从综合指
标看袁LA在蛋鸡中的适宜添加量为 50~100 mg/kg遥

杨国宇等(2003)[19]研究了 LA 对肉仔鸡脂肪代谢
的影响,结果显示袁日粮中 LA添加量为 60尧100 mg/kg时袁
血清中总胆固醇尧 甘油三酯含量显著下降, 游离脂肪
酸含量显著上升渊P<0.05冤遥 肝脏脂肪含量随 LA添加
量增大呈下降趋势袁 证明饲料中添加 LA能有效地改
善正常肉鸡体内脂肪代谢遥
3 有待解决的问题

抗氧化理论是在近 20 年才发展起来的袁 对 LA
的抗氧化功能的研究相对比较晚袁 因此还有很多有
待解决的问题院 淤LA对畜禽抗氧化应激以及对畜禽

肉质影响的适宜添加量曰于畜禽长期服用 LA是否对
动物机体有持续的保护作用袁有何不利影响袁目前还
不清楚曰盂由于 DHLA有极强的还原性袁在发挥其抗
氧化作用的同时也有促氧化作用袁 如何调节 LA 和
DHAL在体内的抗氧化作用和促氧化作用袁并使之向
着对机体有利的方向发展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曰 榆对
LA和 DHLA衍生物的研究较少袁 不同结构的衍生物
在抗氧化活性上有何区别还有待研究曰虞目前在人和
动物上多是以口服方式给予硫辛酸袁其它途径袁比如
肌肉注射或静脉注射的效果及在体内的代谢机理也

尚需研究遥
硫辛酸作为一种功能强大的抗氧化剂,在体外以

及试验动物上研究得较多袁其抗氧化功能已经得到了
证实袁只是在畜禽上的研究很少遥 LA抗氧化性能优于
VC和 VE遥机体总的抗氧化能力是体内各种抗氧化剂
与抗氧化酶协同作用的结果袁LA 与其它抗氧化剂共
同作用可能不仅仅是简单的加合效应袁可能会有协同
作用遥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袁LA作为一种优良的生
物抗氧化剂袁其应用前景十分广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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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酶(lipase,EC3.1.1.3,甘油酯水解酶) 是可以催
化酯类化合物分解尧合成和酯交换的酶袁它具有化学
选择性和立体异构专一性袁反应不需要辅酶袁反应条
件温和袁副产物少袁被广泛应用于食品尧轻纺尧皮革尧精
细化工尧有机合成尧医药等领域[1]遥

脂肪酶的来源有 2种院一种是从动植物组织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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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歌丽 高建奇 张志刚 何万亮

摘 要 从实验室保藏菌种中筛选得到一株产脂肪酶能力较强的根霉菌种 MHL4.07，对
MHL4.07菌摇瓶发酵产酶培养基组成进行了试验，结果表明，种子培养时间为 84 h，最佳发酵培养基
（g/l）：玉米浆 40.0、橄榄油 12.5、豆饼粉 20.0、NH4Cl 20.0、MgSO4·7H2O 0.5、K2HPO4 1.0、KCl 0.5。用最佳
培养基发酵产生的脂肪酶活力为 41.91 U/ml，该产量比初始菌株的酶活提高了 408豫。

关键词 脂肪酶；根霉；筛选；培养基

中图分类号 Q814
Isolation of rhizopus arrhizus producing lipase and studying of fermentating culture medium

Ma Geli, Gao Jianqi, Zhang Zhigang, He Wanliang
Abstract A lipase-producing rhizopus arrhizus MHL4.07 was obtained by screening of microorganisms
stored in our lab .Under laboratorial conditions, the culture medium of lipase produced by MHL4.07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ulture time of seed was 84 h.The compositions of optimal fer鄄
mentation medium 渊g/l冤 were: corn steep liquor 40.0, olive oil 12.5, bean cake flour 20.0, NH4Cl 20.0,
MgSO4·7H2O 0.5, K2HPO4 1.0, KCl 0.5. Under the optimum conditions the maximum yield of lipase was
41.91 U/ml and it was increased 408%.
key words lipase曰rhizopus arrhizus曰isolation曰culture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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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曰另一种由微生物发酵法生产遥 因为微生物脂肪酶
种类多袁 具有比动植物脂肪酶更广泛的 pH值和温度
作用范围袁适合工业化生产袁所以微生物发酵法生产
成为得到脂肪酶的重要技术手段遥 目前报道的用于产
生脂肪酶的微生物主要有无根根霉 (Rhizopus arrhizus)[2]尧
扩展青霉 (Penicillium expansum)[3]尧 假丝酵母(Candida
rugosa)[4]尧假单孢菌(Pseudomonas sp.) [5]等袁其中从根霉
菌中已分离到 30多种脂肪酶袁 且有多种根霉脂肪酶
已被制成商品化酶制剂[6]遥 笔者从实验室保藏的菌种
中筛选到一株产脂肪酶能力较强的无根根霉菌株袁并
对其发酵产酶培养基组成条件进行了研究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种

根霉(Rhizopus arrhizus)为生物工程实验室保藏菌种遥
1.2 培养基

斜面培养基院NaNO3 2.0 g/l尧K2HPO4 1.0 g/l尧KCl
0.5 g/l尧MgSO4窑7H2O 0.5 g/l尧FeSO4窑7H2O 0.01 g/l尧 蔗糖
30 g/l尧琼脂 17.5 g/l袁pH值 6.5遥

初筛培养基院NaNO3 3.0 g/l尧K2HPO4 1.0 g/l尧KCl
0.5 g/l尧MgSO4窑7H2O 0.5 g/l尧FeSO4窑7H2O 0.01 g/l尧 蔗糖
30 g/l尧琼脂 15耀20 g/l尧橄榄油 30 g/l袁自然 pH值遥

种子培养基院谷氨酸钠 0.5 g/l尧KH2PO4 1.0 g/l尧KCl
0.1 g/l尧葡萄糖 10.0 g/l袁自然 pH值遥

初始发酵培养基院玉米浆 30.0 g/l尧尿素 6.0 g/l尧
K2HPO4 1.0 g/l尧KCl 0.5 g/l尧MgSO4 0.5 g/l尧 橄榄油
10.0 g/l袁自然 pH值遥
1.3 培养方法

1.3.1 初筛

采用稀释平板分离法进行初筛遥过程为院分别移取
不同稀释度的菌悬液涂于初筛培养基平板上袁 于 28 益恒
温培养箱中培养 48 h袁 根据透明圈直径和菌落直径比
值大小筛选菌株袁选透明圈直径大的菌株用于复筛遥
1.3.2 复筛

挑取斜面孢子接种到种子培养基中袁 于 28 益尧
160 r/min摇床培养 24 h袁再将种子液按 2%接种量接
种到发酵培养基中(250 ml三角瓶中发酵液装液量为
50 ml)袁经 28 益尧160 r/min发酵培养 72 h袁将发酵液离
心袁测定上清液的脂肪酶酶活袁确定高产菌株遥
1.4 分析方法

1.4.1 脂肪酶酶活测定与计算

采用橄榄油乳化法测定脂肪酶酶活[7]遥
1.4.1.1 酶活定义

以每分钟催化底物产生 1 滋mol游离脂肪酸所需

要的脂肪酶量定义为一个脂肪酶酶活单位(U)遥
1.4.1.2 酶活测定

在试管中加入 5 ml 橄榄油乳化液和 4 ml 缓冲
液袁于 40 益恒温水浴振荡器中预热 5 min袁然后加入
1 ml酶液袁 保温反应 10 min后立即加入 15 ml 95豫
乙醇终止反应袁再加入 15 ml水进行稀释袁用经标定
的 0.05 mol/l NaOH 溶液滴定水解产生的游离脂肪
酸袁用 pH电极指示滴定终点袁记录消耗的 NaOH 体
积遥 同时做空白实验袁即在预热后先加入 95豫乙醇终
止剂再加入酶液袁其它操作同测试液遥
1.4.1.3 酶活计算

酶活渊U/ml)= 冤 伊 遥
式中院 要要要滴定样液所消耗的 NaOH溶液体积渊ml冤曰

要要要滴定空白样所消耗的 NaOH 溶液体积
渊ml冤曰

要要要反应时间(min)曰
要要要酶液体积渊ml冤曰
要要要滴定用的 NaOH溶液的浓度渊mmol/l冤 遥

1.4.2 生物量测定

比浊法测定生物量[8]遥 将活化后的斜面菌株接入种
子培养基中袁于 28 益尧160 r/min摇床培养袁每隔一定时
间取样袁用 721型分光光度计在 600 nm下测其 OD值遥
2 结果与讨论

2.1 脂肪酶产生菌的筛选

2.1.1 菌种初筛

对实验室保藏的根霉菌进行稀释分离和平板筛

选袁共得到 52株菌株袁从中挑选得到透明圈直径与菌
落直径比值大的 9个菌落袁其菌落特征见表 1遥

表1 菌种初筛结果

MHL4.01
MHL4.02
MHL4.03
MHL4.04
MHL4.05
MHL4.06
MHL4.07
MHL4.08
MHL4.09

菌落直径
(cm)
1.80
1.95
2.30
2.45
1.85
2.05
2.50
2.10
2.00

透明圈直径
(cm)
2.40
2.70
3.20
3.15
2.60
2.75
3.65
2.90
2.75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白色

整洁
整洁
整洁
整洁
整洁
整洁
整洁
整洁
整洁

微隆起尧圆润
隆起尧圆润
隆起尧圆润
隆起尧圆润
隆起尧圆润
微隆起尧圆润
隆起尧圆润
隆起尧圆润
隆起尧圆润

序号 表面状况边沿颜色

由表 1可以看出袁筛选出的9个菌落均符合统一
筛选标准袁即菌落表面没有杂色袁菌落透明圈相对较
大袁透明圈边沿整洁袁菌落柔滑细腻尧边缘整洁遥 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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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菌株复筛结果

菌种
酶活(U/ml)

MHL4.01
3.03

MHL4.02
3.61

MHL4.03
5.93

MHL4.04
5.93

MHL4.05
3.64

MHL4.06
2.84

MHL4.07
8.25

MHL4.08
6.19

MHL4.09
5.16

由表 2 可知袁MHL4.07 菌的初始脂肪酶酶活最
高袁达到 8.25 U/ml曰MHL4.03菌和 MHL4.04菌具有相
同的酶活袁但都比 MHL4.07菌的产酶活力低遥 因此袁
确定 MHL4.07菌株为以后进行的摇瓶发酵培养基组
成研究的出发菌株遥

对比表 1和表 2发现袁菌落透明圈直径与菌落直
径比值大小与菌株产生脂肪酶能力之间的相关关系

不明显袁分析原因可能是院淤试验菌株数太少袁相关关
系没有反映出来曰于透明圈边缘不明显袁造成测量误
差遥故使用透明圈法初筛脂肪酶产生菌株的理论依据
需要进一步通过试验验证遥
2.1.3 生长曲线的绘制

将 MHL 4.07菌活化培养 24 h袁挑取两环袁接种于
种子培养基中袁于 28 益尧160 r/min摇床培养袁定时取
样测定其生物量渊OD600冤袁 结果如图 1所示遥

1.6
1.4
1.2
1.0
0.8
0.6
0.4
0.2

0
-0.2 20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培养时间渊h冤
图 1 生长曲线

由图 1 可见袁MHL4.07 菌的生长可分为 4 个阶
段院0耀42 h为生长延迟期曰42耀96 h为对数生长期曰96耀
120 h为生长稳定期曰120耀168 h为生长衰亡期遥 由于
在对数生长期袁细胞平衡生长袁菌体内各种成分均匀袁
整个群体的生理特性较一致袁细胞中的成分平衡发展
和生长速率恒定袁比较适宜作为代谢尧生理等研究的材
料[8]曰适宜的接种时间应选择在对数生长后期袁因此确
定 MHL4.07菌的种子培养时间为 84 h左右遥

2.2 发酵培养基组成研究

2.2.1 碳源种类对MHL4.07菌产脂肪酶的影响
表 3 碳源种类及添加量

序号
A
B
C
D
E
F
G

碳源(g/l)
玉米粉 20垣可溶性淀粉 10

葡萄糖 20
蔗糖 20

玉米浆 30垣橄榄油 10
玉米粉 35

可溶性淀粉 20
橄榄油 15

分别用表 3中的碳源代替初始发酵培养基中的
碳源袁 配制不同的发酵培养基遥 把培养 84 h 的
MHL4.07菌种按 2%接种量接种到新配制的发酵培养
基中袁在 28 益尧160 r/min培养 72 h袁测定发酵液的酶
活袁结果如图 2所示遥

A B C D E F G

10

8

6

4

2

0
碳源种类

图 2 碳源种类对产脂肪酶酶活的影响

由图 2 可以看出袁 以玉米浆 30 g/ l垣橄榄油
10 g/ l为复合碳源时袁 发酵产脂肪酶的酶活最高袁
达到 8.372 U/ml袁 其次为以葡萄糖 20 g/l 为碳源
的袁但两者的酶活相差很大袁说明菌株 MHL4.07 对
于不同碳源的利用率不同遥 试验确定玉米浆 30 g/l垣
橄榄油 10 g/l 为发酵培养基复合碳源遥

些菌落直径并不相同袁 透明圈的大小更是相差较大袁
初步估计这些菌株产生脂肪酶的能力有所不同遥
2.1.2 菌种复筛

对筛选出的 9株根霉菌株进行纯培养袁接种到种
子培养基中袁于 28 益尧160 r/min摇床培养 72 h袁测定
发酵液的酶活袁结果如表 2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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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碳源用量对 MHL4.07菌产脂肪酶的影响
2.2.2.1 玉米浆用量对产脂肪酶酶活的影响

橄榄油用量为 10 g/l袁改变玉米浆用量袁在 28 益尧
160 r/min摇瓶发酵培养 72 h袁 测定 MHL4.07菌发酵
液酶活袁结果如图 3所示遥

15 20 25 30 35 40 45

14
12
10

8
6
4
2

玉米浆用量(g/l)
图 3 玉米浆用量对产脂肪酶酶活的影响

由图 3 可以看出袁 在添加橄榄油的基础上 袁
MHL4.07菌产脂肪酶酶活随玉米浆用量的增加而增
大袁当玉米浆用量为 40 g/l 时袁发酵液中脂肪酶酶活
达到最大值袁为 12.80 U/ml遥 因此袁确定玉米浆的最佳
用量为 40 g/l遥
2.2.2.2 橄榄油用量对产脂肪酶酶活的影响

保持玉米浆用量 40 g/l不变袁 改变橄榄油的用量袁在
28 益尧160 r/min 发酶培养 72 h袁 探索橄榄油用量对
MHL4.07菌发酵产脂肪酶酶活的影响袁结果如图 4所示遥

圆圆
圆园
员愿
员远
员源
员圆
员园
愿
远
源

圆 源 远 愿 员园 员圆 员源 员远 员愿
橄榄油用量渊g/l冤

图 4 橄榄油用量对产脂肪酶酶活的影响

由图 4可知袁 随着橄榄油用量的增加袁MHL4.07
菌发酵液的酶活逐渐增大, 当橄榄油用量增加到 10 g/l

时袁MHL4.07菌产脂肪酶酶活有一个明显跳跃曰 在橄
榄油用量为 12.5 g/l时袁MHL4.07菌产脂肪酶酶活最
大袁为 21.37 U/ml曰而后随着橄榄油用量的增加酶活稍
有下降袁但是下降趋势并不明显袁即橄榄油用量对脂
肪酶酶活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遥 因此袁确定橄榄油的
最佳用量为 12.5 g/l遥
2.2.3 氮源种类对 MHL4.07菌产脂肪酶的影响

表 4 氮源种类与添加量

序号
A
B
C
D
E
F
G
H
I
J
K

氮源(g/l)
黄豆粉 50

黄豆粉 30垣(NH4)2SO4 20
尿素 30

酵母膏 30垣(NH4)2SO4 20
蛋白胨 30垣(NH4)2SO4 20

豆饼粉 50
(NH4)2SO4 40

NH4Cl 40
黄豆粉 30垣NH4Cl 20
豆饼粉 30垣NH4Cl 20
豆饼粉 30垣(NH4)2SO4 20

以橄榄油 12.5 g/l垣玉米浆 40 g/l为碳源袁 按表 4
所示的氮源代替原始发酵培养基中的氮源袁在 28 益尧
160 r/min发酵培养 72 h袁 测定 MHL4.07菌发酵液酶
活袁结果如图 5所示遥

35
30
25
20
15
10

5
0 A B C D E F G H I J k

氮源种类

图 5 氮源种类对产脂肪酶酶活的影响

由图 5可知袁一般情况下复合氮源的酶活比单一
氮源的酶活高袁最佳氮源为豆饼粉 30 g/l垣NH4Cl 20 g/l遥
2.2.4 氮源用量对 MHL4.07菌产脂肪酶的影响
2.2.4.1 豆饼粉用量对 MHL4.07 菌产脂肪酶酶活的
影响

保持 NH4Cl用量 20 g/l不变袁 改变豆饼粉用量袁
在 28 益尧160 r/min发酶培养 72 h袁测定豆饼粉用量对
产脂肪酶酶活的影响袁结果如图 6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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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豆饼粉用量对产脂肪酶酶活的影响

由图 6可以看出袁随着豆饼粉用量的增加袁发酵
液酶活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袁 在豆饼粉用量为 20 g/l
时袁发酵液酶活最大袁为 41.26 U/ml遥 由此分析袁豆饼
粉用量达到提供足够氮源的最大量时袁再增加其用量
则对酶的产生有一定抑制作用袁故确定豆饼粉最佳用
量为 20 g/l遥
2.2.4.2 NH4Cl用量对产脂肪酶酶活的影响

保持豆饼粉用量 20 g/l不变袁改变 NH4Cl用量袁在
28 益尧160 r/min发酵培养 72 h袁 测定 NH4Cl 用量对
MHL4.07菌发酵产脂肪酶酶活的影响袁结果如图 7所示遥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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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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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NH4Cl用量渊g/l冤

图 7 NH4Cl用量对产脂肪酶酶活的影响
由图 7 可以看出院 随着 NH4Cl 添加量的增加袁

MHL4.07菌发酵产脂肪酶酶活也呈现先升后降的趋
势袁NH4Cl用量为 20 g/l时袁 发酵液的脂肪酶酶活最
高袁达 41.91 U/ml遥 因此袁确定最佳 NH4Cl用量为 20 g/l遥
3 结论

通过对实验室保藏菌株的筛选袁得到一株产脂肪酶
活力较高的根霉 MHL4.07菌袁其初始酶活为 8.25 U/ml曰
通过对 MHL4.07菌生长曲线测定袁 得到最佳种子培
养时间为 84 h遥 通过对 MHL4.07菌摇瓶发酵产酶培

养基组成的研究袁 得到最佳发酵培养基组成为渊g/l冤院
玉米浆 40.0尧 橄榄油 12.5尧 豆饼粉 20.0尧NH4Cl 20.0尧
MgSO4窑7H2O 0.5尧K2HPO4 1.0尧KCl 0.5遥 用最佳发酵培
养基(250 ml三角瓶中装液量为 50 ml)接种量为 2%袁
28 益尧160 r/min摇床培养 72 h袁MHL4.07菌最大产酶
活力达 41.91 U/ml袁比初始菌株的酶活提高了 408豫遥

该研究结果对根霉菌发酵生产脂肪酶提供了高

产脂肪菌株袁 也为进一步探索培养条件对 MHL4.07
菌发酵产脂肪酶的影响奠定了基础袁对于微生物生产
脂肪酶的实验研究有一定指导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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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珍 王卫国

摘 要 选用胰蛋白酶水解谷朊粉，用甲醛滴定法测定其水解度。在对温度、时间、pH值、底物浓
度（固液比）和酶浓度(酶与底物的比值) 等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做 4因素 3水平正交试验。试验结果
表明：胰蛋白酶水解谷朊粉的最佳条件为温度 40 益、时间 4 h、pH值 8.5、底物浓度（固液比）1.5%、酶
浓度 8豫(酶与底物的比值)，得到的水解度为 15.34豫。

关键词 谷朊粉；胰蛋白酶；水解

中图分类号 Q946.5

刘珍，河南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院，450052，河南郑州。
王卫国（通讯作者），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6-08-08
绎 河南省 2004年科技公关项目，编号 0424030026

因谷朊粉销路不好而限制了企业的生产和经济

效益袁也直接导致小麦利用程度降低袁生产谷朊粉水
解蛋白饲料可为这些企业提供谷朊粉利用的新技术

和新市场遥 谷朊粉又称小麦面筋蛋白袁是将小麦面粉
中的蛋白质分离尧提取并烘干而制成的一种粉末状产
品袁主要由麦溶蛋白和麦谷蛋白组成遥 谷朊粉一个显
著的特点就是含有较多的谷氨酸(多以酰胺形式存在袁
约 1/3)和脯氨酸(约 1/7)袁谷氨酰胺具有重要的生理活
性功能遥 国外的最新研究表明袁用酶解等生化处理谷
朊粉制得水解蛋白饲料对仔猪有很高的消化率袁无抗
营养因子袁可促进仔猪肠道绒毛的发育袁获得较高的
饲料转化效率袁 可替代昂贵的喷雾干燥血浆蛋白
(2.5%耀8%)遥 国内有关酶解脱脂大豆尧 棉粕的研究较
多,而酶解谷朊粉方面的报道较少遥 本文研究用胰蛋
白酶来水解谷朊粉生产小肽液的最佳工艺条件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谷朊粉购自河南莲花味精集团袁 粗蛋白含量
80.3豫曰胰蛋白酶购自宝信生物有限公司遥
1.2 试验试剂与设备

SHZ-82XIN型水浴恒温振荡器袁江苏太仓医疗器
械厂曰PHS-25型酸度计袁上海伟业仪器厂遥
1.3 酶活力的测定

采取蛋白酶活的典型测定方法要要要Folin-酚试剂法遥
1.4 水解度测定方法

淤甲醛滴定法测水解液中氨态氮曰于水解度计算
公式按赵新准等 叶大豆蛋白水解物水解度的测定研

究曳方法进行遥
1.5 酶解法试验步骤

取一定量的谷朊粉溶于 100 ml 的缓冲溶液中袁
在适宜的温度下袁加热 10 min袁冷却至酶的最适温度
下保温 10 min曰加酶袁在恒温震荡器上震荡一定时间袁
然后在沸水中放置 10 min灭活酶遥 灭活后移取 50ml
水解液于离心管离心 10 min渊3 000 r/min袁冤袁取上清
液进行指标的测定遥
2 结果与讨论

2.1 谷朊粉在不同 pH值下的溶解度
100
80
60
40
20

2 4 6 8 10 12 13970
pH值

图 1 pH值与谷朊粉溶解度的关系
从图 1可以看出袁 谷朊粉在 pH值 4耀8时溶解度

最小袁而 pH值小于 4或 pH值大于 8时有加速谷朊粉
溶解的作用遥 小麦蛋白是一种络合蛋白袁没有明显的
等电点遥 麦谷蛋白不溶于水袁麦醇溶蛋白在 pH值 6耀9
时溶解度最低袁而酸或碱能加速醇溶蛋白的溶解遥
2.2 酶活的测定

测得试验所用的胰蛋白酶酶活为 4.0伊103 U/g遥
2.3 样品前处理

小麦蛋白含有麦醇溶蛋白尧麦谷蛋白及麦清蛋白
等组分遥 麦谷蛋白除了分子内二硫键外袁有许多亚基
通过分子间二硫键形成纤维网状大分子结构遥这种网
状结构使大部分亚基很难与酶充分接触遥 另外袁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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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三维结构的除了肽键和二硫键外还有氢键尧疏
水键和范德华力这些次级键的作用袁它们单独存在作
用比较弱袁但各种次级键加起来袁就足以维持蛋白质
空间结构的强大作用力遥 因此袁第一个肽键的断裂就
成了酶水解的限速步骤袁适当的预处理能使部分基团
暴露袁取消限速步骤袁使酶解加速进行遥本试验用热处
理方法对谷朊粉进行预处理遥预处理温度和时间对水
解度的影响见图 2尧图 3遥 预热 10 min时水解度最高袁
以后随时间延长水解度逐渐下降曰 在 68 益时水解度
最高袁以后随着温度升高水解度急剧下降遥

0 10 20 30

8.2
8

7.8
7.6
7.4
7.2

7
6.8
6.6

预处理时间渊min冤
图 2 底物预处理时间和水解度的关系

45 65 85 105

8
7.5

7
6.5

6
5.5

5
4.5

4
3.5

3
预处理温度渊益冤

图 3 底物预处理温度和水解度的关系

2.4 影响胰蛋白酶水解谷朊粉因素

2.4.1 pH值对胰蛋白酶水解度影响
在底物浓度为 1.5%尧酶浓度为 5%尧温度为 40 益尧

反应时间为 3 h的条件下袁 考查不同 pH值对胰蛋白

酶水解度的影响(见图 4)遥由图 4可知袁pH值在 8.5前
水解度迅速上升袁pH 值为 8.5 左右时水解度最高
5.88%袁以后开始下降遥

7 7.5 8 10

6

5.5

5

4.5

4 8.5 9 9.5
pH值

图 4 pH值对水解度的影响

2.4.2 温度对胰蛋白酶水解度的影响

在 pH值为 8.5尧底物浓度为 1.5%尧酶浓度为 5%尧
反应时间为 3 h的条件下袁考查不同温度对胰蛋白酶
水解度的影响渊见图 5冤遥 由图 5可知袁温度在 40 益之
前袁 水解度迅速上升袁 温度 40 益时水解度最高袁为
7.15%袁以后水解度迅速下降遥

7.5
7

6.5
6

5.5
530 6040 50

温度渊益冤
图 5 温度对水解度的影响

2.4.3底物浓度对胰蛋白酶水解度的影响
在 pH值为 8.5尧酶浓度为 5%尧温度为 40 益尧反应

时间为 3 h的条件下袁考查底物浓度对水解度的影响
(见图 6)遥从图 6可知袁在底物浓度为 0.5%时水解度较
高(4.65%)曰底物浓度在 0.5%耀1%之间水解度快速下
降曰底物浓度为 1%耀1.5豫时又缓慢增高曰大于 1.5豫后
水解度开始缓慢降低遥

酶 工 程 刘珍等：谷朊粉的胰蛋白酶水解工艺研究

19



变异来源
A渊底物浓度冤
B渊温度冤
C渊pH值冤
D渊时间冤
误差

平方和
7.442 6
13.790 6
30.158 2
1.594 8
1.594 8

自由度
2
2
2
2
2

均方
3.59
6.31
14.50
0.76
0.76

F值
4.72
8.30
19.08

1
1

表值 F
F0.95(2,2)越19.00
F0.99(2,2)=91.01

编号
9
10
11

显著水平

*

表 3 胰蛋白酶水解正交试验方差分析

5
4.5

4
3.5

3
2.5

2
1.5

1 0 31 2
底物浓度渊%冤

图 6 底物浓度对水解度的影响

2.4.4 胰蛋白酶反应时间对水解度的影响(见图 7)
12
11
10
9
8
7
6
5
4 1 73 5

时间渊h冤
图 7 酶解时间对水解度的影响

由图 7可知袁当 pH 值为 8.5尧底物浓度为 1.5%尧
温度为 40 益尧酶浓度为 5%时袁随着反应的进行袁水解
度迅速提高袁反应 4 h 时袁水解度增加变缓袁反应 5 h
时水解度最高袁为 10.57%遥
2.4.5 酶浓度对水解度的影响(见图 8)

由图 8可知袁当 pH 值为 8.5尧底物浓度为 1.5%尧
温度为 40 益尧反应时间为 3 h的条件下袁随着酶浓度
的提高袁水解度不断增加袁酶浓度 10%时水解度最高,
为 8.25%遥

9
8
7
6
5
4
3
2 0 155 10

酶浓度渊%冤
图 8 胰蛋白酶酶浓度对水解度的影响

2.5 胰蛋白酶水解小麦蛋白正交试验

根据单因素试验结果袁选取影响胰蛋白酶水解的
4个因素袁 每个因素设 3个水平做 4因素 3水平正交
试验袁试验结果见表 1尧表 2尧表 3遥

表 1 胰蛋白酶水解的因素水平

1
2
3

A
底物浓度渊%冤

1.0
1.5
2.0

B
T渊益冤

35
40
45

C
pH值
8
8.5
9

D
t渊h冤

3
4
5

项目

表 2 胰蛋白酶水解的正交试验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玉
域
芋

A
1
1
1
2
2
2
3
3
3

29.99
29.85
23.67

B
1
2
3
3
1
2
2
3
1

22.90
32.34
31.21

C
1
2
3
2
3
1
3
1
2

23.70
36.63
23.48

D
1
2
3
1
2
3
1
2
3

26.51
31.59
28.28

水解度渊%冤
6.5

13.68
9.55
12.44
6.99
8.95
6.76
8.04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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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正交反应趋势分析袁4因素对水解度影响的
大小顺序是院pH值>温度>底物浓度>时间袁 其中袁pH
值影响显著,最佳试验方案应选 A2B2C2D2(其中选择 A2
的原因是 A1和 A2对结果的影响不显著袁但提高底物
浓度可提高生产效率)袁 用 A2B2C2D2最佳方案作试验
得到的水解度为 15.34豫遥
3 结论

由单因素试验袁设计 4因素 3水平正交试验袁试验
结果表明袁4因素对水解度影响的大小顺序是 pH值>
温度>底物浓度>时间袁 胰蛋白酶酶解最佳工艺条件院
酶浓度为 8%尧底物浓度为 1.5%尧pH 值为 8.5尧温度
40 益尧时间 4 h袁得到的水解度 15.34豫遥

（编辑：孙崎峰，sqf0452@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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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江，浙江万里学院生物与环境学院，315100，浙江宁
波钱湖南路 8号。

魏红福，西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

收稿日期：2006-08-17

茁 - 葡 萄 糖 苷 酶 的 研 究
王志江 魏红福

1837 年袁Liebig 和 Wohler 首次在苦杏仁汁中发
现了 茁-葡萄糖苷酶遥 茁-葡萄糖苷酶(EC 3.2.1.21)的英
文名是 茁-glucosidase袁属于水解酶类袁又称 茁-D-葡萄
糖苷水解酶袁别名龙胆二糖酶尧纤维二糖酶和苦杏仁
苷酶遥 它可催化水解结合于末端非还原性的 茁-D-糖
苷键袁同时释放出配基与葡萄糖体遥

茁-葡萄糖苷酶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袁它可以来源
于植物尧微生物袁也可来源于动物遥茁-葡萄糖苷酶的植
物来源有人参尧大豆等曰微生物来源的报道较多袁如原
核微生物来源的有脑膜脓毒性黄杆菌(Flavobacterium
meningosepticum)尧约氏黄杆菌(Flavobacterium johnson鄄
ae)等袁真核生物来源的有清酒酵母(Candida peltata)尧
黄孢原毛平革菌渊Phanerochaete chrysosporium冤等曰茁-
葡萄糖苷酶的动物来源有蜜蜂尧 猪肝和猪小肠等遥 鉴
于 茁-葡萄糖苷酶的研究广泛袁 本文对其一些研究进
展进行讨论遥
1 茁-葡萄糖苷酶的分类

茁-葡萄糖苷酶按其底物特异性可以分为 3类院第
一类是能水解烃基-茁-葡萄糖苷或芳香基-茁-葡萄糖
苷的酶袁 此类 茁-葡萄糖苷酶能水解的底物有纤维二
糖尧对硝基苯-茁-D-葡萄糖苷等曰第二类是只能水解烃
基-茁-葡萄糖苷的酶袁 这类 茁-葡萄糖苷酶能水解纤维
二糖等曰第三类是只能水解芳香基-茁-葡萄糖苷的酶袁
这类酶能水解对硝基苯-茁-D-葡萄糖苷等类似物遥
2 茁-葡萄糖苷酶的提取尧纯化及酶活测定方法
2.1 茁-葡萄糖苷酶的提取方法

不同来源的 茁-葡萄糖苷酶袁 其提取方法也有所
不同遥动植物体及大型真菌中的糖苷酶一般需要对酶
源进行组织捣碎袁然后用缓冲液浸提遥 常用的缓冲液
有磷酸盐缓冲液尧醋酸盐缓冲液尧柠檬酸盐缓冲液等遥
pH值一般选用酶的稳定 pH值曰 提取温度适于低温袁
一般为 4 益遥 利用微生物发酵法生产 茁-葡萄糖苷酶

是 茁-葡萄糖苷酶的另一来源袁 一般微生物发酵都采
用液态发酵遥对于胞外酶来讲袁发酵液即为粗酶液曰对
于胞内酶袁则需对微生物进行细胞破碎袁使其释放出
茁-葡萄糖苷酶遥
2.2 茁-葡萄糖苷酶的纯化方法

粗提的 茁-葡萄糖苷酶可采用硫酸铵沉淀或用乙
醇尧丙酮等有机溶剂沉淀等方法初步分离遥 茁-葡萄糖
苷酶的进一步纯化袁往往是根据具体情况袁采用多种
方法逐步分离遥 目前分离 茁-葡萄糖苷酶的方法较多袁
其中离子交换柱层析和凝胶过滤柱层析两种手段结

合使用最为普遍袁多数是先离子交换柱层析袁后用凝
胶过滤柱层析遥离子交换柱层析方法中常用的是阴离
子交换层析袁如 DEAE阴离子交换层析曰同时袁阳离子
交换层析法也有一定的使用遥 除上述两种分离方法
外袁也有其它层析方法用于分离 茁-葡萄糖苷酶袁如使
用疏水层析法和羟基磷灰石层析法等遥 此外袁也有人
采用双水相萃取和亲和层析的方法来分离 茁-葡萄糖
苷酶袁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遥
2.3 茁-葡萄糖苷酶活性测定方法

茁-葡萄糖苷酶的活性测定方法很多袁常见反应底
物有对硝基苯-茁-D-葡萄糖苷(pNPG)尧纤维二糖尧水
杨苷等遥 由于酶与 pNPG作用产生的对硝基苯可用分
光光度法在 400 nm处测定袁 方法简单尧反应快速尧反
应活性大袁所以大多数实验采用 pNPG作为底物的分
光光度法测定酶活性遥由于测定葡萄糖含量的方法很
多袁也有人通过测定葡萄糖含量来确定酶活力遥 孙迎
庆等用多种方法测 茁-葡萄糖苷酶活性袁 如以二糖或
寡糖为底物袁 用葡萄糖氧化酶-过氧化物酶测定产生
的葡萄糖量的方法来确定 茁-葡萄糖苷酶活性曰 用水
杨苷为底物袁将水杨苷裂解为水杨醇和葡萄糖袁然后
将酶解产物中的水杨醇用 4-氨基安替吡啉作显色剂
显色袁用分光光度法在 515 nm下比色测定 茁-葡萄糖
苷酶活性遥
3 茁-葡萄糖苷酶的酶学性质

不同来源的 茁-葡萄糖苷酶在氨基酸序列尧 分子
量尧比活力尧等电点尧最适反应 pH值尧pH值稳定性范
围尧 最适反应温度和热稳定性范围上均有很大差别
渊见表 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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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茁-葡萄糖苷酶的分子量大小
茁-葡萄糖苷酶由于其来源不同袁它们的相对分子

量也可能不同袁 而且它们的结构和组成也有很大差
异遥 茁-葡萄糖苷酶的相对分子量范围一般在 40耀
250 kDa 之间袁而其结构可能是由单亚基尧双亚基或
多亚基构成遥 此外袁有的菌株本身含有胞内和胞外 茁-
葡萄糖苷酶袁因此袁有时来源于同一菌株的 茁-葡萄糖
苷酶是两种不同分子量酶的混和物袁甚至是多种不同
分子量酶的混合物遥
3.2 茁-葡萄糖苷酶最适 pH值及 pI值

目前很多的研究结果表明袁茁-葡萄糖苷酶为酸性
蛋白酶袁 其最适反应 pH值一般在 3.0耀7.0范围内袁其
中许多酵母尧 细菌的胞内 茁-葡萄糖苷酶的最适反应
pH值接近 6.0左右曰一般 茁-葡萄糖苷酶的 pH值稳定
性范围较广袁在 pH值 3.0耀10.0范围内袁糖苷酶的稳定
性较好遥对大部分 茁-葡萄糖苷酶而言袁它们的 pI值都
在酸性范围袁并且变化不大袁一般在 3.5耀5.5之间遥 如
来源蜜蜂的 茁-葡萄糖苷酶袁其 pI值接近 4.5耀4.8遥
3.3 茁-葡萄糖苷酶的最适反应温度和热稳定性

茁-葡萄糖苷酶的最适反应温度为 40耀110 益遥 一
般来说袁 来自古细菌的 茁-葡萄糖苷酶其热稳定性和
最适反应温度要高于普通微生物或动物来源的 茁-葡
萄糖苷酶遥
3.4 茁-葡萄糖苷酶底物特异性

大多数的 茁-葡萄糖苷酶对底物的糖基部分结构
的专一性较差袁能裂解 C-O糖苷键尧C-S键尧C-N键尧
C-F键等曰茁-葡萄糖苷酶对底物糖基部分的 C4和 C2
构形也不专一袁能同时水解 茁-葡萄糖苷键和 茁-半乳
糖苷键袁 有些甚至 C6位的专一性也不高袁 能水解木
糖遥 在很多底物中袁茁-葡萄糖苷酶对纤维二糖和人工
合成的底物对硝基苯-茁-D-葡萄糖苷 (pNPG) 表现出
较高的酶活性遥 此外袁也有一些 茁-葡萄糖苷酶对底物
表现出很强的专一性遥 Franck E. Dayan 等 (2003)从
Podophyllum peltatum的叶子中提取的 茁-葡萄糖苷酶

对足叶草毒素-茁-D-葡萄糖苷渊podophyllotoxin-4-O-
茁-D-glucopyranoside冤有很高的专一性袁对烃基-茁-葡
萄糖苷渊如寡糖尧纤维二糖尧纤维三糖等冤的水解作用
较小袁对芳香基-茁-葡萄糖苷根本没有水解作用遥
3.5 金属离子及化合物对 茁-葡萄糖苷酶的影响

许多 茁-葡萄糖苷酶的酶学性质研究都表明袁葡
萄糖是 茁-葡萄糖苷酶的典型抑制剂遥 Hg2+尧Cu2+和 Ag+

对大部分酶抑制作用较明显袁SDS(十二烷基磺酸钠)及
脲对酶也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遥但 Mn2+和 Co2+对该
酶有明显的激活作用遥
4 茁-葡萄糖苷酶的结构及催化机理
4.1 茁-葡萄糖苷酶的结构

按糖苷酶的氨基酸序列分袁 大多数 茁-葡萄糖苷
酶属于糖苷酶族 1袁 糖苷酶族 1有明显的桶状结构遥
但是袁也有一些 茁-葡萄糖苷酶属于糖苷酶族 4袁属于
糖苷酶族 4的 茁-葡萄糖苷酶往往要求在催化过程中
有脱氢酶和辅助因子参与袁 有文献报道袁6-磷酸-茁-
D-葡萄糖苷酶在催化过程中需要 Mn2+和辅酶 NAD+

的参与遥
4.2 茁-葡萄糖苷酶的活性中心结构

有研究表明袁茁-葡萄糖苷酶中起催化作用的残基
是两个谷氨酸残基遥 采用定点突变的方法证明袁靠近
N-端的谷氨酸是酸碱基团袁另外一个是亲核基团遥
4.3 茁-葡萄糖苷酶的催化机理

对分别来自 Agrobacterium 和 Pyrococcus furiosus
的 茁-葡萄糖苷酶进行研究发现袁两种来源的 茁-葡萄
糖苷酶在催化反应时是按同一种反应机制进行的袁即
在催化水解糖苷键反应时都遵循双取代反应机制

渊Double Displacement Mechanism冤遥 其反应方程式如下院
E垣S ES E原S EPK3K2K1

K1

在催化反应中袁需要两个重要的氨基酸残基作为
质子供体渊Proton donor冤和亲核基团渊Nucleophile冤遥 水
解反应的基本过程可以分为 3步院第一步是酶与底物

表 1 不同来源的 茁-葡萄糖苷酶的性质
茁-葡萄糖苷酶来源
thermo-tolerant yeast
根霉
Vanilla Bean
Scytalidum thermophilum
Penicillium decumbens
蜜蜂

同工酶
2
1
1
1
2

最适 pH值
6.0
-

5.0
6.5
6.5
7.0
原

5.0

分子量(kDa)
186
340
95
201
40
56

460
72

亚基数目及分子量(kDa)
原
原
-

4伊50
原

2伊28
4伊115

-

pI值
-
-
-
-

6.5
-
原

4.5~4.8

最适温度(益冤
50
原
原
40
60

65~75
-
-

注:野-冶表示没有查到相应内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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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吻 (Leiocassis longirostris)又名江团尧肥坨尧
鱼袁是鲶形目 科 属中个体最大的经济鱼类袁一般
个体重 1.3耀3 kg袁最大个体重可达 13 kg遥 长吻 是我

国江河中的重要鱼类袁因其肉嫩味美袁又无细刺和体
鳞袁被视为淡水鱼中的珍品袁其在养殖上的成功成为

水产品的又一个名优品种遥
甜菜碱作为水产饲料的诱食剂已得到饲养业的

普通认同和应用袁对促进鱼类健康尧提高生长率有积
极作用遥 本试验在长吻 日粮中添加甜菜碱袁研究其
对长吻 主要消化器官蛋白酶的影响袁为在长吻 饲

料中应用甜菜碱提供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鱼

试验用鱼来源于学校实习渔场遥 体质健壮尧体表
杨加琼，眉山职业技术学院，620010，四川眉山。
黄军，西南大学。

收稿日期：2006-09-25

键合形成米氏复合物 ES曰 第二步是酶的亲核基团在
酸碱催化渊提供一个质子冤帮助下袁去攻击底物的糖苷
键 O原子袁形成共价的糖基酶中间体 E-S袁在这个过
程中袁茁-葡萄糖苷酶的活性中心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
底物而相应发生一定程度的结构变化袁 使 茁-葡萄糖
苷酶可以和多种糖类底物结合袁 这一步决定了 茁-葡
萄糖苷酶具有的底物专一性曰第三步是酶底物过渡态
的水解袁 酸或碱基团催化一个水分子攻击中间体 E-
S袁与之反应袁以切断糖苷键袁释放 茁-糖基产物袁并使
酶恢复其初始的质子化态遥

以上三步反应基本上可以解释 茁-葡萄糖苷酶的
催化机理遥 但是不同族的 茁-葡萄糖苷酶在反应机理
上又稍微有所不同袁如糖苷酶族 4袁该族糖苷酶的催
化反应过程需要二价金属离子和 NAD+的参与袁 脱氢
酶 NAD(H)和底物通过与 Mn2+的共价结合袁三者形成
野V冶字形遥底物在脱氢酶的作用下变成酮式结构袁接着
在酸催化和碱催化的作用下袁酶与底物形成中间过渡
态遥 最后由水分子攻击糖基酶中间体中糖基上的双

键袁同时底物酮式结构消失袁茁-糖基产物得到释放袁此
外 NAD+得到再生遥
5 应用及展望

目前对 茁-葡萄糖苷酶的理化性质研究得比较透
彻袁但是对它的应用开发研究力度还是不够遥 在饲料
工业上袁茁-葡萄糖苷酶通过破解富含纤维的细胞壁袁
使其包含的蛋白质尧淀粉等营养物质释放出来并加以
利用袁同时又可将纤维降解为可被畜禽机体消化吸收
的还原糖袁从而提高饲料利用率遥 此外袁在食品开发
上袁其作为特殊的风味酶已得到应用袁如李平等将黑
曲霉 茁-葡萄糖苷酶应用在果汁尧 茶汁尧 果酒等制备
上袁能起到较好的增香效果遥

今后对 茁-葡萄糖苷酶的主要研究应放在其应用
开发方面袁而不是去寻找新的尧更广泛的来源袁加大其
在食品保健品尧饲料尧医药行业的开发袁以实现其酶制
剂的价值遥

（参考文献 34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高 雁，snowyan78@tom.com）

甜菜碱对长吻 主要消化器官蛋白酶的影响
杨加琼 黄 军

摘 要 利用单因子试验设计的原理，将平均体长(6依0.5) cm、平均体重 50 g/尾的长吻 鱼种 300
尾随机分为 5个组，1个对照组，4个试验组，试验组在基础配方相同的饲料中分别添加 0.1%、0.3%、
0.5%、0.7%的甜菜碱进行养殖对比试验，测定长吻 肠道、肝胰脏中蛋白酶活性的变化，并与对照组进

行对比。试验结果表明，饲料中添加甜菜碱能提高长吻 肠道、肝胰脏中蛋白酶活性，肠道中蛋白酶活

性以 0.5%的添加量最为明显，添加量为 0.3%和 0.7%的次之,0.1%的添加量效果最差；肝胰脏蛋白酶活
性以 0.7%的添加量最为明显，添加 0.3%和 0.5%的次之,0.1%的添加量效果最差。

关键词 甜菜碱；长吻 ；蛋白酶

中图分类号 Q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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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甜菜碱的添加量(%)
蛋白酶活性

对照组
0

279.215 7
试验 1组

0.1
679.441 3

试验 2组
0.3

961.568 5
试验 3组

0.5
1 110.588

试验 4组
0.7

585.098 1

表 2 长吻 肠道蛋白酶活性

光滑无伤袁大小基本一致袁平均体长 6耀7 cm尧平均体
重 50 g/尾的长吻 袁共 300尾遥
1.2 分组情况

将 300尾长吻 随机分为 5个组袁1个对照组和 4
个试验组袁每组两个重复袁每个重复 30 尾袁养殖于
100 cm伊48 cm伊50 cm水族箱内袁 每个水族箱配有充
氧泵袁24 h充氧遥
1.3 饲养管理和试验基础日粮

试验用水为经充分曝气的自来水袁每个水族箱中
配置一个 20 l/min的过滤器和增氧泵遥 试验期间水温
控制在 (23依2) 益袁 溶氧含量大于 4.5 mg/l袁pH值 7.2耀
7.4遥每天排污袁换水 1/3后投喂饲料遥先将试验鱼暂养
1周袁待鱼全部适应环境尧正常摄食后开始试验遥 每天
上午 8点尧下午 7点各投饲 1 次袁投饲量以试验鱼体
体重的 10%为准遥 试验 30 d后测定各组试验鱼的生
长指数遥 基础饲料采用自配饲料袁其配方见表 1遥

表 1 长吻 基础饲料配方（%）
原料
含量

面粉
20
鱼粉

45
豆粕

15
菜饼
14.5

酶制剂
1

预混料
3

磷酸二氢钙
1

粘合剂
0.5

注院饲料中粗蛋白 41.51%尧粗纤维 4.37%尧粗脂肪 2.74%渊预混料中
不含甜菜碱冤遥

1.4 酶样的制备

1.4.1 样本处理

试验结束后袁统计每组鱼的数量袁测量体长尧体重
等生长指标袁再与试验前的各项指标进行比较袁得出
日粮中添加不同浓度的甜菜碱对长吻 生长的影响遥
1.4.2 酶液制备

试验结束后将长吻 停食 1 d袁 每组随机取鲜活
试验鱼 8尾袁捣毁大脑处死袁置冰盘内迅速解剖取出

前尧中尧后肠和肝胰脏袁剔除脏器上的结缔组织和脂
肪袁剪开各脏器袁清除其中的内容物袁用冷却去离子水
渊4 益尧pH值 7.0冤冲洗干净袁并用吸水纸吸干水分后称
重遥 然后按样品重量的 40倍分次加入 pH值 7.0的冷
却去离子水袁捣匀后迅速放入玻璃匀浆器内在低温下
制成组织匀浆液遥 在 4 益下用上海安亭仪器科学有限公
司生产的 GL-20G冷冻离心机离心 30 min渊5 000 r/min)袁
获得组织匀浆上清液要要要粗酶提取液袁 置于-4 益条
件下保存袁并于 24 h内分析完毕遥
1.5 蛋白酶活性的测定

蛋白酶活性测定参照 叶生化技术导论曳 中 Lawry
等的福林酚试剂法遥采用 722型分光光度计在波长为
680 nm条件下测定其光密度值袁 以每分钟水解酪蛋
白产生 l 滋g酪氨酸定为一个活性单位遥
2 试验结果

由图 1尧表 2尧表 3可见袁在饲料中添加不同浓度
的甜菜碱均能提高长吻 主要消化器官的蛋白酶活

性袁且添加 0.5%甜菜碱组肠道的蛋白酶活性最高袁添
加 0.7%甜菜碱组肝胰脏蛋白酶活性最高遥

对照组 试验 1组 试验 2组 试验 3组 试验 4组

2 000
1 500
1 000

500
0

肠道蛋白酶活性

肝胰脏蛋白酶活性

组别

图 1 长吻 肠道和肝胰脏的蛋白酶活性

组别
甜菜碱的添加量渊%冤
蛋白酶活性

对照组
0

467.450 9
试验 1组

0.1
676.078 4

试验 2组
0.3

789.019 7
试验 3组

0.5
1 385.098

试验 4组
0.7

1 651.765

表 3 长吻 肝胰脏蛋白酶活性

水 产 养 殖杨加琼等：甜菜碱对长吻 主要消化器官蛋白酶的影响

3 分析和讨论

3.1 长吻 肠道中蛋白酶的活性

通过方差分析及表 2尧图 1可以得出袁长吻 饲料

中添加 0.1%耀0.7%的甜菜碱可以使长吻 肠道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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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酶活性增强袁其中以 0.5%的添加量最为明显袁与对
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渊P约0.01冤曰添加 0.1%和 0.3%的
次之袁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曰0.7%的添加
量效果最差袁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不显著渊P跃0.05冤遥

根据 Clayton Gill[1]的报道袁对鲑尧鳟鱼类而言袁甜
菜碱的最佳添加量是 1.5豫遥 但据 ClarkeW C的报道袁
对 1龄大鳞大麻哈鱼而言袁饲料中添加甜菜碱的量为
1豫遥 在淡水中饲喂添加甜菜碱的饲料对大鳞大麻哈
鱼的生长尧死亡的情况没有显著的影响袁在海水中投
喂含甜菜碱的饲料对该鱼的生长有显著的提高作用遥
3.2 长吻 肝胰脏中蛋白酶的活性

试验表明袁 在长吻 饲料中添加适量的甜菜碱袁
诱使其肝胰脏中蛋白酶分泌袁 以提高饲料的消化吸
收效率遥 由表 3尧图 1及方差分析可以得出袁长吻 饲

料中添加 0.1%耀0.7%的甜菜碱可以使肝胰脏蛋白酶
活性增强袁其中以 0.7%的添加量最为明显袁它与对照
组之间的差异极显著渊P约0.01冤曰添加 0.3%和 0.5%的
次之,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 渊P约0.05冤曰0.1%的添加
量效果最差袁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渊P跃0.05冤遥

长吻 蛋白酶主要是肝胰脏分泌的无活性胰蛋

白酶原袁在进入肠道后袁被肠激酶或已有活性的胰蛋
白酶所激活[2]而发挥其功能遥 长吻 肠壁虽无分泌蛋

白酶的能力袁但对肝胰脏分泌的蛋白酶有较强的吸附
作用[2]袁随着肠道的蠕动袁蛋白酶随食物向后肠移动袁
速度逐渐减慢袁食糜与肠壁接触的时间增长袁因此袁愈
往后袁肠壁所吸附的蛋白酶愈多袁酶活性也愈高遥这与
吴尚忠(1985)和潘康成(1997)[2袁3]的研究结果一致遥

阎希柱等[4]对尼罗罗非鱼研究结果表明袁甜菜碱
添加量为 1.5豫时肝胰脏中蛋白酶的活性均达到最
高袁然后随着添加量的增加蛋白酶活性下降曰甜菜碱
的添加量为 0.5豫时肠道中蛋白酶的活性达到最高袁
然后随着添加量的增加蛋白酶活性下降遥这可能反映
出肝胰脏中蛋白酶的活性达到最高需要饲料中添加

的甜菜碱含量较高袁而肠道中蛋白酶的活性达到最高
需要饲料中添加的甜菜碱含量较低袁同时也反映出饲
料中添加甜菜碱有一个最佳的添加量遥
3.3 甜菜碱与蛋白酶的关系

酶是维持机体正常代谢的生命活性物质袁对生物
体内的各种化学变化起催化作用袁具有高度的催化能
力和专一性袁而且酶的活性可以调节遥 蛋白酶是消化
酶的一种袁具有酶的所有特征袁主要由消化系统分泌遥

影响鱼类消化酶活性的因素有食性尧季节变化尧温度尧
pH值尧饲料成分等遥合适的饲料添加剂也可提高鱼类
消化酶的活性袁而消化酶活性的提高可以促进鱼类对
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袁进而促进鱼类的生长[5]遥

在本试验中袁添加的甜菜碱进入鱼体后袁可以改
变长吻 的进食量袁 从而促进消化道食物增加来刺
激尧提高消化道分泌蛋白酶遥要促进鱼类的快速生长袁
首先要保证鱼类对饲料的消化吸收袁消化酶活性的提
高能够加速鱼类对饲料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6]遥 可以
认为袁甜菜碱是通过刺激消化酶的大量分泌来增强鱼
体对饲料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能力袁从而促进鱼体的
生长[4]遥饵料的形状尧气味袁食物对口腔尧食管尧胃尧肠的
刺激都可通过神经反射引起鱼类消化液的分泌来消

化食物遥
有研究表明袁 嗅觉尧 味觉是通过大脑反射性调

节的袁甜菜碱能够使鱼类在摄食时有一种愉快的心
情袁使消化液分泌加强袁各种消化酶活性提高袁分解
消化饲料加快袁胃肠蠕动加强袁这也许就是本研究
中甜菜碱作为诱食剂能降低饵料系数袁促进生长的
生理原因遥
4 小结

甜菜碱作为一种饲料添加剂对长吻 生长尧 饵料
系数和酶活性有一定促进作用遥 通过本试验结果可以
看出袁在其饲料中加入 0.5%的甜菜碱可使长吻 在生

长期内酶活性显著提高袁 表明在长吻 饲料中添加适

当浓度的甜菜碱对长吻鮠的生长有较大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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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袁尤其是使用配合饲料养殖的淡水鱼经
常会发生鱼体体色的变化袁这是困扰淡水养殖和水产
配合饲料生产的主要问题之一遥发生体色变化的鱼类
以前主要是无鳞鱼,如黄鳝尧塘鲺尧黄桑鱼尧斑点叉尾
鮰尧长吻 等遥 目前发现在有鳞鱼类,如武昌鱼尧草鱼尧
鲤鱼等中也经常发生体色变化遥体色变化的主要特征
是颜色变浅渊变白冤袁同时袁在体色变化时体表粘液减
少或没有了粘液,体表有一定程度的出血袁在一些地
方将这种变化称为野鱼体发毛冶遥目前针对养殖生产中
出现这类问题的研究报告不多袁而关于鱼类鳞片色素
细胞生物学尧色素颗粒在色素细胞内的运动机制等的
研究较多遥本文主要针对养殖的武昌鱼体色变化情况
来观察其鳞片色素细胞的差异袁其结果可以帮助我们
了解武昌鱼的体色变化状况及其色素细胞的变化袁为
后续研究奠定基础遥
1 试验材料和方法

1.1 武昌鱼

取自江苏宜兴市隔湖地区袁 包括池塘养殖和湖泊
渊隔湖冤围网养殖的商品规格的武昌鱼渊500耀750 g/尾冤袁
全部使用配合饲料养殖遥 共取了 8个池塘 渊8个养殖
户冤尧2个围网养殖点袁 分别用 4家饲料企业生产的配
合饲料进行养殖遥
1.2 试验鱼的运输

每个养殖点取 3耀4尾武昌鱼袁塑料桶充气尧常温
运回实验室进行观察袁运输距离 90耀110 km袁运输时
间为 8月 30日耀9月 20日遥
1.3 观察方法

对运回实验室的鱼首先进行体表颜色尧粘液状况
等观察袁随后取体侧鳞片进行色素细胞观察和其它取
样分析遥 鳞片直接用常规光学显微镜分别在 10伊4尧
10伊10尧10伊40倍数下进行观察袁数码相机拍照遥
2 试验结果

2.1 体表颜色和粘液的一般观察结果渊见图 1冤

渊c冤

渊a冤

渊b冤

注院渊a冤为体色变浅渊发白冤尧渊b冤为体色正常尧渊c冤为体色出现花斑遥
图 1 武昌鱼的体色变化

对从养殖点取的 38尾商品规格的武昌鱼的体表
进行观察袁结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院淤使用 2个饲料
企业生产的配合饲料喂养的武昌鱼(包括 4个池塘和
1个围网养殖点)体表颜色和粘液情况属于正常袁鱼体
背部和体侧颜色较深(黑色)尧腹部颜色较浅袁体表粘液
较多袁可以刮取粘液袁用手触摸有很好的光滑感觉(见
图 1b)袁 于使用另外 2个饲料企业生产的配合饲料喂
养的武昌鱼(包括 4个池塘和 1个围网养殖点)体表颜
色不正常袁主要表现为颜色变浅(发白)袁体表袁尤其是
尾部有出血(发红)的情况袁体表粘液很少或没有袁基本
无法刮取粘液袁用手触摸鱼体体表(鳞片)粗糙袁没有光
滑的感觉(见图 1a尧1c)袁其中一个围网养殖点的武昌鱼
体表出现花斑袁即部分区域体色变浅尧发红袁部分区域
体色相对较深袁整个鱼体体表粘液很少袁用手触摸有
粗糙感觉袁尾部出血较为严重遥
2.2 鳞片色素细胞观察结果

2.2.1 色素细胞密度和形态的差异

对比正常体色和体色变浅渊发白冤的武昌鱼袁鳞片
黑色素细胞分布的密度和黑色素细胞形态变异非常

大(见图 2)遥 体色正常的武昌鱼鳞片黑色素细胞密度
大袁色素细胞处于正常状态曰而体色变浅的武昌鱼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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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黑色素细胞密度小袁色素细胞形态发生明显变化遥

渊a冤 渊b冤

渊c冤 渊d冤
注院(a)为正常体色鱼体鳞片袁黑色素细胞密度大尧数量多(10伊4倍)曰

(b)为体色变浅鱼体鳞片袁黑色素细胞密度小尧数量少(10伊4倍)曰
(c)为正常体色黑色素细胞形态袁细胞树突状分支多尧黑色素体
在分支和细胞中央均有分布(10伊10倍)曰(d)为体色变白后黑色素
细胞形态袁出现衰老尧死亡袁黑色素体分布在细胞中央(10伊4倍)遥

图 2 鳞片黑色素细胞密度和形态差异

在低倍镜渊10伊4倍冤下对相同大小视野区域内分
布的黑色素细胞数量的多少进行观察袁同时对色素细
胞的形态进行观察袁主要包括色素细胞大小尧色素细
胞的树突状分支状态尧黑色素体在色素细胞内的分布
等遥 正常的色素细胞树突状分支很多袁黑色素体在分
支和细胞中央部分分布均较多袁处于这种状况的鱼体
颜色较深袁见图 1b尧2c遥而体色发生显著变化的色素细
胞树突状分支减少或树突状分支消失袁黑色素体集中
在细胞的中央袁处于这种状况的鱼体颜色变浅尧发白
渊见图 1a尧1c尧2b尧2d冤遥
2.2.2 黑色素细胞的生长状态渊见图 3尧图 4冤

渊c冤

渊a冤 渊b冤

渊d冤
注院渊a冤为未完全成熟的黑色素细胞袁细胞体积小尧树突状分支少曰

渊b冤为成熟的黑色素细胞袁细胞体积大尧树突状分支多尧黑色素
体多曰渊c冤为黑色素体集中在细胞中央的黑色素细胞曰渊d冤为开
始衰老尧死亡的黑色素细胞袁树突状分支基本消失袁在体色变浅
或白班部位这类细胞较多遥

图 3 黑色素细胞的生长状态（10伊40倍）

渊b冤

渊a冤

注院(a)显示正常黑色素细胞数量很少袁多数已经开始衰老尧或死亡袁
还有部分幼小的黑色素细胞渊10伊4倍冤曰(b)显示幼小的黑色素
细胞和已经衰老尧死亡的黑色素细胞(10伊10倍)遥
图 4 体色变浅（发白）鳞片黑色素细胞状态

对比体色正常和体色变浅的武昌鱼袁鳞片色素细
胞的生长状态有明显的差异遥在正常体色武昌鱼鳞片
上可以同时观察到分化不久的尧处于生长期的黑色素
细胞渊见图 2a冤袁这类细胞的树突状分支较少且细小尧
细胞体积较小袁黑色素体较少遥 而成熟的黑色素细胞
一般分布在鳞片的中部区域和靠近鳞片中心的区域袁
细胞树突状分支多且较为粗大尧细胞体积较大袁黑色
素体较多袁颜色较深(见图 2c)遥

对于体色变浅的武昌鱼袁除了黑色素细胞分布密
度小渊数量少冤外(见图 2b)袁多数黑色素细胞处于衰
老尧死亡渊凋亡冤状态袁这类黑色素细胞的主要特征是
树突状分支基本消失尧 黑色素体集中在细胞中央尧细
胞边沿较为模糊(见图 2d尧3d)遥 同时袁体色变浅的武昌
鱼袁在同一鳞片上袁处于正常状态的黑色素细胞数量
非常少袁而处于衰老尧死亡状态的黑色素细胞数量较
多曰还有一定数量的体积较小尧树突状分支少的黑色
素细胞是分化不久, 还处于生长期的黑色素细胞袁可
以称为幼小黑色素细胞(见图 4)遥 因此袁武昌鱼体色变
浅渊发白冤或白斑部位鳞片正常黑色素细胞的数量少
渊细胞密度降低冤是可以肯定的事实袁出现大量的黑色
素细胞衰老尧死亡应该是导致成熟的正常黑色素细胞
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曰而同时出现较多的小型黑
色素细胞是由于大量的黑色素细胞难以正常生长尧发
育为成熟的黑色素细胞袁或是已经成熟的黑色素细胞
过早出现衰老尧死亡袁从而导致鱼体体色变浅尧或出现
白斑目前还难以肯定袁需要继续研究遥当然袁至于是什
么因素导致黑色素细胞不能正常生长发育或过早衰

老尧死亡袁是饲料因素尧水质因素袁还是疾病因素也是
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遥
2.2.3 花斑体色的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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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出现花斑体色的 3尾武昌鱼袁 取同一尾鱼袁
对比体色变浅和体色相对较深区域鳞片的观察结果

显示袁在黑色素细胞分布密度尧黑色素细胞状态尧黑色
素体在黑色素细胞中的分布情况等方面均有明显的

差异遥 在颜色较深的区域黑色素细胞密度较大尧黑色
素细胞处于较为正常的状态袁黑色素细胞树突状分支
相对正常袁但黑色素体主要集中在细胞中央袁从而鱼
体体色整体上较正常鱼体色浅遥 而位于体色转浅渊发
白或发红冤区域的鳞片色素细胞分布密度小尧黑色素
体主要集中在色素细胞中央袁部分黑色素细胞已经出
现衰老尧死亡情况袁与体色变浅的鱼体鳞片色素细胞
的状态一致遥

因此袁对于出现花斑体色的武昌鱼袁鳞片黑色素
细胞在体色较深部位的黑色素细胞基本正常袁只是黑
色素体在细胞中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细胞中央袁导致体
色较白斑部位体色深袁但较正常体色鱼体色浅曰在白
斑部位的鳞片正常黑色素细胞数量减少袁多数黑色素
细胞出现衰老尧 死亡或幼小黑色素细胞不能正常生
长尧发育为成熟的黑色素细胞袁从而出现白斑遥
3 讨论

鱼类的色素细胞起源于神经峭细胞袁 有 4种类
型院黑色素细胞渊melanophores袁含有黑色素冤尧黄色素
细胞 渊xanthophores袁 含有黄色素 冤尧 红色素细胞
渊erythrophore袁只存在于极少数的种类中冤和虹彩细胞
渊iridophores冤遥 这 4种不同色素细胞在鱼类皮肤尧鳞片
中的分布和数量的不同袁使鱼类表现为不同的体色和
花纹遥武昌鱼鳞片色素细胞在一般光学显微镜下可以
观察到黑色素细胞和黄色素细胞袁 前者容易观察袁而
后者不容易观察遥

鱼体体色变化的生物学基础是色素细胞数量尧分
布尧形态以及色素体在色素细胞中的分布状态袁而这
些色素细胞特征的变化主要受神经尧内分泌激素和部
分生理条件渊如钙离子浓度冤等的调节和控制遥背景颜
色尧光线强度等环境因素以及疾病尧饲料等均可能影
响鱼体生理状况袁进而影响到鱼体色素细胞的生物学
特征的变化袁导致鱼体体色发生相应的变化遥 鱼体体
色的变化是对环境尧生理条件适应的结果袁在一定范
围内是可以逆转的变化遥 但是袁一些因素的变化可能
超出鱼体自身生理调节能力的范围袁出现不可逆转的
体色变化遥 另外袁遗传因素也可能导致鱼体体色的变
异袁如出现遗传性白化现象遥

目前养殖生产中出现的体色变化袁 如武昌鱼尧鲫
鱼尧黄桑鱼尧塘鲺等体色变浅袁除了水环境因素尧疾病因

素外袁多数情况可能是由饲料因素引起的袁因为在自然
状态下鱼体体色正常袁在套养情况下也基本正常袁而在
使用配合饲料尧高密度养殖条件下则出现体色异常袁且
通过饲料调整可以保持其体色或使变化了的体色再恢

复正常遥对于以黑色体色为主的养殖鱼类体色变浅尧发
白的直接原因主要是黑色素细胞特征和黑色素体的变

化袁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院淤黑色素细胞形态正常袁但
细胞中黑色素体的分布发生变化袁 即黑色素体主要集
中在细胞的中央区域而不是在树突状分支袁 出现这种
情况一般是鱼体处于应激条件下或鱼体短时间处于浅

色背景或光线较强等条件下发生的应激反应袁 当这些
条件解除后袁黑色素体分布发生了改变袁由细胞中央向
树突状分支移动袁鱼体体色也恢复正常曰于黑色素细胞
的生长状态发生剧烈变化袁细胞出现衰老尧死亡袁表现
在黑色素细胞树突状分支逐渐消失或减少袁细胞萎缩袁
逐渐凋亡袁 这种变化通常是鱼体体色发生了不可逆转
的变化曰盂黑色素细胞的分化尧增殖受到影响袁使成熟
的黑色素细胞数量显著减少曰 榆黑色素的生物合成产
生障碍袁黑色素的生成量不足遥

从本文的观察结果可以发现袁养殖的武昌鱼体色
变化是鳞片黑色素细胞变化的结果遥 首先袁黑色素细
胞袁尤其是正常状态的黑色素细胞的数量较正常体色
的武昌鱼明显减少曰其次袁黑色素细胞的形态发生明
显的改变袁树突状分支减少袁细胞出现萎缩等衰老尧死
亡的特征袁 多数黑色素细胞的树突状分支已经消失袁
成为球状袁黑色素集中在细胞中央为已经凋亡的黑色
素细胞曰再次袁黑色素的生长尧发育出现异常袁在鳞片
上有较多的体积小尧树突状分支少的黑色素细胞渊幼
小黑色素细胞冤袁这是否是黑色素细胞生长尧发育受到
障碍出现的结果还难以证实遥这些结果应该是养殖武
昌鱼体色变浅尧发白的直接原因袁即黑色素细胞的生
物学特征变化将直接影响到养殖武昌鱼的体色遥

综合目前国内外关于鱼体体色变化尧色素细胞生
物学的相关研究结果分析袁本文涉及的武昌鱼鳞片黑
色素细胞生物学特征变化不是短时间应激反应袁而是
涉及色素细胞生物学变化的生理变化遥其主要原因应
该是由饲料引起的袁因为在同一个地区的池塘环境条
件尧水质条件袁同一区域的围网养殖条件应该没有明
显的差异袁然而使用不同饲料生产企业的配合饲料后
却出现不同的体色结果遥至于饲料中是什么因素导致
黑色素细胞的特征变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袁这也给水
产动物配合饲料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遥

（编辑：高 雁，snowyan78@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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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刺参养殖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发展策略
刘朝阳 孙晓庆 范士亮

刺参袁被列为野八珍冶之一袁在海参中最为名贵袁营
养价值极高遥在我国刺参适宜生长在辽宁尧河北尧山东
及江苏北部沿海袁是一种最主要的食用海参遥 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然刺参资源的不断减少袁其产
量已很难满足人们的需求袁 我国年消费干海参约
5 000 t袁供求缺口巨大遥 目前我国海参市场缺口主要
依靠进口来弥补袁 但这很难满足我国市场的需求袁且
价格较高遥 由于水产养殖业集约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袁
加上缺乏科学的管理和规范化的操作袁使得刺参病害
频繁发生袁严重制约了该产业的健康尧稳定发展遥
1 当前刺参养殖面临的主要困境

由于刺参养殖业所产生的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袁 使众多的养殖业者在毫无健康养殖理念的前提
下袁盲目追求经济发展袁片面扩大养殖规模袁任意增加
养殖密度袁 引发了一系列相关的生态和社会问题袁严
重影响了刺参养殖业的健康尧稳定和快速发展遥 当前
刺参养殖遇到了很多困境袁表现在养殖过程中的各个
方面遥
1.1 养殖工艺落后袁池塘布局不合理

第一袁由于池塘布局不合理尧局部过密袁形成连片
养殖的格局袁在现有的养殖工艺条件下袁往往缺乏完
善的卫生操作及管理系统袁致使一些养殖池塘长期得
不到清淤或清淤不彻底袁造成池内水浅袁水体交换量
较小袁大量有机废物留存池内袁导致池塘底质老化袁给
细菌尧霉菌尧寄生虫等提供了温床曰另外袁连片养殖的
格局导致养殖用水排放受阻袁容易造成生态环境的污
染和疾病的大面积传播遥 第二袁部分地区在近海岸区
进行大面积的围堰养殖袁使潮流受阻袁海水自净能力
减弱遥 第三袁许多刺参养殖池塘常年养殖又不及时清
淤,使池底和附着基上沉积大量的有机物(包括刺参粪
便和残饵等)袁特别是利用虾池改造的池塘袁因养殖密

度太高袁池底没有足够的硬质附着基袁底质以烂泥为
主袁氨氮尧硫化氢等有害物质的含量高袁所以容易引起
病害发生遥
1.2 养殖环境不断恶化袁病害频繁发生

养殖者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效益袁盲目扩大
养殖水域和加大养殖密度袁 从而导致养殖环境恶化尧
养殖水体污染尧生态失衡尧养殖生物疾病频繁发生袁并
有逐年加重的趋势遥大剂量盲目使用抗生素和化学消
毒药品袁不但造成病原微生物的抗药性增加和养殖刺
参的体质降低袁而且也对养殖用水造成污染袁加重了
生态环境的破坏遥
1.3 刺参饲料质量低劣袁鼠尾藻等天然饵料面临枯竭

海参饲料的好坏,直接影响海参育苗与养殖生产
的成败遥 特别是目前袁由于苗种生产与成参养殖发展
迅速袁海参专用饲料需求量不断增加袁原料又十分短
缺袁饲料市场比较混乱袁海参饲料开始成为限制海参
苗种与养殖业发展的潜在因素遥

有些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袁没有按刺参所需的
营养配制饲料袁 使得刺参人工配合饲料质量低劣袁卫
生状况差遥 一些刺参饲料加工厂用海带根尧裙带菜等
野下脚料冶作为主要原料袁经过简单打浆后袁混合大量
海泥制成的配合饲料常携带着各种微生物和敌害生

物袁极易导致刺参发病遥
鼠尾藻营养丰富袁藻胶含量低袁是海参的优质饵

料遥但是袁随着刺参养殖规模的急剧扩大袁自然生长的
鼠尾藻被大量采集袁目前不少养殖区域鼠尾藻资源已
近枯竭曰与此同时袁市场上也缺少刺参的全价配合饵
料袁养殖户所用的饲料质量低劣遥
1.4 健康养殖观念淡薄

随着我国刺参养殖业的蓬勃发展袁高密度养殖越
来越受到养殖业者的欢迎遥他们在一个有限的水体中
投放大量单一品种的刺参袁经常性的投喂大量人工配
合饲料袁池底污物渊残饵尧粪便和淤泥等冤长期得不到
处理袁导致病原微生物大量孳生袁养殖刺参病害频繁
发生袁 疾病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刺参养殖业健康尧稳
定尧快速发展的瓶颈遥

刺参养殖业在深入发展的同时袁养殖水域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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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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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的污染遥 为了保持水生生态系统平衡袁保护
养殖水域环境健康发展袁满足消费者对健康尧安全的
刺参产品的需求袁必须对刺参养殖的整个过程和所有
环节进行规范化的操作和科学的卫生管理袁即健康养
殖刺参遥 目前袁人们对健康养殖观念淡薄袁理解不够袁
至使养殖过程存在很多问题遥

健康养殖包括养殖设施尧苗种培育尧放养密度尧水
质处理尧饵料质量尧药物使用尧养殖管理等诸多方面遥
它是采用合理的尧科学的尧先进的养殖手段袁获得质量
好尧产量高尧无污染的产品袁并且不对其环境造成污
染袁创造经济尧社会尧生态的综合效益袁并能保持自身
稳定尧可持续的发展遥 通过挑选优良尧健壮的刺参苗
种袁根据其生长尧繁殖的规律及其生理特点和生态习
性袁选择科学的养殖模式袁通过对刺参养殖的全过程
实施规范化的管理袁如科学投饵尧科学调控水质尧科学
用药以及生态尧免疫防病等一系列措施袁增强养殖刺
参的体质袁控制病原体的发生或繁衍袁使刺参在安全尧
高效尧人工控制的理想生态环境中健康尧快速生长袁从
而达到优质尧高产的目的遥
2 当前刺参养殖发展策略

2.1 转变养殖方式

2.1.1 刺参要大菱鲆立体养殖
目前袁大菱鲆养殖多利用地下深井海水和自然海

水按一定的比例搭配来缓解由于夏季气温偏高所造

成的对冷水性大菱鲆的不利影响袁冬季直接利用地下
海水袁并配合一定的升温设施袁水温常年恒定在 13耀
18 益遥 但在养殖过程中袁用过的养殖废水直接排入外
海袁不仅浪费地下海水资源袁而且对受纳环境造成污
染遥 刺参是狭盐性动物袁盐度范围在 24耀33袁基本与大
菱鲆相吻合遥

开展大菱鲆与刺参混养袁要充分了解海参的饵料
组成及最适盐度袁选择合适的场地袁要保证地下海水
的盐度在刺参的适宜范围内遥 在夏季袁把经过搭配的
自然海水与深井海水袁经过严格的砂滤处理袁再经紫
外线和臭氧处理后袁先在大菱鲆养殖池中循环袁供养
殖大菱鲆利用袁然后再排放到刺参养殖池中袁供刺参
利用遥 由于刺参养殖水源的水温较低袁成功地解决了
刺参度夏的难题遥 同时袁水源中含有丰富的鱼类残饵
和粪便袁可供刺参摄食遥 刺参的整个养殖过程基本不
用添加人工饵料袁节约了养殖成本遥

除了混养袁 也可以开展大菱鲆要刺参立体养殖遥
选择一定的养殖池袁 在池塘当中设置若干个网箱袁网

箱的网底与池塘的底部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袁以便用于
养殖刺参遥 这种养殖方式可以与工厂化大菱鲆室内
养殖结合起来袁 把室内的养殖废水经过循环处理袁重
新引入网箱养殖池塘袁开展大菱鲆与刺参室外立体养
殖遥 在养殖过程中袁给大菱鲆投饵袁刺参摄食残饵和
粪便袁无须投饵遥 当然袁这种方式受到一定的季节限
制袁另外袁在整个养殖过程中袁规范化的操作与严格的
管理是必不可少的遥 立体养殖与混合养殖(简称混养)
可以多次充分利用地下海水袁节约水资源袁降低养殖
成本袁是一种具有一定前景的养殖方式袁值得深入研
究和推广遥
2.1.2 工厂化刺参室内养殖

发展工厂化刺参养殖袁通过人为控制海参的生活
习性袁冬季提高水温尧夏季降低水温袁使海参无夏眠尧
冬眠现象袁以缩短养殖周期遥 也可以模仿工厂化大菱
鲆养殖方式(不是开放式流水养殖袁但可以是温室大
棚袁不过利用的是自然海水袁而不是深井海水)遥 刺参
的大棚人工育苗和保苗技术不但能够提高刺参抗病

能力尧缓解天然资源在人类大量采捕下日渐衰竭所造
成的困境袁而且会使海洋环境得到恢复和改善袁是沿
海渔民增收的重要途径遥该技术在沿海地区推广应用
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遥

发展工厂化室内养殖操作灵活袁方便管理遥 潮间
带垒石养殖或围堰或筑礁养殖易受潮水的影响袁不利
于操作曰露天池塘面积大袁有的达到几十亩袁需要大量
的纳水和排水袁运用底质或水质改良剂渊如有益微生
物冤袁耗费太大袁难以开展和普及遥 发展工厂化刺参养
殖袁特别是室内小池养殖袁在小池当中投放附着基或
垒石渊较小的石块冤袁利用自然海水袁通过人工控温和
投饵袁进行养殖遥饵料以人工配合饵料为主袁早晚各投
喂 1次袁投喂量为刺参体重的 1%耀10%遥 为保持水质
的清新袁应及时清池和倒池袁每天清池 1次袁用虹吸法
清除池内的粪便和残饵曰每半月倒池 1次袁若水质变
化造成腐败应及时倒池遥
2.1.3 刺参人工放流增殖

开展刺参人工放流增殖可以充分利用我国广阔

的海域资源袁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天然饵料袁缓解由于
刺参饵料的不足所造成的困境袁而且可以减轻由于水
产养殖业的盲目发展所造成的养殖环境的不断恶化袁
给消费者提供健康尧绿色尧安全的刺参产品遥

选择水质清洁尧无污染尧流速缓慢的避风港湾及
内湾作为增殖场遥 增殖场的水深在 3耀15 m袁底质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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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礁尧石块等的泥沙质(如果石块不足袁需要人工投
石)袁还需有大型藻类袁如大叶藻尧鼠尾藻袁马尾藻等遥
放流前清除增殖场内的敌害生物袁放流后要经常观察
其生长情况和分布状态等袁发现敌害生物应及时清除遥
2.1.4 石莼-刺参生态养殖

石莼 (U lva lactuca L.)又名海白菜尧大本青苔菜
等袁是绿藻门石莼科的一属遥 常见种类主要有孔石莼
(U. p ertusaKjellm)和石莼等袁属绿藻门石莼属中的大
型海洋经济藻类袁它广泛分布于西太平洋沿海袁是我
国野生海藻类中极为丰富的资源遥 中尧低潮区及大潮
干潮线附近的石砾尧岩礁尧贝壳上是其主要的栖息场
所, 尤见于水质肥沃的内湾遥 石莼生长适宜的温度为
0耀35 益袁能耐受的盐度为 15耀35遥石莼生长迅速, 有很
强的生命力, 再生能力极强遥研究表明, 石莼是一类很
好的环境修复生物袁尤其是绿藻门的孔石莼不仅可吸
收水中的氮和磷等营养物质 , 而且孔石莼的不育性
变种 Ulva pertusa还可以抑制水生细菌的生长, 尤其
是 Vibrio属细菌的生长遥

在刺参高密度养殖的过程中袁把所产生的养殖废
水引入到栽培有石莼的池塘中袁依靠石莼的自然生长
与繁殖,能有效地消除水体的营养盐,净化水质,改良
养殖环境,减少污水排放袁再把经过石莼净化后的水
体经过臭氧和紫外线的处理袁 重新用于养殖刺参袁并
在养殖过程中积极补充新的养殖水和处理掉部分残

渣遥 开展刺参与石莼循环养殖袁有助于消除在养殖过
程中由于粪便和残饵的积累所造成的病原微生物大

量繁殖袁降低病害发生的几率曰减少养殖废水对大环
境的任意排放袁避免由于养殖大环境的污染所造成的
病原微生物的传播袁生产出了健康尧安全的刺参产品遥
2.2 研发海参专用或代用饵料袁开创海参饵料工业

从目前海参育苗及养殖的生产模式来看袁浮游幼
体参阶段以单胞藻为主袁变态后用底栖硅藻曰稚参阶
段以鼠尾藻磨碎液为主袁 其它大型褐藻磨碎液为辅曰
幼参阶段以人工配合饲料为主袁以大型褐藻磨碎液为
辅曰成参阶段基本完全使用人工配合饲料遥

刺参饲料的研究目前还是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遥
海参幼体阶段的复合性代用配合饲料急待开发袁以解
决没有单胞藻及防止水质贫瘦海区海参育苗问题曰稚
参阶段所使用的鼠尾藻资源目前明显不够袁所以必须
在研究鼠尾藻人工繁殖技术的同时袁开发新的尧资源
丰富的尧更有效的大型藻类品种曰幼参阶段的人工配
合饲料在配方上必须充分考虑到稚尧 幼参的食性尧营

养要求和对水质的影响袁营养配比更合理袁饲料效果
要稳定袁并应避免使用易败坏水质的原料袁彻底解决
生产与研制技术和工艺不成熟与规范问题袁关键是其
饲料效果应有一些长期尧稳定的范例袁并不断地进行
改进和提高曰成参阶段饲料将是今后需要解决的并具
有广阔市场前景的研究内容,应加以关注遥

随着刺参养殖业在我国的深入发展袁有必要加快
开发海参专用或代用饵料袁以缓解当前刺参养殖饵料
不足的困境袁为刺参养殖业的健康尧稳定发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遥
2.3 科学规划刺参养殖袁避免盲目发展

各地区应根据海区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状况及养

殖水环境的安全状况袁 选择合适的刺参养殖模式袁结
合健康养殖标准袁科学规划养殖规模袁合理安排养殖
容量袁以确保刺参养殖业的有序尧健康发展曰各地区政
府和水产部门应对刺参养殖实施全面的布局安排和

跟踪化技术指导袁避免造成混乱和盲目发展遥
由于刺参苗价格昂贵袁养殖前期投入巨大袁一旦

发生病害袁势必对养殖者造成经济损失遥 因此有关部
门应尽早制定出一个符合我国各海区区域特点的刺

参养殖措施袁内容应包括苗种生产尧养殖空间利用率尧
饵料质量尧药品选用和病害防治技术规范等袁引导我
国刺参养殖业走可持续化发展道路遥

（参考文献 13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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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试验选用长伊大二元杂交仔猪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仔猪出现便秘时间、精神状况、腹泻死
亡率等方面来比较刺五加及其提取物在哺乳仔猪生产上的作用。结果表明：在增强机体免疫力、抗腹泻

方面，刺五加醇提取物低剂量组明显优于高剂量组；刺五加水提取物组优于醇提物组，并且在仔猪的存

活率上占有明显优势。此外，还对刺五加及其提取物作为饲料添加剂的使用方法及用量方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 刺五加；醇提物；水提物；仔猪

中图分类号 S828
目前袁在仔猪养殖中袁由于季节变化尧饲养条件尧

饲料营养水平和断乳应激产生的仔猪腹泻仍是影响

仔猪成活率的主要原因遥实际生产中主要的应对方法
是使用抗生素遥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意识的提
高袁开发利用安全尧有效的新型饲料添加剂显得尤为
重要遥

刺五加又名西伯利亚人参袁属于五加科遥 五加科
植物刺五加 A senticosus ( Rupr et Maxim)Harms的根
及茎皮部分又称为南五加皮尧五加尧坎拐棒子尧刺拐
棒袁有扶正固本尧养血安神尧滋补强壮之功能遥 近代研
究发现袁刺五加含有与人参等相似的多种皂苷尧多糖尧
黄酮等药理成分, 具人参样药理功效袁此外袁刺五加中
还富含 Zn尧Fe 尧Ca 等生命必需元素遥本试验将刺五加
及其不同的提取物作为添加剂用于哺乳仔猪的生产

中袁从仔猪的便秘情况尧精神状态变化尧腹泻率等多个
方面观察应用效果袁并对应用剂量提出建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刺五加提取物院由大连理赛姆生物技术公司提供遥
试验动物院刚出生的长伊大二元杂交仔猪袁由大连

某种猪场提供遥
饲料院由大连天地人饲料有限公司提供(见表 1)遥

1.2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 8组袁每组 3个重复袁每个重复 8耀10头
仔猪遥 除空白对照组外袁 各试验组饲料中分别添加
200 mg/kg金霉素袁50尧100尧200尧1 000 mg/kg 刺五加醇
提取物袁200 mg/kg刺五加水提取物和 1%刺五加粗粉遥

表 1 仔猪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原料渊豫冤
玉米渊膨化冤
豆粕渊膨化冤
鱼粉渊进口冤
玉米蛋白粉
乳清粉
石粉
磷酸氢钙
食盐
大豆油
酶制剂
酸化剂
胆碱
复合添加剂预混料
合计
营养水平
消化能(MJ/kg)
粗蛋白质渊豫冤
赖氨酸渊豫冤
钙渊豫冤
磷渊豫冤

组成
47.27
31.00
4.00
1.00

10.00
1.00
1.90
0.15
2.50

0.017 5
0.062 5

0.10
1.00

100.00
13.82
22.69
1.75
1.12
0.81

注院复合添加剂预混料由矿物质尧维生素尧调味剂尧抗氧化剂尧石蜡
油和沸石等组成袁其中无高铜尧高锌及抗生素等促生长成分遥

1.3 饲养管理

仔猪出生后立即断牙尧断尾尧打耳号袁出生后第 3 d
进行补铁尧补硒遥 出生后第 7 d对仔猪进行编号袁固定
料槽袁 每天分别在 9:00和 14:00逐一进行人工诱饲袁
并在 2 h后观察仔猪排泄情况遥

试验期间在仔猪 20尧25尧30日龄分别对仔猪进行
猪瘟尧蓝耳病及仔猪副伤寒弱毒苗的免疫袁但对于仔
猪肠道性疾病一律不给予药物治疗遥
2 试验结果

2.1 相同提取物不同剂量之间的比较

2.1.1 便秘现象

饲料中添加刺五加醇提取物浓度为 100尧200尧
1 000 mg/kg组的仔猪分别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便秘现
象(见图 1)遥 100尧200 与 1 000 mg/kg组仔猪便秘情况
分别出现在 21尧17尧14日龄袁 并且仔猪在补饲期间发

试 验 研 究《饲料工业》·圆园园6年第 圆7卷第 22期

32



生的腹泻均可在发生后 2耀3 d自愈遥 50 mg/kg醇提取
物组仔猪未发生过便秘现象袁由此可看出袁随着添加
物浓度的增加袁仔猪出现便秘现象的日龄较早遥

14 17 21

1 200
1 000

800
600
400
200

0
仔猪出现便秘的日龄渊d冤

图 1 不同浓度的刺五加醇提取物对仔猪便秘情况的影响

2.1.2 精神状况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袁50 mg/kg醇提取物组仔猪精
神状态一直良好曰100 mg/kg醇提取物组在 25日龄时
出现厌食尧不喜动尧颤抖尧共济失调的现象曰而 200 mg/kg
与 1 000 mg/kg醇提取物组此现象则分别出现在 21日
龄与 17日龄袁即随着刺五加醇提物浓度的增加袁仔猪
出现神经性症状的日龄也逐渐提前渊见图 2冤遥

1 200
1 000

800
600
400
200

0 17 21 25
仔猪出现神经症状的日龄渊d冤

图 2 不同浓度的刺五加醇提取物对仔猪精神状态的影响

2.1.3 死亡情况

试验过程中袁在仔猪出现腹泻等疾病时不给予任
何药物的前提下袁仔猪的死亡率呈现显著差异遥 如图
3所示袁在相同饲养条件下袁空白对照组仔猪的死亡
率为 42.85%袁金霉素组为 37.03%,添加量为 100尧200尧
1 000 mg/kg 醇提取物组仔猪死亡率分别为 8.33%尧
10.34%和 47.62%袁呈上升趋势袁而 50 mg/kg醇提取物
组仔猪死亡率则为 0遥 可见袁在大剂量应用刺五加醇
提取物的情况下袁 仔猪则会出现严重腹泻而死亡袁剖
检多只醇提取物试验组死亡仔猪均见到其胆囊肿大尧
胆汁浓稠尧胃内容物较稀袁吃进的乳汁只有极少量结
合为乳凝块袁其症状轻重与药物剂量呈正相关袁说明

整个机体的消化循环系统均出现障碍袁进而导致其免
疫力降低袁 在生长环境稍有变化的情况下会出现死
亡遥 低剂量长期应用刺五加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力袁促
进机体的抗病作用曰长期高剂量应用刺五加对机体的
代谢功能会产生毒副作用遥 因此袁刺五加不可长期大
量使用遥

0 50 100 200 1000 200J

60
50
40
30
20
10

0
刺五加醇提取物和抗生素的添加量(mg/kg)

注院0为空白对照组曰200J为 200 mg/kg金霉素组遥
图 3 金霉素和不同浓度的刺五加醇提取物对仔猪死亡率的影响

2.2 相同剂量不同提取物之间比较

将刺五加 200 mg/kg醇提取物组与 200 mg/kg水
提取物组进行比较发现袁醇提取物在补饲前 2 d会出
现轻度腹泻现象袁但是在不给予药物的情况下可以自
愈袁而水提取物组在整个的哺乳期间均未出现腹泻现
象曰 在 21日龄时袁 醇提取物组仔猪普遍出现便秘情
况袁水提取物组则一直较为正常曰25 日龄后袁醇提取
物组相对体质差的仔猪出现腹泻症状袁 并且不会自
愈袁陆续有仔猪死亡现象出现袁存活仔猪背毛开始变
粗尧变长尧失去光泽袁并且仔猪不喜动袁喜扎堆袁厌食袁
部分仔猪出现抽搐袁偶有癫狂现象和共济失调现象出
现袁癫狂后卧圈不动袁体重迅速下降袁而水提取物组仔
猪生长状况一直较为良好袁未有以上现象发生遥 在整
个哺乳期间袁醇提取物组因腹泻死亡的仔猪占本组试
验仔猪总数的 10.34%,而水提取物组为 0遥 由此可见袁
添加相同浓度情况下袁刺五加水提取物明显优于刺五
加醇提取物遥
2.3 粗粉与提取物进行比较

根据中草药的使用剂量袁试验同时设置 1组刺五
加成分 1% 粗粉的添加组袁本组整个补饲期间无论出
生体重大或小的仔猪精神状态良好袁 无异常现象袁仔
猪在 25日龄时处理组出现下痢并伴有呕吐发生袁未
给予任何药物袁2 d后下痢现象好转袁 但在 28日龄时
相对较小的仔猪出现行走困难袁 后腿外展成犬坐势袁
共济失调的精神症状袁其出现的时间与高剂量醇提取
物组相比较晚袁 但与水提取物组相比仍有一定的差
距遥 在整个试验期间仔猪死亡率为 7.69%袁 较水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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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mg/kg组和醇提取物 50 mg/kg组高袁 可看出中草
药刺五加 1%粗粉添加量长期应用并不安全遥
2.4 对照组和试验组总体腹泻率比较渊见表 2冤

表2 各组仔猪腹泻率的情况

组别
空白对照组

50 mg/kg醇提取物组
100 mg/kg醇提取物组
200 mg/kg醇提取物组

1 000 mg/kg醇提取物组
200 mg/kg水提取物组

1%粗粉组
200 mg/kg金霉素组

腹泻率渊%冤
0.480 6依0.203 8c

0a
0.220 0依0.084 1b
0.133 3依0.057 7ab
0.523 8依0.041 2c

0a

0.115 7依0.008 0ab

0.376 7依0.107 9c

注院肩标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 遥
由表 2可看出袁200 mg/kg水提取物组与 50 mg/kg

醇提取物组仔猪的腹泻率为 0曰100 mg/kg醇提取物组
与 200 mg/kg 水提取物组尧50 mg/kg醇提取物组相比
差异显著(P约0.05)曰1 000 mg/kg醇提取物组尧空白对照
组尧 金霉素组与其它各试验组相比差异均显著 (P约
0.05)遥 由此可见袁刺五加醇提取物添加剂量高时对仔
猪的腹泻会产生促进作用袁低剂量使用则有利于预防
仔猪腹泻的发生袁刺五加水提取物在防止仔猪腹泻方
面优于醇提取物遥
3 讨论

3.1 刺五加本身具有固本扶正的功效袁 能够通过减
少损害因素袁增强保护因素来保护胃粘膜袁改善胃肠
功能紊乱状况遥在仔猪补饲开始时因消化功能不健全
出现不适应症状袁表现为轻度腹泻袁但在不给予治疗
的情况下袁可以完全自愈袁但非试验组的仔猪袁在采食
商品饲料后袁对饲料所产生的腹泻反应则需要注射药
物尧饲喂酵母粉等方法治疗袁由此可表明袁刺五加对仔
猪轻度腹泻的自愈有一定效果遥
3.2 从刺五加中分离出的多种物质对革兰氏阳性菌

和革兰氏阴性菌具有广谱和中等的抑菌作用遥由于试
验现场的环境尧温度等的影响袁空白对照组与金霉素
组都出现过较严重的腹泻袁在非试验组的商品饲料组
中也有发生袁并且死亡严重袁而在相同的环境中袁刺五
加试验组腹泻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袁因此可推断刺五加
在抑制肠道内有害菌群繁殖方面有一定的作用遥
3.3 近年药理研究证实袁 刺五加既能增强中枢神经
系统的兴奋过程袁又能加强抑制过程袁使抑制更趋于
集中分化袁调节机体的应激反应遥仔猪在采食饲料后袁
随着日龄的增加袁不同添加剂量组仔猪在不同时期出
现了神经性的症状袁 表现极为相近袁 均为不喜动尧颤
抖尧共济失调袁较为明显的神经症状表现为癫狂袁可能

是大剂量的刺五加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了影响遥刺五
加粗粉组此现象发生在较小的仔猪上袁说明刺五加本
身虽对机体神经有较好的保护作用袁但是在高剂量连
续使用刺五加的情况下袁 则会出现神经受损的情况袁
因此建议不能长期将其高剂量用于保健遥
3.4 在断奶等环境改变的条件下袁刺五加添加组腹泻
情况少有发生袁抗应激能力较强袁由此可知袁刺五加有
一定的抗应激作用袁 可在仔猪生长环境改变的情况下
进行使用袁能获得良好的效果遥也证明了刺五加能增强
机体对有害刺激因素的抵抗力袁使之趋于正常袁从而提
高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袁改善机体内部紊乱的作用遥
4 建议使用刺五加提取物的方法及用量

在刺五加的使用方法上袁因为药物药力的持续作
用袁建议不连续使用含有药物的饲料袁根据仔猪的特
点对刺五加用法提出如下建议院

淤 因为仔猪在出生后 3耀5 d容易发生由环境引起
的大肠杆菌性腹泻袁 而此时仔猪的抗体主要来源于母
乳袁所以可在母猪临产前一周饲以含有刺五加的饲料曰

于 仔猪在刚刚开始接触饲料时袁 消化道会对饲
料产生反应袁表现为轻度腹泻袁因此袁可以利用刺五加
提取物对轻度腹泻有治愈作用的特点在此时使用袁但
连续使用不超过 1周袁由人工进行补饲袁早晨尧下午各
一次即可曰

盂 在冷热交替的中午与夜间袁 温差较大的季节
及饲养环境较差的猪场袁在仔猪的饲料中添加会有较
好的效果曰

榆 在仔猪即将断乳及断乳初期使用刺五加可以
增强其对环境改变下的抗应激作用袁使其在短时间内
恢复到正常的生长状态曰

虞 由本试验可知袁 长期大剂量的应用刺五加对
仔猪的健康有副作用袁 因此建议作为饲料添加剂袁刺
五加醇提取物的使用量不应超过 50 mg/kg, 长期应用
应在 20 mg/kg以下袁粗粉添加量应低于 1%遥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袁低剂量刺五加及其提取物
在增强仔猪抗病能力尧抗腹泻及减少死亡方面具有明
显的积极作用遥在仔猪生产中应用刺五加可增强机体
免疫力袁提高成活率袁减少使用剂量乃至不使用抗生
素袁降低生产成本袁生产绿色畜产品袁提高产品价值袁
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遥刺五加及其提取物首次作为单
一的添加剂应用在哺乳仔猪生产中显示出了其积极

的作用袁这对于开辟新的饲料添加剂袁促进绿色畜产
品的开发具有深远的意义遥

（编辑：高 雁，snowyan78@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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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赖氨酸源对
规模化饲养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陈 峰 汪汉华 林金荣 罗晓彬 陈永均

摘 要 试验研究了不同赖氨酸源（65%赖氨酸硫酸盐和 98.5%赖氨酸盐酸盐）对肉鸡生产性能
的影响，探讨国产赖氨酸硫酸盐在肉鸡饲料中实际应用的可行性。试验结果表明：整个试验期不同处

理组对矮脚黄 A公鸡的生产性能影响差别不大，而在综合经济效益分析上，用国产赖氨酸硫酸盐组要
好于进口赖氨酸盐酸盐组，所需的增重成本较低，毛利较高，赖氨酸硫酸盐能够替代赖氨酸盐酸盐用

于肉鸡饲料中。建议在大型养鸡场中推广应用，以更好地节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关键词 赖氨酸；生产性能；新兴矮脚黄 A公鸡
中图分类号 S831.5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lysine on broiler performance under large-scale feeding
Chen Feng, Wang Hanhua, Lin Jinrong, Luo Xiaobin, Chen Yongjun

Abstract The test discusse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lysine sources (65% lysine sulfate and 98.5%
lysine-HCl) in order to prove the feasibility of lysine sulfate applied in broiler fe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on broiler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lysine sources. However,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lysine sulfate helped reduce the feed cost and it could
be used extensively in broiler production.
Key words lysine曰performance曰broiler
国内 65%赖氨酸硫酸盐产量近几年来不断增加袁

质量也有较大改进袁价格较进口 98.5%赖氨酸盐酸盐
明显低遥一般而言袁发酵法生产赖氨酸盐酸盐成本高袁
环保压力大袁 副产物中大量有价值的营养物质被浪
费曰赖氨酸硫酸盐的开发可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袁克服
生产赖氨酸盐酸盐的缺陷遥生产赖氨酸硫酸盐的关键
在于控制产品吸湿性袁保证产品与其它饲料原料混合
均匀袁从而保证成品质量的均一性遥 众多研究及实践
证实袁肉鸡饲料中使用国产 65%赖氨酸硫酸盐袁其生
物学效价与进口 98.5%赖氨酸盐酸盐相当袁可以完全
替代进口赖氨酸遥本试验的主要目的是探讨肉鸡饲料
中使用国产 65%赖氨酸硫酸盐替代进口 98.5%赖氨

酸盐酸盐对肉鸡生长性能的影响袁评价国产赖氨酸硫
酸盐在肉鸡全价饲料中实际应用的可行性袁达到有效
降低饲料生产成本的目的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动物院新兴矮脚黄 A公鸡遥
试验饲料院2种不同处理的试验饲料袁 按温氏集

团肉鸡营养标准设计袁除赖氨酸来源不同外袁两种配
方营养水平及其它原料组成完全相同渊见表 1冤遥
1援2 试验方案设计

本试验选用 1日龄矮脚黄 A公鸡 1 740只试验袁
随机分为 2组袁每组 6个重复渊6个栏冤袁并按 1~25 d 尧
26~45 d尧46~63 d分为小鸡尧中鸡尧大鸡阶段遥其中第 1
组为对照组袁饲喂 98.5%赖氨酸盐酸盐曰第 2组为试
验组袁饲喂 65%赖氨酸硫酸盐遥
1.3 试验地点

试验在广东温氏集团生产部思劳试验场平养肉

鸡舍渊肉 3舍 12群冤进行遥

陈峰，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510642,广州市天河
区五山。

汪汉华、林金荣、罗晓彬、陈永均，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

收稿日期：2006-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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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阶段肉鸡不同赖氨酸源日粮配方

普通玉米渊kg冤
豆粕渊kg冤
混合油渊kg冤
石粉渊kg冤
磷酸氢钙渊kg冤
食盐渊kg冤
液体蛋氨酸渊kg冤
国产赖氨酸渊kg冤
进口赖氨酸渊kg冤
氯化胆碱渊kg冤
55%玉米蛋白粉渊kg冤
预混料渊kg冤
营养水平
代谢能渊MJ/kg冤
粗蛋白渊%冤
钙渊%冤
有效磷渊%冤
食盐渊%冤
赖氨酸渊%冤
蛋+胱氨酸渊%冤

国小
506.5
390.6
55.1
13.8
15
3.3
2.7
2
0
1
0
10

12.48
21

0.95
0.43
0.33
1.18
0.92

进小
508

390.3
54.6
13.8
15
3.3
2.7
0

1.3
1
0
10

12.48
21

0.95
0.43
0.33
1.18
0.92

国中
576.4
292.2
54.8
13.3
14.9
3.3
1.7
2.4
0
1
30
10

12.90
19
0.9
0.41
0.33

1
0.8

进中
578.3
291.9
54.1
13.3
14.9
3.3
1.7
0

1.5
1
30
10

12.90
19
0.9

0.41
0.33

1
0.8

国大
635.5
221.58

58.2
13.1
13.9
3.6
1.4
1.8
0
1
40
10

13.27
17

0.85
0.38
0.36
0.82
0.73

进大
636.9
221.3
57.7
13.1
13.9
3.6
1.4
0

1.1
1

40
10

13.27
17

0.85
0.38
0.36
0.82
0.73

项目

注院1.该配方组成为 1t饲料中各原料含量曰
2.预混料向每吨饲料提供 VA 10 000 000 IU尧VD 3 000 000 IU尧

VE 16 000 IU尧VK3 3 000 mg尧VB1 3 000 mg尧VB2 6 000 mg尧
VB6 3 000 mg尧VB12 20 mg尧生物素 80 mg尧铜 12 mg/kg尧铁 100 mg/kg尧
锌 80 mg/kg尧锰 120 mg/kg尧硒 0.3 mg/kg遥

2 试验期饲养管理

自由采食袁充足饮水袁常规防疫袁其它一切管理均
按集团公司编制的叶肉鸡饲养管理手册曳严格执行遥各
组各栏除使用的饲料不同外袁其它的饲养管理方法完
全一致遥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不允许在饲料中额外添加
其它氨基酸遥
3 测定指标与方法

3.1 生产性能指标测定

试验初均重尧试验末均重尧平均日增重尧料肉比尧
日采食量尧成活率遥
3.2 生产性能指标测定方法

试验初均重渊kg/只冤为每个试验阶段开始时每组
每只鸡的平均体重曰试验末均重渊kg/只冤为每个试验阶
段结束时每组每只鸡的平均体重曰平均日增重[g/(只窑d)]为
每试验阶段每组每只鸡每天的平均增重量曰料肉比为
每试验阶段每组饲料的消耗量与肉鸡的增重量之比曰
成活率渊豫冤为每阶段每组试验结束时存栏数占试验
开始时存栏数的百分比曰耗料量为每天逐栏记录供料
量袁各阶段结束时按栏计算耗料量遥
4 数据处理

用 SPSS数据处理软件对试验各组数据分阶段进
行方差分析与 LSD多重比较遥
5 结果与分析渊见表 2冤

表 2 两种赖氨酸源对各阶段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阶段

小鸡

中鸡

大鸡

全程

组别
1
2
1
2
1
2
1
2

试验初均重渊kg/只冤
0.034依0.00
0.034依0.00
0.45依0.01
0.44依0.01
1.05依0.02
1.05依0.04
0.034依0.00
0.034依0.00

试验末均重渊kg/只冤
0.45依0.01
0.44依0.01
1.05依0.02
1.05依0.04
1.74依0.03
1.74依0.05
1.74依0.03
1.74依0.05

平均日增重[g/渊只窑d冤]
16.50依0.34
16.43依0.33
30.23依0.70
30.13依1.56
38.21依1.00
38.32依1.30
27.06依0.54
27.03依0.79

日采食量渊g/只冤
28.20依0.47
27.99依0.20
72.37依0.66
71.60依1.24
109.9依1.38
110.2依1.21
65.43依0.61
65.19依0.56

料肉比
1.71依0.02
1.70依0.02
2.39依0.01
2.38依0.03
2.88依0.05
2.88依0.04
2.42依0.02
2.41依0.023

成活率渊%冤
98.51依1.54
99.54依0.36
99.76依0.58
100.0依0.00
99.16依1.00
99.06依0.86
97.47依0.58
98.62依0.43

试初重
渊kg/只冤
0.034
0.034

试末重
渊kg/只冤

1.74
1.74

平均增重
渊kg/只冤

1.706
1.706

耗料
渊kg/只冤
4.122
4.107

饲料费用
渊元/只冤
10.607
10.570

增重成本
渊元/kg冤

6.217
6.196

毛利
渊元/只冤

1.573
1.610

毛利比较
渊元/只冤

0.000
0.037

1
2

组别

表 3 肉鸡饲养成本及经济效益分析

试 验 研 究陈峰等：不同赖氨酸源对规模化饲养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袁2组间各项指标均不存在显著
性差异(P>0.05)袁国产赖氨酸硫酸盐组肉鸡的料肉比
与成活率还要略好于进口的赖氨酸盐酸盐组遥
6 经济效益分析渊见表 3冤

从表 3可以看出袁经济效益第 2组即用赖氨酸硫
酸盐组要比赖氨酸盐酸盐组好袁 表现为增重成本较
低袁而毛利高出 0.037元/只遥
7 结论

整个试验期各处理组对矮脚黄 A公鸡的生产性
能的方面影响差别不大袁 而在综合经济效益分析上袁
用国产赖氨酸硫酸盐组要好于进口赖氨酸盐酸盐组袁
所需的增重成本较低袁毛利较高(高出 0.037元/只)遥试
验结果表明袁赖氨酸硫酸盐能够替代赖氨酸盐酸盐用
于肉鸡饲料中袁 因此建议在生产实践中推广应用袁更
好地节省成本袁提高经济效益遥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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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宏祥 匡 伟 吴 敏 王春梅 赵国琦

摘 要 利用 3只装有永久性瘤胃瘘管的长江三角洲白山羊的瘤胃液，在体外厌氧条件下，研究
不同浓度的 茁-胡萝卜素（10、50 、100、200、500 mg/l）对瘤胃微生物体外发酵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培养
液中 茁-胡萝卜素浓度为 50、100、200 mg/l时，NH3-N浓度极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微生物蛋白
(MCP)浓度各处理组均高于对照组，且随 茁-胡萝卜素浓度的升高而增加，其中 200、500 mg/l处理组极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乙酸与丙酸比值和总挥发性脂肪酸(TVFA)产量受 茁-胡萝卜素浓度的影响
不显著（P>0.05）。试验结果说明了 茁-胡萝卜素可提高 NH3-N利用率，促进瘤胃微生物的生长。

关键词 茁-胡萝卜素；瘤胃微生物；体外发酵
中图分类号 S827

茁-胡萝卜素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袁具有特殊的生
物学功能袁并且是维生素 A最为重要的前体遥 饲料中
的 茁-胡萝卜素在瘤胃中被破坏约 35豫袁 而瘤胃对维
生素 A的破坏 (60%) 作用高于 茁-胡萝卜素渊Warner
等袁1970冤[1]遥 Tsuneo Hino等(1993冤用体外发酵法发现袁
茁-胡萝卜素能提高纤维素的消化率袁其可能机制是增
加了纤维素分解菌的数量[2]遥为阐明 茁-胡萝卜素是否
能直接影响瘤胃微生物的发酵活力袁试验采用体外厌
氧培养技术袁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茁-胡萝卜素
购自原瑞士 Roche(罗氏)维生素公司袁10豫CWS(水

溶性散剂)袁试验前用无菌厌氧水配制母液袁现配现用遥
1.2 瘤胃液的获取

本试验选用 3 头装有永久性瘤胃瘘管的长江三
角洲白山羊袁按体重的 4豫饲喂精粗比为 11尧粗蛋
白含量为 16豫的固定日粮袁自由饮水袁预饲 15 d遥试验
当日袁采用自制真空负压抽吸装置袁于喂料 5 h后通
过瘤胃瘘管分别从 3头羊的瘤胃前尧中尧后 3个部位
吸取等量瘤胃液袁经 4层纱布过滤于充满 CO2的无菌
瓶中袁迅速保温带回实验室用于接种培养[3]遥
1.3 发酵准备

体外发酵装置由恒温水浴摇床尧发酵瓶和 CO2钢

瓶组成遥发酵瓶进样口用橡皮塞密闭袁设有两个通路袁
一个进行气体交换袁一个供应 CO2遥人工唾液用 Menke
和 Steingass渊1988冤[4]的方法配制袁pH值为 7.1依0.15遥饲
料经 80目筛粉碎后作为发酵底物遥 发酵瓶和人工唾
液均于 116 益下灭菌 20 min袁发酵底物经紫外灯灭菌
后备用遥
1.4 试验设计及样品采集

在各发酵瓶中装入 1.00 g底物袁分别添加人工唾液
40 ml尧瘤胃液 20 ml尧不同浓度 茁-胡萝卜素母液 5 ml袁
使各处理组的培养液中 茁-胡萝卜素终浓度分别为
10尧50尧100尧200 尧500 mg/l袁对照组则以 5 ml无菌厌氧
水代替 茁-胡萝卜素母液袁混合均匀后置 39 益恒温水
浴摇床上进行 24 h厌氧培养遥 预设 0尧1尧3尧5尧8尧12尧
24 h 7个采样时间点袁各组在每个预设采样时间点均
设 3个重复遥发酵至预设点时袁收集各组培养液袁一部
分用于测定氨氮渊NH3-N冤浓度袁另一部分冻存于-20 益
冰箱内袁用于测定微生物蛋白渊MCP冤浓度和挥发性脂
肪酸渊VFA冤浓度遥 取样后袁该时间点的发酵瓶弃用遥
1.5 指标测定

NH3-N 浓度采用酚-次氯酸钠比色法测定曰MCP
浓度采用 Brandford法测定 [5]曰培养液 VFA 浓度采用
岛津 GC-14B型气相色谱仪测定遥
1.6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以 X依SD表示袁 用 SPSS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袁利用 LSD法进行多重比较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浓度 茁-胡萝卜素对瘤胃微生物体外发酵各
指标的影响渊见表 1冤

严宏祥，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225009，扬州。
匡伟、吴敏、王春梅、赵国琦（通讯作者），单位及通讯地址

同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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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见袁与对照组相比袁所有 茁-胡萝卜素处
理组的培养液中NH3-N浓度均降低袁 且 50尧100尧200 mg/l
处理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 渊P<0.01冤, 但 500 mg/l
处理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各处理组的
微生物蛋白(MCP)浓度均上升袁且随 茁-胡萝卜素添加
浓度的升高而增加袁200尧500 mg/l处理组 MCP浓度与
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袁其中 500 mg/l处理
组的 MCP浓度接近对照组的 2倍袁 这与 Tsuneo Hino
等渊1992冤的报道结果相一致遥 各处理组的 TVFA 浓
度尧 乙酸与丙酸的比值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不显著
渊P>0.05冤袁 这说明 茁-胡萝卜素对瘤胃发酵 VFA产量
和瘤胃发酵类型的影响不大袁但与对照组相比袁各处
理组 TVFA浓度均有所升高遥
2.1.1 茁-胡萝卜素对瘤胃微生物体外发酵中 NH3-N
和 MCP浓度的影响(见图 1尧图 2)

0 3 6 9 12 15 18 21 24

30
25
20
15
10
5

对照组
50 mg/l处理组
200 mg/l处理组

10 mg/l组
100 mg/l处理组
500 mg/l处理组

发酵时间渊h冤
图 1 不同浓度 茁-胡萝卜素对 NH3-N浓度的影响

0 3 6 9 12 15 18 21 24

0.18
0.16
0.14
0.12
0.10
0.08
0.06
0.04
0.02
0.00

对照组

100 mg/l处理组
10 mg/l处理组

500 mg/l处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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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浓度 茁-胡萝卜素对 MCP浓度的影响

由图 1可见袁对照组与各处理组的氨氮浓度曲线
的动态变化趋势相似袁均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再升高
的趋势袁 但对照组在发酵 5 h时 NH3-N浓度达到峰
值袁 而在此之前各处理组的 NH3-N浓度均已经出现
下降趋势遥 各处理组的 NH3-N浓度谷值均比对照组
有所推迟袁 从 NH3-N浓度的具体数值来看袁 在发酵
3耀24 h之间袁均比对照组低袁且 200 mg/l处理组在发
酵 24 h时 NH3-N浓度与其它各组相比最低遥 由图 2
可见袁在发酵 5 h后袁各处理组 MCP浓度均比对照组
高袁 尤以 500 mg/l组在发酵 5 h时 MCP 浓度达到峰
值且与其它各组相比差异极显著(P<0.01)袁但随后迅
速下降而低于 200 mg/l处理组遥
2.1.2 茁-胡萝卜素对瘤胃微生物体外发酵中乙酸与
丙酸比值和 TVFA浓度的影响(见图 3尧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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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浓度 茁-胡萝卜素对乙酸与丙酸比值的影响

由图 3可见袁在发酵 8 h 之前袁各组之间乙酸与
丙酸的比值差别并不明显袁 但在其后的 12 h和 24 h
时间点显示袁10尧50尧100尧200 mg/l处理组的乙酸与丙
酸比值要高于对照组袁 且在 24 h时间点与对照组相
比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袁虽然各时间点的平均值差异
均不显著渊表 1冤遥图 4可见袁各组的 TVFA产量在发酵
24 h时比较接近渊P>0.05冤袁但在 5 h和 8 h时间点出
现了一些差异袁200 mg/l处理组与对照组相比达到了
差异极显著水平渊P<0.01冤遥

组别
对照组
10 mg/l处理组
50 mg/l处理组
100 mg/l处理组
200 mg/l处理组
500 mg/l处理组

氨氮(mmol/l)
21.89依3.00a
17.11依2.92b
14.00依4.56bc

16.00依3.20bc

14.44依3.74bc
21.11依2.01a

微生物蛋白(mg/ml)
0.055依0.029a
0.057依0.028ab
0.076依0.024acd

0.077依0.024acd

0.097依0.025cd
0.100依0.039d

总挥发性脂肪酸(mmol/l)
96.276依51.85a
96.45依49.11a

110.31依51.37a

99.44依45.58a
111.27依53.76a
115.56依51.11a

乙酸:丙酸
3.89依1.66a
4.14依1.31a

4.29依0.97a

4.32依1.10a
4.05依1.11a
3.82依1.46a

表 1 不同浓度 茁-胡萝卜素对山羊瘤胃微生物体外发酵 24 h的影响（平均值）

注:同列数据肩标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曰相邻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曰相隔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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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浓度 茁-胡萝卜素对 TVFA浓度的影响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袁在整个试验期间袁添加 茁-胡萝卜素
处理组的 NH3-N浓度比对照组显著降低袁 并且 MCP
浓度各处理组均比对照组要高袁 表明 茁-胡萝卜素可
能促进了部分微生物的生长袁 从而提高了 NH3-N的
利用率袁增加了菌体蛋白的产量袁这与 Tsuneo Hino等
(1992)的报道结果相一致遥 在本试验条件下添加 500 mg/l
的 茁-胡萝卜素处理组与对照组相比袁NH3-N浓度差
异不显著袁而 MCP浓度极显著提高袁其原因可能是纤
维素利用菌的极显著增加竞争抑制了氮素的降解或

利用菌的数量遥 乙酸与丙酸比值和 TVFA平均值各组
之间差异均不显著袁 说明 茁-胡萝卜素并未明显影响
瘤胃发酵类型和活力袁 但处理组 TVFA 浓度有所提
高遥 有关 茁-胡萝卜素在瘤胃中的具体变化以及其促
进瘤胃微生物生长的具体作用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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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克动物营养公司最近推出一项名为 PhycheckTM的崭新服务，这项服务可以帮助饲料生产商和肉鸡养殖户在

使用新一代植酸酶产品———福磷生 XP时将节约的饲料成本实现最大化。

这项服务的核心是一种独特软件系统，它能够为每位顾客根据植酸酶含量、日粮中的植酸水平和鸡的日龄，计算出

磷、钙、氨基酸和能量的基价。配方师可以利用这些由科学方法获得的基价将新一代植酸酶产品的使用得到最合理的优

化，同时也能节约最多的饲料成本。该项新服务是基于在美国、加拿大、巴西、英国和澳大利亚进行的有关家禽消化能力

和生长表现的试验而研发，通过这些试验获得了超过 100份单独的数据。随后在美国 Auburn大学以及英国农业发展咨

询服务中心（ADAS）进行的试验均证明通过该软件获得的基价和推荐添加量有效。

Gary Patridge博士（丹尼斯克动物营养全球技术总监）评论说，过去在饲料配方中添加植酸酶时都是根据固定的营

养物基价来计算，但是植酸酶的使用效果会因为日粮中的植酸水平、鸡日龄以及植酸酶的含量不同而产生变化。这项新

研发的服务可以帮助营养学家避免禽类生产表现下降的风险，将使用植酸酶所能获得的经济价值最大化。以使用“简单

的”玉米－豆粕基础的日粮为例，根据最新的饲料报价计算，美国的养殖户可以将净饲料成本降低约 6美元 /t，这比使用

普通植酸酶以及按照钙、磷、能量和氨基酸固定基价计算的方法额外多节约 1.50～2.00美元 /t的饲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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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轭亚油酸渊Conjugated Linoleic Acid袁CLA冤是一
类含有共轭双键的十八碳二烯酸渊亚油酸冤异构体混
合物的总称袁有位置异构和几何异构两类袁其中顺 9袁
反 11原CLA和反 10袁 顺 12原CLA为其主要活性成分袁
其含量约占 CLA混合物总量的 80豫遥 CLA与亚油酸
渊LA冤 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结构式上两个双键连接方式
的不同袁CLA的两个双键是通过一个碳-碳单键直接
连接的袁即所谓的共轭连接曰而 LA的两个双键之间则
隔着一个亚甲基遥CLA广泛存在于动尧植物食品中袁但
含量差异很大遥一般而言袁动物性食品渊尤其是反刍动
物来源的食品冤中的 CLA含量比植物性食品高遥

经医学研究证明袁CLA 是最新提出的具有抗癌
渊O'Shea等袁2000冤尧抗动脉粥样硬化渊Lee等袁1994冤尧加
强免疫功能渊Hontecillas 等袁2002冤尧建造骨骼渊Li 等袁
1998冤尧防止糖尿病渊Houseknecht 等袁1998冤等作用的
天然脂肪酸遥 而在动物方面袁CLA作为一种营养重分
配剂来调控动物体脂肪沉积的报道也越来越多遥
1 CLA对动物体脂肪沉积的影响
1.1 对猪体脂肪沉积的影响

生长肥育猪渊阉公猪尧母猪冤饲粮中添加纯 CLA
(0.12豫耀2.7豫)能提高眼肌面积袁降低背膘厚度渊Corino
等袁2003曰Meadus等袁2002 曰Thiel-Cooper等袁2001冤袁其
原理是院淤CLA降低机体脂肪沉积的效果与添加水平
和时间有关袁添加水平越高尧时间越长袁其改变机体瘦
肉脂肪沉积的效果越明显渊孙冬岩袁2004曰Wiegand等袁
2002曰Ostrowska等袁1999冤曰于还可能与性别有关袁饲粮
中添加 CLA在提高瘦肉率时对公猪的效果较母猪明
显渊Tischendorf等袁 2002冤曰盂可能与体重有关袁猪体重
超过 91 kg袁 添加 CLA 才有降低脂肪沉积的效果

(Thiel-Cooper等袁2001)曰 榆猪的基因型不同也可能会
影响 CLA对机体脂肪沉积的作用(Wiegand等袁2001)遥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袁生长肥育猪饲粮中添加 CLA
并不影响猪的背膘厚度(Corino等袁2005)袁甚至可以提
高背膘厚度(Ramsay 等袁2001)袁这可能是由于试验时
选择的母猪背膘厚度太低(14 mm)袁是其正常生长的
低限遥
1.2 对鼠体脂肪沉积的影响

鼠类(大鼠或小鼠袁雌性或雄性)日粮添加 0.25豫耀
3豫纯 CLA袁 可以降低机体脂肪组织含量 (Ide袁2005曰
Bhattacharya等袁2005曰Terpstra等袁2002曰Sisk等袁2001曰
Stangl 等 袁2000曰Tsuboyama -Kasaoka 等 袁2000曰Javadi
等袁2004)袁 这种降低机体脂肪沉积的作用与饲养方式
(限饲与非限饲)无关(Terpstra等袁2002)袁不同的添加水
平 (Zabala 等袁2006)和不同的饲料能量 (高脂尧低脂 )
(Bhattacharya 等 袁2005曰Tsuboyama -Kasaoka 等袁2000曰
West等袁1998)对降脂结果影响也不大袁但会受到鼠类
基因型和脂肪位置的影响遥 Sisk等(2001)认为袁小鼠日
粮中添加 CLA可以降低瘦肉型小鼠脂肪垫重量袁提高
肥胖型小鼠脂肪垫重量遥West等(1998)报道袁小鼠日粮
中添加 CLA对其腹膜后脂肪垫的降脂作用最大袁对附
睾脂肪垫的降脂作用最小遥鼠类日粮中添加 CLA同时
辅以有规律的运动则可以进一步降低脂肪含量(Bhat鄄
tacharya等袁2005)遥 日粮中添加 CLA能降低机体脂肪
沉积还存在异构体差异遥Kang等(2004)报道袁日粮添加
反 10袁顺 12原CLA可以降低小鼠体内脂肪含量遥
1.3 对其它动物体脂肪的影响

Corino等(2002)报道袁兔日粮中添加 0.16豫尧0.32豫
纯 CLA 可以降低肾周围脂肪沉积 遥 Baumgard 等
(2001尧2002)认为袁经产荷斯坦奶牛每天注射 3.5尧7尧14 g
反 10袁顺 12原CLA可以降低乳脂率遥 Gillis等(2004)研
究发现袁小母牛日粮中添加 0.62豫纯瘤胃保护 CLA可
以线性提高背部脂肪厚度渊P<0.05冤袁不影响背最长肌
面积遥
2 CLA调节动物体脂肪沉积的作用机理
2.1 影响脂肪酸氧化

Evans等渊2002冤研究发现袁反 10袁顺 12原CLA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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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增强细胞内脂肪酸的氧化来降低 3T3原L1脂肪前
体细胞内甘油三酯沉积遥Stangl等渊2000冤认为袁CLA降
低大鼠体内脂肪沉积可能是因为 CLA的添加加速了
与甘油三酯相连的脂肪酸的分解与氧化袁进而降低血
清极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造成的遥
2.2 影响酶类活性及其基因表达

脂肪组织和肝脏中与脂肪代谢有关的酶类主要

有硬脂酰辅酶 A去饱和酶 渊Stearoyl-CoA Desaturase,
SCD冤尧脂蛋白脂酶渊Lipoprotein lipase, LPL冤尧脂肪酸合
成酶 渊Fatty Acid Synthetase, FAS冤尧 激素敏感脂酶
渊Hormone-sensitive lipase, HSL冤等遥
2.2.1 影响 SCD 活性及其基因表达

SCD 是细胞内单不饱和脂肪酸生物合成的限速
酶袁主要催化硬脂酸渊C180冤和棕榈酸渊C160冤合成
油酸渊C181冤和棕榈油酸渊C161冤的反应遥这些单不
饱和脂肪酸是构成体内粘膜磷脂尧胆固醇酯以及甘油
三酯的主要物质遥 SCD活性的降低会减少脂肪细胞对
脂肪酸的摄入量袁脂肪沉积减少遥

有关鼠类的研究报道袁 添加 CLA可以降低鼠乳
腺尧肝脏中 SCD活性袁并不影响 SCD mRNA表达渊Lin
等袁2004曰Park等袁2000冤遥 Choi等渊2001冤使用 CLA 处
理人肝瘤细胞系 HepG2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袁 这说
明 CLA降低酶活性是在转录翻译后才发生作用的遥
但也有不同的结论袁Choi等渊2000冤发现袁CLA 可以抑
制 3T3原L1 前体脂肪细胞 SCD 活性以及 SCD mRNA
表达遥 Kang等渊2004冤在小鼠的试验中也得到了相同
的结果遥以上试验的共同之处袁即反 10袁顺 12原CLA的
抑制酶活性作用大于顺 9袁反 11原CLA的遥关于猪上的
试验报道袁 饲粮中添加 CLA 可以降低脂肪组织中
SCD活性(Smith等袁2002曰Bee袁2000)遥 Heckart等(2000)
认为袁CLA对 SCD mRNA表达的影响与基因型有关袁
在普通瘦肉型小母猪饲粮中添加 CLA可以降低 SCD
mRNA表达袁 而在高瘦肉型猪饲粮中添加 CLA则可
以提高 SCD mRNA表达遥

总之袁添加 CLA可以降低 SCD活性袁至于对 SCD
mRNA表达的影响则与动物种类和基因型等有关袁两
种异构体间反 10袁顺 12原CLA抑制酶活性的作用大于
顺 9袁反 11原CLA的抑制酶活性遥
2.2.2 影响 LPL 活性及其基因表达

LPL可将血液中的乳糜微粒和极低密度脂蛋白
所携带的甘油三酯水解成甘油和脂肪酸袁形成的游离
脂肪酸既可以作为肌肉组织中能量的来源袁又可以以
甘油三酯的形式贮存在脂肪细胞中遥 LPL位于毛细管

内皮细胞表面的硫酸类肝素上袁 当添加肝素时袁LPL
就很容易被释放出来袁所以袁此时测定的 LPL被称之
为肝素释放-脂蛋白脂酶(H-LPL)遥 LPL活性升高会导
致肥胖遥

生长肥育猪渊孙冬岩袁2004冤及大鼠渊Xu等袁2003冤
的试验都证实了其日粮中添加 CLA可以降低机体脂
肪组织中 LPL活性遥Lin等渊2001冤报道袁CLA可以抑制
3T3-L1前体脂肪细胞中 H-LPL活性袁 但不同异构体
的作用不同袁顺 9袁反 11原CLA在低浓度渊0~100 滋mol/l冤
添加时有促进作用袁高浓度渊大于 100 滋mol/l冤添加时
出现抑制作用曰反 10袁顺 12原CLA 则一直表现抑制作
用遥Kang等渊2003冤认为袁添加 CLA 可以降低小鼠脂肪
组织 LPL基因表达曰而 Tsuboyama-Kasaoka等渊2000冤
却认为袁CLA对小鼠脂肪组织中 LPL mRNA表达并没
有影响遥
2.2.3 影响 FAS 活性及其基因表达

FAS主要催化体内乙酰辅酶 A和丙二酰辅酶 A
合成脂肪酸遥其活性降低袁脂肪酸生成减少袁影响脂肪
的合成与沉积遥

小鼠日粮中添加 CLA可以降低乳腺和脂肪组织
中 FAS mRNA表达渊Lin等袁2004曰Tsuboyama-Kasaoka
等袁2000冤袁 不影响肝脏 FAS mRNA 表达及活性渊Lin
等袁2004冤遥而其它一些研究报道认为袁小鼠渊Azain等袁
2000冤尧母猪和断奶仔猪渊Bee袁2000冤日粮中添加 CLA
对脂肪组织 FAS mRNA表达也没有影响袁 但可以提
高肝脏 FAS活性渊Javadi等袁2004冤遥
2.2.4 影响 HSL 活性

HSL在动物体内是分解甘油三酯的限速酶袁其活
性会受到激素的调控袁HSL浓度的升高会使脂肪分解
增加袁减少脂肪沉积遥孙冬岩渊2004冤认为袁CLA添加水
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生长肥育猪脂肪组织 HSL 活
性袁而饲喂时间对其影响不大遥
2.3 影响脂肪前体细胞增殖与分化

脂肪细胞的形成过程院首先是由起源于中胚层的
间充质干细胞分化成成脂肪细胞袁成脂肪细胞生长形
成前脂肪细胞袁前脂肪细胞再经一步增殖和分化成多
室脂肪细胞渊具有很多分离脂滴冤和单室脂肪细胞渊脂
滴融合成一个冤袁即成熟的脂肪细胞遥一旦脂肪细胞内
开始充盈脂滴袁就失去了增殖的能力袁而只能通过增
加油脂使体积增大遥成熟脂肪细胞形成前的某阶段受
到影响就会对脂肪细胞的数量以及甘油三酯的含量

产生影响袁从而影响到动物体脂肪含量遥
脂肪细胞分化过程中袁会受到多种标志基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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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院 淤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酌渊Peroxisome
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 酌袁PPAR酌冤尧CCAATT/增
强子结合蛋白 琢 (CAATT/enhancer binding protein 琢,
C/EBP琢)和脂蛋白脂酶渊LPL冤等在脂肪细胞分化早期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 曰 于脂肪细胞脂肪酸结合蛋白
渊adipocyte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 琢P2冤 在脂肪细胞
分化晚期起着主要作用曰盂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 1C
(regulatory element-binding protrin-lc袁SREBP-lc) 主要
介导脂肪酸生物合成遥

使用 CLA处理前体脂肪细胞可以抑制细胞增殖
渊Brandebourg 等 袁2005曰McNeel 等 袁2003曰Satory 等 袁
1999冤遥但 Brodie等渊1999冤则认为袁CLA对前体脂肪细
胞的影响可能与细胞融合有关袁 抑制融合前细胞增
殖袁促进融合后细胞增殖遥有报道认为袁CLA处理前体
脂肪细胞可以抑制细胞分化 渊Brandebourg等袁2005曰
Kang等袁2003冤遥 也有人认为袁CLA可以促进前体脂肪
细胞分化渊Ding等袁2000曰Satory等袁1999冤遥 而 McNeel
等渊2003冤则认为袁CLA处理前体脂肪细胞 2 d可以促
进细胞分化袁 在持续的时间里则抑制了细胞分化遥
CLA的存在影响了细胞在生长过程中多种基因表达
量的变化袁这些基因诱导脂质生成和降解袁从而影响
细胞增殖和分化遥 但是由于不同试验之间的差异袁这
些影响基因的表达量测定结果有很大分歧遥 另外袁使
用的 CLA形式以及纯度不同尧CLA处理方式不同尧使
用的细胞类型不同渊仔猪尧鼠等的细胞冤尧细胞培养方
法不同渊有血清培养与无血清培养冤等对试验结果也
有很大的影响袁还需要进一步证实遥
2.4 影响脂肪细胞的体积和数量

在生长肥育猪渊Corino 等袁2005曰孙冬岩袁2004冤
及鼠类 渊Azain 等 袁2000曰Tsuboyama -Kasaoka 等 袁
2000冤上的试验表明袁添加 CLA可以降低肥育猪尧鼠
类机体脂肪细胞大小而对其数量无影响遥 Heckart等
渊2000冤也认为袁日粮中添加 CLA 可以降低小母猪脂
肪细胞大小袁 对普通瘦肉型猪脂肪细胞大小的影响
最显著渊P<0.05冤遥
2.5 影响机体内瘦素水平

瘦素在脂肪代谢过程中影响 LPL活性以及脂肪
细胞分化等遥 Ramsay等渊2003冤认为袁添加猪瘦素可以
直接抑制前体脂肪细胞对脂肪酸的吸收袁间接抑制葡
萄糖向脂质转化遥

大鼠日粮中添加 CLA可以降低血清瘦素水平以
及脂肪组织中瘦素 mRNA 表达 渊Ide袁2005曰Bhat鄄
tacharya等袁2005冤遥 Gaullier等渊2005冤认为袁每天给健

康肥胖人提供 CLA 也可以显著降低其血清瘦素水
平遥 但也有报道袁日粮中添加 CLA并不影响牛的脂肪
组织以及血清瘦素含量 渊Gillis 等袁2004曰Baumgard袁
2002冤遥Corino等渊2002冤认为袁添加 CLA可以提高家兔
血浆瘦素水平袁 这说明 CLA降低机体脂肪沉积会伴
随瘦素水平的升高遥

虽然体内瘦素水平升高可以抑制脂肪生成袁但由
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袁CLA在降低机体脂肪沉积的同时
并不一定伴随瘦素水平的升高袁所以瘦素水平可能还
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袁有待进一步研究遥
2.6 影响动物体能量消耗

CLA 降低动物机体脂肪沉积的另一方面机理可
能是增强了动物机体能量消耗袁并且这种能量消耗主
要表现在 3个方面院淤提高基础代谢率袁如提高心率尧
刺激平滑肌收缩和脂肪细胞内的脂解作用曰于提高食
物热效应袁即机体在消化尧吸收尧代谢尧存贮营养物质
时所需的能量曰 盂增加动物机体的活动量 (West等袁
2000)遥 有关这 3种机制的研究报道不多袁一般都是以
能量消耗(energy expenditure, EE冤或呼吸熵渊respirato鄄
ry quotient, RQ)的形式来表示的袁尚有待进一步探讨遥

日粮添加 CLA可以提高鼠类能量消耗袁 使得动
物体内能量存贮降低袁 脂肪沉积减少 渊Terpstra等袁
2002曰West等袁2000曰West等袁1998冤遥 有关 CLA对 RQ
值影响的报道不一遥 Azain和West认为袁大鼠日粮中
添加 CLA可以降低 RQ值袁 可能是由于 CLA增加了
脂质降解袁 产生大量脂肪酸袁 从而减少脂肪沉积
渊Azain 等袁2000曰West 等袁1998冤遥 West等渊2000冤则认
为 袁CLA 的添加并不影响 RQ 值和能量摄入量 遥
Bouthegourd 等渊2002冤认为袁日粮中添加 CLA 可以减
少大鼠体内甘油三酯的沉积袁但整个试验期间以上的
3个方面能量消耗均不受 CLA处理的影响遥
3 小结

通过添加 CLA来降低机体脂肪沉积作用是比较
确定的袁且添加量低于 1豫就可以产生效果袁反 10袁顺
12原CLA的作用效果大于顺 9袁反 11原CLA的遥

其作用机理可能是院淤通过降低 SCD尧LPL尧FAS尧
HSL活性来降低机体脂肪沉积袁对其基因表达的影响
报道尚不一致曰于通过抑制前体脂肪细胞增殖尧降低
脂肪细胞大小尧增加动物体能量消耗来降低机体脂肪
沉积袁而对前体脂肪细胞分化尧体内瘦素水平的影响
结果不一遥

（参考文献 52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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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代谢研究的中心任务是阐明动物能量收支各

组分之间的定量关系袁 并研究各种生态因子和不同的
生长时期尧不同的生理状态对这些关系的作用袁探讨动
物调节其能量分配的生理生态学机制袁 并从资源利用
的角度阐明物种在进化中的适应性问题袁 为人工养殖
及其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和技术措施遥 鱼类摄食的能量
除用于生长外袁很大部分能量因代谢活动而被消耗遥当
环境条件改变时袁 需要消耗一定能量以适应环境的变
化遥因此袁在鱼类能量代谢研究中袁主要研究环境因子尧
摄食和鱼类自身的生长对其能量代谢的影响遥
1 环境温度对代谢活动的影响

鱼类属于变温动物袁 鱼类的体温随水温而变动遥
鱼体内的代谢是一系列的酶促反应袁水温的变化会影
响酶的活性袁因此代谢率也会随之而变化遥 当环境温
度改变时袁鱼体内的生理活动将受很大的影响遥 谢小
军等(1993)[1]研究发现袁温度对南方鲇的食物转化为净
能的效率有明显的正效应袁主要是通过温度作用于消
化率的机制实现的遥 崔奕波等(1995)[2]试验发现袁在适
温范围内袁草鱼摄食率尧生长率随水温升高而增加袁最
大摄食率与水温的关系为 =0.040 5 2. 324遥 当食物不
受限制时袁 鱼类摄食率及生长率随水温上升而增加袁
但水温超过某一最适水温时袁摄食率及生长率急剧下
降袁 草鱼摄食及生长的最适水温为 30 益遥 张美昭等
(1999)[3] 研究结果表明袁 温度对牙鲆幼鱼的耗氧率及
CO2的排出率有明显的影响袁温度与标准代谢率呈正
相关关系遥 杨振才等(1995)[4]发现袁温度对个体较大的
鲇鱼的静止代谢率影响较小遥崔奕波等(1990)[5]试验发
现袁真 标准代谢率以及摄食后的代谢率随着水温的

升高而增大袁 在 28 益时的标准代谢率以及摄食后的
代谢率分别为 20 益时的 1.4 倍和 1.3 倍遥 孙耀等
(1999)[6] 研究了黑鲷能量收支及温度对能量分配模式
的影响袁结果表明袁黑鲷的摄食率尧生长率尧总代谢率

和排泄率均随温度上升而呈减速增长趋势袁不同温度
条件下黑鲷的能量收支式为:

(11.2依1.98) 益袁100 =6.09 +9.38 +77.56 +7.02 曰
(14.7依0.45) 益袁100 =6.76 +8.75 +72.77 +11.82 曰
(19.8依0.47) 益袁100 =2.75 +8.94 +73.52 +14.79 曰
(25.0依0.50) 益袁100 =1.16 +9.18 +77.30 +12.81 遥

式中院 要要要食物能曰
要要要粪便能曰
要要要排泄能曰
要要要代谢能曰
要要要生长能遥

黑鲷的能量收支分配模式随温度而显著变化袁其
中能量代谢分配率和排泄分配率随温度升高呈 U形
变化趋势曰而生长能分配率则恰恰相反遥 不同温度下
黑鲷的代谢能占了同化能的 83.25%耀91.70%袁生长能
仅占 8.30%耀16.75%遥 孙耀等(1999)[7]发现袁在试验温度
范围内袁 黑鲪的标准代谢率 (Rs) 和相对标准代谢率
(Rs`) 与体重之间的关系为 Rs均随体重增加而增大曰
Rs`则恰恰相反遥 钱国英(1999)[8]测定了加州鲈渊体重
20耀25 早冤在水温 18 益和 28 益时的标准代谢尧常规代
谢及活动代谢发现袁水温 28 益时的标准代谢率尧常规
代谢率和活动代谢率均比 18 益时相应的代谢率提高
近 员倍遥孙耀等(1999)[9]研究了温度对真鲷能量收支各
组分和能量收支分配模式的影响袁结果表明袁在试验
温度范围内袁真鲷的摄食率尧生长率尧总代谢率和排泄
率均随温度上升呈减速增长趋势袁二者之间的定量关
系均可用对数曲线加以定量描述遥真鲷的能量收支分
配模式为院

(11.2依1.98) 益袁100 =4.48 +9.55 +80.19 +5.78 曰
(14.7依0.57) 益袁100 =2.28 +8.99 +74.56 +14.16 曰
(19.4依0.44) 益袁100 =2.73 +8.00 +63.23 +26.03 曰
(23.1依 1.43) 益袁100 =2.94 +8.23 +65.76 +23.07 遥
从分配模式可以看出袁真鲷能量收支各组分的分

配率随温度显著变化袁其中代谢分配率和排泄分配率
随温度升高呈 U形变化趋势袁 而生长分配率和排粪
率则恰恰相反遥 雷思佳等(2000)[10]测定了台湾红罗非
鱼(体重 25.334耀26.225 早)在水温为 22尧28尧34 益时的
能量收支袁结果表明袁温度对台湾红罗非鱼的特定生
长率尧 饲料转化效率和最大摄食率均有显著影响袁28 益

鱼 类 能 量 代 谢 的 研 究
母昌考 崔 雪 王洪飞 王正斌

母昌考，孝感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432100，湖北省孝
感市交通西路特 1号。
崔雪，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王洪飞，云南省沾益县委党校。

王正斌，云南省宣威市龙场乡一中。

收稿日期：2006-09-04

《饲料工业》·圆园园6年第 圆7卷第 22期营 养 研 究

43



时上述各值均达到最大袁 分别为 1.79%尧60.01%和
2.59%遥 温度对食物能分配与能量支出各部分的比例
有显著影响袁28 益时生长能所占比率最高为 26.49%袁
代谢能所占比率为 37.23%遥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袁在
适宜的生长温度范围内袁大多数鱼类的消化率均随温
度的上升而增高袁随着温度的上升袁鱼类的代谢强度
增强袁主要表现为生理活动加强袁生长率及饲料转化
效率和最大摄食率增大袁生长积累增加遥
2 体重与代谢的关系

鱼类的基础代谢与体重有着密切的关系遥线薇薇
等(2001) [11]测定了温度为 (25.2依0.5) 益时花鲈的代谢
率袁结果表明袁在鱼体湿重为 4.64耀52.28 g[平均体重
(17.81依0.33) g] 范围内饥饿鱼的正常代谢能( )与体
重( )的关系式为 =15.37 0.744(r=0.934)遥 丁彦文等
(2000)[12]发现袁平鲷幼鱼代谢水平随着体重的增加而
逐渐降低遥崔奕波等[5]发现袁真 的最大摄食量随体重

及温度增加而增加遥 孙耀等(1999)[13]发现袁黑鲪的摄食
量尧生长量尧总代谢量尧排泄量及生态转换效率均随体
重增大而降低袁 其中排泄量随黑鲪体重变化幅度很
小袁各体重阶段黑鲪的能量分配模式为院

(30.50依8.66) g袁100 =3.74 +5.92 +44.25 +46.09 曰
(129.3依15.17) g袁100 =6.21 +6.62 +49.55 +40.74 曰
(201.17依21.37) g袁100 =3.15 +7.20 +53.39 +36.45 遥
孙耀等[7]还发现袁黑鲪的各能量收支分配率随体

重增大有较显著差异袁代谢能分配率和排泄能分配率
随体重增大呈线性增加的变化趋势遥以上研究结果表
明袁随鱼类体重的增加袁单位体重的代谢率呈下降趋
势遥 相对来说袁鱼类的个体越大袁代谢率越低遥
3 摄食对能量代谢的影响

摄食水平是影响鱼类生长和能量收支的一个重

要因素遥 摄食引起的代谢增加称为特殊动力作用,也
称为体增热(SDA)袁表现为体热的增加袁是在摄入的食
物转化为体内可利用的能源物质过程中的能量消耗遥
由于特殊动力作用主要是蛋白质代谢引起的袁食物中
的蛋白质含量对体增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袁摄食高蛋
白质食物的代谢率大于摄食低蛋白质食物的代谢率袁
而且肉食性鱼类的特殊动力作用大于杂食性鱼类遥朱
小明等(2001)[14]认为袁饲料中氨基酸不平衡尧动物生长
活跃尧特别是蛋白质代谢活跃尧饲料中脂肪过高或过
低都会导致 SDA耗能增加遥 通常 SDA随饲料中蛋白
质比例的提高而增加袁随日粮水平提高而增加遥 朱晓
鸣等(2000) [15]在 30 益水温下,测定异育银鲫从饥饿到
饱食 6个摄食水平下的生长和能量收支袁 结果发现袁

随着摄食水平的增加袁鱼体干物质和能量含量尧表观
消化率呈上升趋势袁湿重特定生长率随摄食水平的增
加呈线性上升袁 干重和能量特定生长率呈对数增加袁
排泄能和总代谢耗能占摄入食物能的比例不受摄食

水平的影响遥 最大摄食水平下的能量收支式为院
100 =12.32 +3.21 +63.74 +20.72
杨振才等(1996)[16]在 25 益不同日粮水平(饥饿耀体

重的 源豫)条件下袁测定了 31尾鲇鱼(体重 72.9耀133.3 早)的
日总代谢率和静止日总代谢率袁并计算出了鲇鱼的特
殊动力作用和活动代谢率袁 结果发现袁SDA的能量支
出占摄入能量的 22.14%遥 刘红等(1996)[17]测定条纹石
鮨幼鱼的代谢及能量的收支情况时发现袁 处于饱食
(日摄食率 4.0%)及维持状态 (日摄食率 1.5%)下袁 SDA
总耗能量分别占摄入能的 13%和 35.8%遥 不同摄食水
平下条纹石鮨的能量收支方程分别为院

饱食状态时袁100 =8.4 +7.8 +13.0SDA+36.9( +
)+33.9 曰
维持状态时袁100 =7.8 +4.1 +35.8SDA+52.3( +

)( =0)曰
减重状态(日摄食率 0.4%)时,(1.8 +8.1 +57.4 )/

(14.4 +85.6 )=67.3 %遥
式中院 要要要为标准代谢能曰

要要要为活动代谢能曰
要要要从体内物质中获得能量遥

线薇薇等[11]发现袁花鲈摄食代谢与摄食量呈线性
正相关关系袁 摄食代谢水平为正常代谢水平的 1.8耀
2.4倍遥 钱国英[8]也发现袁加州鲈给食时的活动代谢率
显著高于不给食的活动代谢率遥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
出袁摄食代谢与摄食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袁摄食量增
加袁摄食代谢量也随之升高遥
4 盐度对能量代谢的影响

水中含盐量的变化对鱼类的耗氧量有一定的影

响袁这主要是水中含盐量发生变化时袁鱼类要消耗更
多的能量来调节其体内的渗透压[5]遥 丁彦文等[12]发现袁
平鲷幼鱼在早期生长阶段袁对水环境变化的反应比较
敏感袁其代谢水平随着盐度的降低而提高遥 在低盐度
环境下的耗氧率较高袁随着海水盐度的增加而耗氧率
降低遥然而随着幼鱼的长大袁这种差异变得不明显袁表
明盐度对平鲷幼鱼耗氧率的影响较大遥 邱德依等
(1995) [18]试验证明袁盐度对鲤鱼摄食和特定生长率具
有显著的影响遥 雷思佳等(1999)[29]测定了台湾红罗非
鱼在淡水和盐度为 7译尧14译尧21译尧28译和 35译时的
能量收支遥 结果表明袁盐度对台湾红罗非鱼的特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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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尧饲料转化效率和最大摄食率均有显著影响遥 盐
度为 14译时袁 特定生长率和饲料转化效率均达到最
高水平袁分别为 1.43%/d和 51.88%遥 戴祥庆等(1998)[20]

研究发现袁盐度对大规格花鲈鱼种能量收支各组分的
影响大于温度袁花鲈夏花鱼种和大规格鱼种分别在盐
度为 5译和 10译时能获得最佳的能量分配模式遥
5 日粮水平对鱼类能量代谢的影响

鱼类的能量代谢还与日粮水平有关遥 孙耀等[21]以
玉筋鱼为生物饵料研究了摄食水平和饵料种类对真

鲷能量收支各组分和能量收支分配模式的影响遥结果
表明袁真鲷的生长量尧总代谢量尧排泄量及生态转换效
率均随日粮水平升高呈减速增长趋势袁二者之间的定
量关系均可用对数曲线加以定量描述遥依据各收支过
程的量化结果袁得到真鲷的能量分配模式:

100%日粮水平袁100 =4.60 +7.83 +66.11 +21.46 曰
78.4%日粮水平袁100 =5.83 +7.47 +55.91 +30.80 曰
50.1%日粮水平,100 =4.34 +7.76 +59.75 +28.15 曰
27.6%日粮水平袁100 =2.73 +8.00 +63.23 +26.03 遥
真鲷的各能量收支分配率随摄食水平不同有较

显著差异袁代谢能分配率和排泄能分配率随摄食水平
增大呈 U型变化趋势袁 而生长能分配率却恰恰相反遥
孙耀等[21]发现袁黑鲷的生长量尧总呼吸代谢量尧排泄量
及生态转换效率均随日粮水平升高呈增长趋势袁各能
量收支分配率随摄食水平不同有较显著差异遥杨振才
等[16]发现袁鲇鱼日总代谢率和活动代谢率随日粮水平
的升高呈 灾形变化袁 分别在每天摄食量约 1%和 2%
时最低遥 孙耀等(2001)[22]发现袁黑鲪的能量收支模型随
摄食水平不同有较明显差异袁黑鲪的生长量尧总代谢
量尧排泄量及生态转换效率均随摄食水平升高呈增长
趋势遥 通常情况下袁日总代谢随日粮水平的增加而增
加袁日总代谢与静止代谢的比值也随日粮水平的增加
而增加遥
6 其它因素对能量代谢的影响

除以上因素外袁还有许多因素对鱼类的能量代谢
造成影响袁如光照尧溶解氧尧性别等遥丁彦文等[12]对平鲷幼
鱼耗氧率进行研究发现袁在各盐度条件下袁光照对平
鲷幼鱼的代谢水平有很大的影响曰饥饿时消耗体内能
量维持生存曰当溶氧不足时袁鱼类不能正常生存袁要消
耗更多能量以维持生存遥 朱鸣晓等(2001)[23]在 30 益水
温下进行鮈鲫摄食-生长试验袁 研究了从饥饿到饱食
5个摄食水平对不同性别稀有鮈鲫的生长和能量收
支的影响袁结果表明袁鱼体干物质和能量含量不受摄
食率和性别的影响遥随着摄食率的增加袁雌鱼的湿重尧

干重和能量以及特定生长率均呈双对数增加曰雄鱼湿
重尧特定生长率呈双对数增加袁而干物质和能量特定
生长率呈指数增加曰 雄鱼生长速度及摄食率低于雌
鱼遥 随着摄食率的增加袁食物能损失于粪便中的比例
均呈上升趋势袁 损失于排泄物中的比例变化不大袁呈
下降趋势曰用于代谢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袁用于生长的
比例呈上升趋势遥除饥饿组外袁在各个摄食水平袁雌鱼
食物能用于代谢的比例较雄鱼低袁而用于生长的比例
较雄鱼高遥不同的鱼类袁不同的发育阶段袁能量代谢的
分配不同袁在未成熟以前袁大部分能量用于生长袁因而
生长能所占的比例较大袁当达到成熟之后袁用于生殖
的能量比较高遥

有关鱼类能量代谢方面的研究国内外都很多袁但
很多研究结果都是在实验室条件下得出的袁与自然环
境条件下鱼类的能量代谢还有一定差别袁因为对能量
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一般不是单独起作用袁往往是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袁因此在生产上鱼类能量的具
体分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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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大豆异黄酮甙元

大孔吸附树脂是一种多孔性的高分子材料袁具有
多孔性和较大的比表面积袁主要通过物理作用从溶液
中有选择性地吸附有机物质袁从而达到分离纯化的目
的遥 经大孔吸附树脂纯化的大豆异黄酮甙元纯度高尧
副产物少,将其作为生物活性成分添加到饲料中,从而
起到提高动物机体免疫力尧调节动物内分泌等诸多功
效遥 为了促进其进一步深入应用袁本文在掌握有关资
料的基础上袁结合自身的实际工作袁研究大孔吸附树脂
的性能及在纯化发酵液中大豆异黄酮甙元的应用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大孔吸附树脂(购于天津南开大学化工厂)
AB-8(弱极性)尧NKA-9(极性) 尧S-8(极性) 购于天

津南开化工厂遥
1.2 试剂

甲醇(色谱纯)尧乙酸乙酯(分析纯)尧乙酸(分析纯)尧
无水乙醇(分析纯)尧正己烷(分析纯) 尧超纯水(0.22 滋m级)遥
1.3 主要仪器

高效液相色谱仪渊日本岛津 LC-6A冤尧十万分之一
电子天平渊Germany Sartorius BP211D冤尧高速台式离心
机 (上海安亭仪器厂 TGL-16C)尧 超纯水器 (HUMAN
Corporation HUMAN UP900)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超声
仪器有限公司 KQ-100B)尧色谱柱也BDS Hypersil C18
渊250伊4.6伊5冤页尧紫外扫描仪(日本岛津 UV-2550)尧真空

干燥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DZF原6020)尧旋转
蒸发器(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 RE-52AA)尧层析柱 (湖
北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500 mm伊25 mm)尧 尼龙微孔
滤膜(津腾公司 0.22 滋m)
1.4 试验方法

1.4.1 大豆异黄酮甙元粗提液的制备

向每瓶发酵完毕后的发酵液中加入 60 ml 正己
烷袁放入超声波清洗器超声震荡 30 min袁静止袁倒去上
层正己烷袁 接着用无水乙醇将发酵液定容至 300 ml,
超声波振荡 30 min袁将震荡好的样品迅速放入-22 益
的冰箱中冷藏袁过夜遥 次日袁以 3 000 r/min离心 10 min
后袁收集上清液袁并将上清液以 11的比例逐滴加入
到乙酸乙酯中袁摇匀并静止 1 h后袁再以 3 000 r/min
离心 10 min后袁收集上清液袁用 0.22 滋m的尼龙材质
的滤膜过滤袁得到大豆黄素和染料木黄酮的粗提液遥
1.4.2 大孔吸附树脂的预处理

取一定量的树脂放入烧杯中袁以无水乙醇溶剂浸泡
24 h袁充分溶胀后袁用无水乙醇洗脱袁洗至流出液与水以
12比例混合不产生浑浊后袁改用大量超纯水洗袁洗脱
至无乙醇味为止袁将大孔吸附树脂过滤后袁待用遥
1.4.3 大孔吸附树脂型号的选择

通过对不同型号大孔吸附树脂的静态吸附动力

学曲线和静态解吸动力学曲线的测定袁确定用于纯化
发酵液中异黄酮甙元的大孔吸附树脂的型号遥
1.4.4 洗脱条件的优化

通过大孔吸附树脂吸附速率尧洗脱剂浓度尧洗脱
速率尧洗脱终点等因素的考察袁确定洗脱的最佳方案遥
1.4.5 大孔吸附树脂纯化发酵液中大豆异黄酮甙元

的试验

用最佳型号的大孔吸附树脂,在经过优化的洗脱

大孔吸附树脂纯化大豆发酵液中
大豆异黄酮甙元的研究

吴传茂 董 青 吴周和 孙正博 李文彬

17 刘红,肖雨,汲长海,等.条纹石 摄食强度与代谢及能量收支间的

关系[J]. 水产科技情报,1998,25(5):211耀216
18 邱德依, 秦克静.盐度对鲤能量收支的影响[J].水产学报,1995,19

(1):35耀42
19 雷思佳,叶世洲，李德尚,等. 盐度对台湾红罗非鱼能量收支的影

响[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1999,18(3):256耀259
20 戴祥庆,肖雨,董娟,等.温度、盐度对花鲈能量收支的影响[J].上海

水产大学学报,1998,7(1):1耀7

21 孙耀,张波,郭学武,等.日粮水平和饵料种类对真鲷能量收支的影
响[J].海洋水产研究 ,1999,20 (2):60耀65

22 孙耀,张波,唐启升,等. 摄食水平和饵料种类对黑 能量收支的影

响[J].海洋水产研究,2001,22(2):32耀37
23 朱晓鸣,解绶启,崔奕波,等.摄食水平和性别对稀有鮈鲫生长和能

量收支的影响[J].海洋与湖沼,2001,32(3): 240耀247
（编辑：沈桂宇，guiyu62@tom.com）

《饲料工业》·圆园园6年第 圆7卷第 22期 生产与工艺

46

mailto:guiyu62@tom.com


条件下,纯化发酵液中大豆异黄酮甙元遥
1.4.6 HPLC的检测条件

采用董青等渊2006冤细菌发酵大豆异黄酮甙元的
工艺及高效液相色谱检测遥
2 结果与讨论

2.1 大孔吸附树脂型号的选择

2.1.1 静态吸附动力学曲线

分别取经预处理好的 S-8尧NKA-9尧AB-8大孔吸
附树脂各 1 g袁 分别加入大豆黄素和染料木黄酮的标
样混合乙醇液 渊8.36伊10-4 尧6.56伊10-4 mg/ml冤60 ml袁在
25 益恒温下进行吸附袁以吸附剂与大豆总甙元接触时
为起始时间袁每隔 1 h取样一次袁连续取样袁用紫外分
光光度计在 260 nm处测定吸光度并绘制静态吸附动
力学曲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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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NKA-9A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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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种大孔吸附树脂对异黄酮甙元的静态吸附动力学曲线
由图 1可知袁这 3种树脂对大豆黄素和染料木黄

酮的平衡吸附量以及吸附速率的差异不大袁但相对而
言袁AB-8型大孔树脂无论在平衡吸附量还是吸附速
率都优于 S-8和 NKA-9型大孔树脂遥
2.1.2 静态解吸动力学曲线

将静态吸附的树脂过滤抽干袁 用无水乙醇解吸袁
每 15 min取样一次袁连续取样袁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在
260 nm处测定吸光度袁绘制静态解吸动力学曲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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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种大孔吸附树脂对异黄酮甙元的静态解吸动力学曲线

由图 2可知袁3种大孔吸附树脂对大豆黄素和染
料木黄酮解吸速率的差异不大袁但是 AB-8型大孔吸
附树脂比 NKA-9和 S-8型大孔吸附树脂解吸能力要
强遥这可能是由于大豆黄素和染料木黄酮均为弱极性
物质袁而 AB-8型大孔吸附树脂更适合这类弱极性物
质的分离遥

通过分析袁选择 AB-8型大孔吸附树脂作为分离
纯化发酵液中大豆异黄酮甙元的树脂遥
2.2 洗脱条件的优化

2.2.1 AB-8型大孔吸附树脂吸附速率的研究
取经过 1.4.2中方法处理过的 AB-8型大孔吸附

树脂 15 g上柱遥 室温条件下将大豆黄素和染料木黄
酮的标样混合乙醇液(8.36伊10-4尧6.56伊10-4 mg/ml)250 ml
滤液以 1尧2尧3尧4尧5尧6 BV/h 的流速流过大孔树脂柱
(500 mm伊25 mm)遥 以 5 BV 的超纯水洗脱后袁 再用
100豫乙醇以 1 BV/h的速度洗脱袁收集洗液袁用紫外分
光光度计在 260 nm处测定吸光度(BV表示层床体积,
如 2 BV表示两倍层床体积袁下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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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速率渊BV/h冤
图 3 吸附速率的选择

由图 3可知,当吸附速率为 1 BV/h时袁吸附效果
最好遥
2.2.2 洗脱剂浓度的考察

取经过 1.4.2中方法处理过的 AB-8型大孔吸附树
脂 15 g上柱遥 然后室温条件下将经 1.4.1中方法处理
后大豆发酵液的提取液 250 ml滤液以 1 BV/h的流速
流过大孔树脂柱(500 mm伊25 mm)遥 再以 5 BV的超纯
水洗脱后袁 分别用 20%尧40%尧60%尧80%尧100%乙醇各
250 ml袁1 BV/h洗脱吸附饱和的树脂袁收集洗液袁回收
溶剂袁用无水乙醇定容到 250 ml袁利用 HPLC测定大
豆黄素和染料木黄酮含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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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浓度渊豫冤
图 4 洗脱剂浓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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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可知院80%的乙醇洗脱效果最好袁 大豆黄
素和染料木黄酮的解吸率为 77.81%袁 故选择 80%的
乙醇作为洗脱剂遥
2.2.3 洗脱速率的考查

取经过 1.4.2中方法处理过的 AB-8型大孔吸附树
脂 15 g上柱遥 然后室温条件下将经 1.4.1中方法处理
后大豆发酵液的提取液 250 ml滤液以 1 BV/h的流速
流过大孔树脂柱(500 mm伊25 mm)遥 再以 5 BV的超纯
水洗脱后袁利用 80%的乙醇袁分别以 1尧2尧3尧4袁5 BV/h
的流速洗脱袁收集洗液袁用无水乙醇定容到 250 ml袁利
用 HPLC测定大豆黄素和染料木黄酮含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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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脱速度渊BV/h冤
图 5 洗脱速度的选择

由图 5可知袁80%的乙醇洗脱 2 BV/h能将大部分
大豆黄素和染料木黄酮解吸遥
2.2.4 洗脱终点的确定

取经过 1.4.2中方法处理过的 AB-8型大孔吸附
树脂 15 g上柱遥然后将经室温条件下 1.4.1中方法处
理后大豆发酵液的提取液 250 ml滤液以 1 BV/h 的
流速流过大孔树脂柱(500 mm伊25 mm)袁再以 5 BV的
超纯水洗脱后袁利用 80%的乙醇以 2 BV/h速度洗脱遥
按树脂层床体积(BV)收集洗脱液袁利用 HPLC测定大
豆黄素和染料木黄酮含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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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脱液用量渊BV冤
图 6 吸脱终点的选择

由图 6可知袁80%乙醇以2 BV/h速度洗脱袁 洗脱
液用量在 8 BV 内基本可将大豆黄素和染料木黄酮
洗净遥

2.3 AB-8型大孔吸附树脂纯化发酵液中大豆异黄
酮甙元

取经过 1.4.2中方法处理过的 AB-8型大孔吸附
树脂 15 g上柱袁 在室温条件下将 250 ml大豆黄素和
染料木黄酮的粗提液 (经 HPLC测得该粗提液中大豆
黄素和染料木黄酮两者的总含量为 1 389.12 滋g)以 1
BV/h的流速流过大孔树脂柱(500 mm伊25 mm)遥 将流
出液定容到 250 ml袁通过 HPLC测得流出液中大豆黄
素和染料木黄酮的总含量为 291.72 滋g袁AB-8型大孔
吸附树脂吸附了大豆黄素和染料木黄酮共 1 097.4 滋g袁
吸附率达到 79%遥

用 2 L超纯水清洗大孔吸附树脂柱, 然后用 80%
的乙醇 8 BV袁以 2 BV/h速率洗脱遥通过 HPLC测得解
吸液中大豆黄素含量为 286.96 滋g尧 染料木黄酮含量
为 538.03 滋g袁总量为 824.99 滋g遥 大豆异黄酮甙元解
吸率为 75.18%袁回收率为 59.39%遥

将解吸液旋转蒸发尧真空干燥后得到总干物质的
质量为 3.34 mg,大豆异黄酮甙元的纯度为 24.71%袁其
中大豆黄素占 8.59%曰染料木黄酮占 16.11%遥

通过比较色谱图发现袁发酵液经大孔吸附树脂处
理后袁杂峰明显消失袁且两种大豆异黄酮甙元得到富
集袁说明 AB-8型大孔吸附树脂用于纯化发酵液中大
豆异黄酮甙元的效果良好遥
3 讨论

3.1 由于发酵液为固液混合物袁 所以上柱前必须进
行预处理遥向发酵液中加入正己烷超声震荡的目的是
为了除去体系中的脂质曰向发酵液加入无水乙醇超声
波振荡并放入-22 益的冰箱中冷藏是为了除去体系
中的蛋白质曰将乙酸乙酯加入乙醇提取液中是为了除
去体系中的大豆皂甙曰用 0.22 滋m的尼龙材质的滤膜
过滤提取液是为了除去体系中大分子物质袁起到保护
HPLC色谱柱的作用遥
3.2 最后得到的总干物质中可能含有另外一种甙元

以及其它结合型糖甙袁由于没有相应的标准样品袁从而
无法测得它们的含量以及总的大豆异黄酮的含量袁所
以就大豆黄素和染料木黄酮而言袁其纯度相对不高遥
3.3 由于大豆黄素和染料木黄酮两种甙元分子结

构尧分子量等理化性质相似袁单纯利用大孔树脂很难
将两种物质分开遥 要将其分开得到纯度很高的单体袁
还需借助其它试验手段才能实现遥

（编辑：孙崎峰，sqf0452@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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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黄酮类化合物是一类具有植物雌激素活性尧增
强机体抗氧化能力尧提高免疫机能以及抗癌等多种功
效的生物活性物质袁很具有开发价值袁近年来成为国
内外的研究热点遥

目前袁国内对于各种植物中黄酮和异黄酮类化合
物的提取和精制工艺研究较多袁但将其应用于工业化
生产仍存在一些问题袁主要有以下两点院淤高投入袁低
产出袁导致成本过高遥 表现在生产耗时长尧耗能高尧污
染环境方面曰于由于仪器设备条件有限袁国内产品的
质量渊主要指高纯度和安全指标冤难以达到要求遥

因此袁要得到质优且成本较低的异黄酮产品袁仍
需对其生产工艺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袁 以找到一套更
适合于工业化生产尧更高效的生产工艺遥 本文对异黄
酮类化合物的几种主要精制方法的各自特点和应用

情况进行综述袁 希望为研究者提供一些研究基础和
参考遥
1 异黄酮类化合物的来源尧结构尧种类和理化性质

异黄酮类化合物主要存在于豆科植物渊如大豆尧
红三叶草尧野葛冤中袁目前已经发现的有几十种遥 这是
一类以 3-苯基苯并吡喃酮为母体的多羟基酚类袁由
于其结构与雌二醇相似袁故称为植物雌激素遥 不同来
源的异黄酮化合物的主要成分和含量也有所不同遥
按结构划分袁异黄酮类化合物主要有 3类院葡萄糖苷
配基尧葡萄糖苷尧酰基化葡萄糖苷袁在植物中主要以
后两种形式存在袁少量以游离配基的形式存在[1袁2]遥研
究表明袁 这 3种类型中以葡萄糖苷配基的生物活性
最高遥

异黄酮类化合物易溶于丙酮尧乙醇尧甲醇尧乙酸乙
酯等极性溶剂中遥在水溶性上袁与其结构有关袁游离形
式的配基水溶性最差袁基本不溶于水曰葡萄糖苷和酰
基化葡萄糖苷一般易溶于水袁但同是葡萄糖苷的染料
木苷却难溶于水袁 水中的溶解度在 4耀50 益时无明显

变化曰在 70耀90 益时其溶解度随着温度的升高而显著
增加遥 因此袁在用水溶液提取异黄酮时袁温度应超过
70 益遥酰基化葡萄糖苷在加热和碱性条件下可以水解
去掉酰基而转化成葡萄糖苷遥 碱水解的 pH 值为 8耀
13袁水解程度随 pH值及温度的升高而加大遥葡萄糖苷
在强碱尧高温或酶存在的条件下可水解去掉葡萄糖基
而转变成葡萄糖苷配基形式[3]遥
2 异黄酮类化合物的精制方法

2.1 吸附法

大孔树脂吸附法是吸附法精制的代表袁也是目前
对总异黄酮进行精制使用的最广泛也较为有效且环

保的方法遥 其工艺流程为院浸提液→吸附树脂吸附→
解吸→干燥。

其中浸提液吸附前需初步除杂渊如脱脂尧脱色尧除
蛋白尧澄清处理等冤袁吸附树脂需进行乙醇溶胀袁并用
稀酸及稀碱洗去残留有机物的预处理遥此工艺是采用
吸附树脂吸附浸提液中的大部分异黄酮类化合物袁去
除浸提液中的蛋白质尧单糖尧多糖及其它物质袁从而起
到精制作用遥 树脂吸附后用解吸液进行解吸袁将解吸
液干燥后即获得产物遥很多研究者用树脂吸附法对不
同来源的异黄酮粗提物进行精制试验发现袁纯度均有
不同程度的提高[4-7]遥 刘国庆[5]等渊2004冤在对大豆乳清
废水中异黄酮吸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表明袁采用了梯
度洗脱和二级吸附工艺发现袁只采用野纯水淋洗寅8%
乙醇淋洗寅80%乙醇洗脱冶的梯洗工艺可使纯度由一
次洗脱工艺的 8.8%增至 14.5%曰 结合二级吸附工艺袁
即将梯洗所得洗脱液浓缩至醇含量低于 5%袁 加水稀
释后再次上柱吸附袁则可使纯度增至 42%以上袁回收
率在 75%以上渊以染料木素为对照品的紫外分光光度
法测定冤遥蒋永红[6]等渊2002冤在对大豆异黄酮提取分离
工艺的探索中袁 使用 D101-A型大孔树脂进行纯化袁
采用野吸附寅水洗寅20豫乙醇淋洗寅80豫乙醇解吸冶的
工艺发现袁 水洗和 20豫醇洗所损失的异黄酮量小于
5豫袁而在解吸液中异黄酮高达 94.34豫袁解吸液与上柱
物料相比袁 异黄酮含量增加了 10倍以上袁 达 8.23豫
渊以大豆苷元和染料木素为混标的 HPLC法测定冤遥 李
崇明[7]渊2004冤在对红车轴草异黄酮的精制研究中也采
用此方法袁得到了较满意的结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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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孔吸附树脂价格较低且可重复使用袁易再
生袁纯化效率及得率较高袁污染小袁操作不复杂袁故此
法具较强推广性遥弊端是大孔吸附树脂作为化工产品
存在有机物残留的问题袁故此法精制的异黄酮现不允
许作保健食品用遥 另外袁此法作为工业化生产的方法
效率还是偏低遥
2.2 超滤膜法

超滤是根据纯化的目的物和杂质的分子大小选

择一定的膜孔径袁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下袁控制透过
速率使目的物通过袁截流住大分子的杂质袁从而达到
分离纯化的目的[8]遥 单纯采用超滤膜法精制异黄酮的
纯度不够理想袁通常将其与其它方法渊主要是树脂吸
附法冤结合使用袁利用其去除部分杂质袁减轻了吸附树
脂的负担袁对提高纯度大为有利 [3]遥 但受实验条件限
制袁超滤膜法应用较少遥
2.3 溶剂提取渊萃取冤法

异黄酮类化合物在一些有机溶剂中溶解度较大袁
所以可以通过高温浸提或常温萃取分液对其进行精

制遥 此法相对应用也较广泛袁溶剂法的弊端在于耗费
大且操作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污染遥
2.3.1 乙酸乙酯萃取法

乙酸乙酯是提纯精制异黄酮类化合物的常用溶

剂遥 刘晶莹[9]等(2003)采用乙酸乙酯-水相萃取法对大
豆异黄酮粗提液进行精制袁可得到纯度为 40.6%的产
品(以三波长要要要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含量)袁比精制
前提高了 30多个百分点遥 谷克仁[10]等(2003)将大豆异
黄酮粗提液在盐酸中水解袁再以乙酸乙酯萃取袁发现
最终产品纯度较高袁但收率甚低袁且产品外观差遥此法
是溶剂法中的常用方法袁对改善异黄酮的纯度也较为
有效遥
2.3.2 丙酮提取及其与其它方法相结合

异黄酮类化合物在丙酮中的溶解度较大袁尤以大
豆黄苷为主遥经过树脂吸附的异黄酮化合物再以丙酮
提取袁可进一步提高纯度遥且由于皂甙不溶于丙酮袁可
由此除去皂甙遥 阎祥华[11]等渊2001冤在大豆异黄酮提取
工艺研究中袁采用以下工艺院脱脂→乙醇提取→丙酮
提取→硅胶吸附→丙酮浸提、蒸发→再乙醇提取→

HCl水解蒸干→乙醇中结晶。HPLC测得提取样中含
染料木苷 93.6豫尧 大豆苷 2.68豫袁 总异黄酮含量达
96.28%遥 可见袁此工艺对单项异黄酮染料木苷的精制
效率相当高袁可以用于染料木苷的分离提纯遥
2.3.3 正丁醇萃取法

异黄酮提取物中主要杂质是可溶性糖袁 其在正
丁醇中溶解度很低袁 而极性比糖小的异黄酮类化合
物在正丁醇中有很好的溶解度遥正丁醇-水相萃取法
正是利用这一性质进行分离纯化的遥 谷克仁 [10]等
渊2003冤在对大豆异黄酮的纯化实验中发现袁利用此
法萃取袁异黄酮在水相仍有较大溶解度袁且正丁醇除
糖不彻底袁导致最终产品得率和纯度均不理想遥 且正
丁醇在水中溶解度为 14%袁这部分溶剂难以回收袁造
成溶剂消耗遥 故此法虽理论可行袁但实际效果还有待
进一步验证遥
2.3.4 乙醚萃取法与水解法联用

由于植物中的异黄酮主要以糖苷形式存在袁因具
有一定的极性而易溶于甲醇尧乙醇尧正丁醇等极性溶
剂袁难溶于乙醚等非极性溶剂遥 使用乙醚萃取的前提
是将极性的异黄酮糖苷转变成非极性的苷元袁故乙醚
萃取法需与水解法相结合遥汪海波[12]等(2003)以脱脂大
豆粕为原料袁采取酸水解后用无水乙醚萃取法提取异
黄酮苷元袁结果表明袁粗提品纯度达 10.2%袁提取率为
48.9%(以染料木素为标样的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遥
2.3.5 组合溶剂回流提取法

贾乃堃[13]等渊2004冤在制备高纯度大豆黄苷的研
究中采用了组合溶剂回流提取法袁 即将含总异黄酮
37%的粗品先以丙酮在沸点下回流提取袁 取滤液干
燥袁所得固体再以乙酸乙酯沸点回流提取袁得滤渣干
燥袁再将此产物经丙酮沸点回流袁取滤渣干燥得产物袁
其中含大豆黄苷渊D冤89.6%尧染料木苷渊G冤2.29%袁收率
40%遥 较原料的含 D 25.46%尧G 9.30%相比袁D含量有
大幅提高袁但 G含量降低袁总异黄酮含量也有提高遥表
明此法可以用来精制异黄酮单体袁虽然没有逆流色谱
法制备的纯度高袁但由于不需特殊仪器袁也是一种可
取的方法遥
2.4 重结晶法与其它几种方法的联用

对于含少量杂质的固体样品袁最有效的纯化方法
是选用适宜的溶剂进行重结晶袁以分离除去杂质遥 其
过程为院选择重结晶溶剂→加热熔解→趁热过滤→冷
却结晶→抽滤→干燥。

重结晶法的弊端是得率甚低袁尤其是当结晶原料
中含量较低时袁 故此法需在其它方法的基础上使用袁
即使样品纯度已有一定的提高后再使用此法进一步

精制遥另外袁重结晶的操作较难把握袁无论对溶剂的选
择还是溶解尧过滤尧结晶过程中的温度变化的控制袁都
需掌握好才能得到高纯度的晶体颗粒遥 刘晶莹 [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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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2003冤在对大豆异黄酮的精制工艺研究中袁采用水解
法-重结晶法联用和溶剂法-重结晶法联用袁试验结果
表明袁增加重结晶的步骤使得产物纯度由单纯水解的
10.12%和溶剂萃取的 40.6%分别提高至 34.2%和
68.6%(三波长原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遥战宇[14]等(2006)
在对粤蛇葡萄黄酮化合物的纯化研究中采用以水为

溶剂的重结晶法袁通过 5次重结晶袁黄酮纯度由粗品
中的 51.6%升高至 97.47%袁其得率随重结晶次数呈线
性降低袁5次后得率为 41%渊以芦丁为标准品紫外分
光光度法测定冤遥 可见重结晶法精制效果显著遥
2.5 色谱法

以上各种方法袁一般用于总异黄酮的精制袁色谱
法则主要用于分离制备单一的异黄酮化合物[15]袁主要
包括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法尧逆流色谱法遥

制备型高效液相色谱法处理样品量太小袁一般为
数 10 mg量级[16],应用较少遥

高速逆流色谱(HSCCC)是一种不用固态载体的液
液分配色谱技术袁能实现连续有效的分配功能袁现已
在天然药物化学成分尧天然产物的分离制备等方面得
到大量的应用遥其基本原理是根据被分离的物质在两
相溶剂系统中的分配系数不同而得到最终分离遥由于
不使用固态载体袁可避免分离样品与固态载体表面发
生化学反应而导致的化学变性尧有机物的吸附污染等
现象袁并且被分离的样品成分具有高回收率遥 江和源[17]

等渊2004冤采用高速逆流色谱法分离纯化大豆异黄酮
中的大豆苷和染料木苷袁溶剂系统为乙酸乙酯-醋酸-
水袁体积比为 5110袁上相为固定相袁下相为流动
相袁逆流色谱仪转速为 800 r/min袁流速为 1.5 ml/min,
所得大豆苷尧 染料木苷经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测定袁纯
度分别达到 98.2%和 99.2%遥

高速逆流色谱法由于具有分离容量大尧 性能强尧
高效尧快速的优点袁是大规模制备异黄酮类单体化合
物较为便捷有效的方法袁缺点是仪器设备昂贵袁需要
选用复杂的溶剂体系遥
2.6 其它方法

精制异黄酮还有其它方法袁如水解法尧离心法[18]

虽也用于异黄酮的精制袁但一般不单独使用袁而是作
为提取精制过程中的一个步骤遥
3 结束语

不同来源以及不同结构的异黄酮类化合物按照

不同的目的需要采取不同的精制方法遥 且同一精制
方法使用不同的检测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也会有差

异袁所以还应形成一套相对较精确尧偏差小的检测方
法遥 由于现有的精制方法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袁
所以需要结合各种方法的优缺点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异黄酮类化合物的分离纯化工艺袁以找到更高效的精
制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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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胚胎死亡可影响母畜繁殖力和生产力遥 据资
料报道袁中国种猪的排卵数袁初产猪平均每胎为 17.21
枚袁经产猪每胎为 21.58枚袁两者的窝产活仔数平均约
为 10.8头遥 有研究证明袁一些中药可以刺激孕激素受
体袁增强孕酮效应袁起到安胎尧保胎作用遥 黄芩尧白术配
伍屡见于古今安胎方剂遥 从药性来看袁黄芩苦寒袁白术
湿燥曰黄芩泻火袁白术补气遥 二药配合袁一寒一热袁一补
一泻袁调节胎元遥 甘草也有健脾益气尧燥湿利水尧止汗尧
安胎作用遥

近年来袁 纤维素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极为广泛[1],
在中草药提取方面的工业化应用也已进入开发阶段,
国内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初步探索袁得出的结果比较
一致, 即酶解预处理能明显提高植物药有效成分的提
取率遥 应用纤维素酶解提取中药有效成分的过程大致
可分为两个步骤:淤酶解破壁遥用纤维素酶降解细胞表
面结构及胞内连接物,部分胞内物质溶出遥于有效成分
的提取遥通过提高温度等方法灭活酶,用溶剂浸提有效
成分遥 马田田[2]用黄柏提取小檗碱,在纤维素酶的作用
下,小檗碱的收率平均提高 0.285 6%,与未加酶法相比
有显著差异遥 本试验主要研究纤维素酶对由黄芩尧白
术尧甘草组成的野安胎复方中药冶有效成分总黄酮和总
皂苷提取率的影响袁并优选纤维素酶解作用的最佳工
艺参数遥
1 试验材料

中药原料院 黄芩尧白术尧甘草遥
主要试验设备院7520型分光光度计尧分析天平尧水

浴锅尧烘箱尧真空抽滤机遥
酶院 纤维素酶 渊7 000 U/g袁河南省生物研究所提

供冤遥
标准曲线材料院槲皮素尧人参二醇遥
试剂院5%亚硝酸钠溶液尧10%硝酸铝溶液尧1 mol/l

氢氧化钠溶液尧5%香草醛冰醋酸尧高氯酸尧冰醋酸遥
2 试验方法

2.1 试验方案设计(见表 1)
表 1 L16 (44)因素和水平

水平
1
2
3
4

时间渊h冤
1.5
2.0
2.5
3.0

pH值
3.0
4.0
5.0
6.0

温度渊益冤
40
45
50
55

酶量渊U/g冤
9

15
21
27

本试验通过采用 4因素尧4水平正交设计研究纤
维素酶解黄芩尧白术尧甘草所组成的野安胎复方中药冶
提取总黄酮和总皂苷所需要的最佳酶解温度尧时间尧
酶浓度尧pH值等参数遥
2.2 提取物中总黄酮和总皂苷的含量测定

2.2.1 标准曲线的制备

黄酮标准曲线的制备院 精密称取槲皮素对照品
20 mg袁置于 100 ml容量瓶中袁加 95%乙醇 50 ml使其
溶解袁然后加 50%乙醇稀释至刻度袁即得 0.2 mg/ml的
对照品溶液遥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 0尧1.0尧2.0尧3.0尧4.0尧
5.0 ml袁分别置于 10 ml容量瓶中袁各加入 50%乙醇溶
液使之达到 5 ml袁精密加入 5%亚硝酸钠溶液 0.3 ml袁
摇匀袁放置 6 min袁加入 10%硝酸铝溶液 0.3 ml袁摇匀袁
放置 15 min遥以第一瓶作空白袁于 510 nm处测其吸光
度袁以吸光度渊 冤作纵坐标袁槲皮素浓度渊 冤作横坐标
绘制标准曲线袁结果表明袁峰面积与浓度呈良好线性
关系袁回归方程为院 =1.388 9 0.003( =0.999)遥

皂苷标准曲线的制备院精密称取干燥至恒重的人
参二醇标准品 5 mg于 50 ml容量瓶中,加甲醇或乙醇
定容至刻度遥精密量取 10尧20尧40尧60尧80尧100 滋l置 10 ml
具塞试管中,水浴挥干溶剂,各加入新配制的 5%的香
草醛冰醋酸溶液 0.2 ml尧 高氯酸 0.8 ml于 60 益水浴
恒温 15 min袁立即置于冰水中冷却 5 min,加入冰醋
酸 5 ml袁摇匀袁放置 10 min袁以试剂空白作参比袁于 545 nm
处测定吸光度,以吸光度( )为纵坐标,以皂苷对照品
人参皂角浓度渊 冤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袁得回归方
程院 =132.45 1.086 1( =0.994)遥
2.2.2 样品溶液的制备

将 3种中药原料分别磨碎尧 过筛尧105 益烘干袁备
用遥 精密称取 105 益干燥 2 h的黄芩尧白术尧甘草各 2 g袁
放入 200 ml三角瓶中袁加入 60 ml水袁调节 pH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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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值袁按规定量加入纤维素酶袁放置于所要求温度
的水浴锅保温相应的时间遥 取出袁真空抽滤袁取滤液袁
将滤液移入 250 ml容量瓶中袁蒸馏水定容至刻度遥
2.2.3 含量测定

总黄酮含量的测定院精密量取提取液 1 ml袁按上
述黄酮标准曲线制备方法进行测定袁并由标准曲线或
回归方程计算样品中总黄酮的含量遥

总皂苷含量的测定院精密量取提取液 1 ml袁按上
述皂苷标准曲线的制备方法进行测定袁并由标准曲线
或回归方程计算样品中总皂苷的含量遥
3 结果与讨论

表 2 酶解参数优选的 L16 (44) 正交试验结果
试验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时间
1
1
1
1
2
2
2
2
3
3
3
3
4
4
4
4

pH值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温度
1
2
3
4
2
1
4
3
3
4
1
2
4
3
2
1

酶量
1
2
3
4
3
4
1
2
4
3
2
1
2
1
4
3

总黄酮提取量(%)
0.609
0.580
0.863
0.788
0.626
0.690
0.730
0.736
0.661
0.713
0.667
0.557
0.510
0.707
0.649
0.701

总皂苷提取量(%)
0.015
0.024
0.012
0.018
0.021
0.017
0.012
0.015
0.017
0.013
0.016
0.022
0.018
0.014
0.014
0.013

总皂苷提取中的 K 值
K1

K2

K3

K4

K1 时间=0.069
K1 温度=0.060
K2 时间=0.064
K2 温度=0.080
K3 时间=0.068
K3 温度=0.058
K4 时间=0.058
K4 温度=0.062

K1pH=0.071
K1 酶量=0.063
K2pH=0.068
K2 酶量=0.072
K3pH=0.054
K3 酶量=0.059
K4pH= 0.067
K4 酶量=0.066

总黄酮提取中的 K 值
K1

K2

K3

K4

K1 时间 =2.840
K1 温度 =2.666
K2 时间=2.782
K2 温度=2.411
K3 时间=2.597
K3 温度=2.967
K4 时间=2.568
K4 温度=2.741

K1pH=2.406
K1 酶量=2.602
K2pH = 2.689
K2 酶量=2.492
K3pH = 2.909
K3 酶量=2.903
K4pH= 2.782
K4 酶量=2.788

从表 2可见袁对于总黄酮的提取袁由于 K4时间<K3时间<
K2 时间<K1时间曰 K1pH<K2pH<K4pH<K3pH曰K2温度<K1温度<K4温度<K3温度曰
K2酶量<K1酶量<K4 酶量<K3 酶量遥所以为了获取最大总黄酮提
取量袁酶解最佳条件为院酶解时间 1.5 h尧pH值 5.0尧温
度 50 益尧每克生药添加纤维素酶 21 U遥 对于总皂苷的

提取袁 由于 K4 时间约K2 时间约K3 时间约 K1 时间曰K3pH约K4pH约K2pH约
K1pH曰K3温度<K1温度<K4温度<K2 温度曰K3酶量<K1酶量<K4酶量<K2酶量遥
所以为了获取最大总皂苷提取量袁酶解最佳条件为院酶
解时间 1.5 h尧pH值 3.0尧温度 45 益尧每克生药添加纤
维素酶 15 U遥 按照上述酶解最佳条件进行验证试
验袁结果与正文试验最大值接近袁总黄酮提取量为
0.778%袁总皂苷提取量为 0.025%遥

中药作为我国古代医学的宝贵文化遗产袁在现在
的科学研究中被越来越重视袁被广泛的应用于各个领
域遥 由于中药材中植物药占 90%, 而植物药的有效成
分大多包裹在细胞壁中,对这些有效成分的提取,传统
的热水尧酸尧碱尧有机溶剂浸提法,因受细胞壁主要成
分纤维素的阻碍,往往提取效率较低遥 恰当地利用纤
维素酶处理这些中药材,通过改变细胞壁的通透性,从
而提高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率遥 杨军宣等[3]在三七的
提取过程中利用纤维素酶的酶解作用袁使三七总皂甙
提取率提高 23.5%遥 奚奇辉[4]等用竹叶提取黄酮,增加
了纤维素酶处理步骤后,其含量比原方法提高 23.5%遥
此后又有人研究将其用于黄连尧穿心莲提取时的预处
理遥 TLC证明袁黄莲中小檗碱收率可从 2.514 8%提高
到 4.233 6% [5]曰 穿心莲内酯收率可从 0.252%提高到
0.321豫[6]袁有效成分的回收率均有明显提高袁显示将纤
维素酶用于某些中草药提取的预处理有良好的应用

前景遥
本试验通过研究纤维素酶对安胎中药 渊黄芩尧白

术尧甘草冤的酶解袁分解细胞壁中的纤维素成分袁增加
细胞的通透性袁使细胞中的有效成分更易渗出袁提高
了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率袁有利于增强安胎效果遥 纤
维素酶用于中药中有效成分的提取有许多其它方法

无法比拟的优点袁随着对其研究的深入袁酶法作为一
种新技术袁将为中药的提取提供一种新技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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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氯霉素的残留检测方法

氯霉素残留检测方法的建立始于 20世纪 70年
代袁到现在为止袁国内外已相继建立起了气相色谱尧液
相色谱尧薄层色谱尧放射性分析尧微生物法及免疫学检
测等方法遥 最为灵敏的气相色谱检测方法是 Jacabson
等(1974)提出的遥 德国 Russel首先报道了液相色谱法
检测氯霉素的残留遥 Arnold和 Somogyl建立了放射免
疫分析试验方法袁Camphell等建立了酶联免疫吸附测
定法遥另外还有采用单克隆抗体竞争性酶联免疫法测
定猪肌肉组织中氯霉素残留袁检测限为 25 滋g/ml遥 更
灵敏的亲合素-生物素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也已成功
建立袁检测限达 10 滋g/kg遥 目前已有测定氯霉素的试
剂盒袁如 EMIT试剂盒尧Lacartr Test试剂盒遥
1.1 国外检测方法介绍

Nagata等(1992)报道了用液相色谱法测定动物肌
肉和养殖鱼肌肉中的甲砜氯霉素和氯霉素的残留遥试
样用乙酸乙酯提取袁提取液浓缩干燥后的残留物溶于
3%的 NaCl溶液中袁用正己烷脱脂袁水相用乙酸乙酯
萃取袁 乙酸乙酯萃取液浓缩干燥后用正丁烷溶解袁通
过 Sep-paK Horisil柱净化后袁 用 ODS 柱分离袁225尧
227 nm检测袁当氯霉素为 0.1 滋g/g时袁平均回收率大
于 74.1%袁检出限量为 0.01 滋g/g遥 Arnold等报道了肉尧
蛋尧奶中氯霉素的放射免疫痕量分析袁对于用氯霉素
治疗的动物组织和其它可食用产品袁 此方法检出
限量为 0.2 滋g / kg 以上的氯霉素残留能被准确定
量袁在蛋尧肉中平均回收率为 85%袁在奶中回收率高于
95%遥 Gwendolyn等(1984)用竞争酶联免疫法测定牛肌
肉组织中氯霉素的残留袁最低检出限量可达 1 滋g/kg袁
特异性也很好遥另外还有采用单克隆抗体竞争性酶联
免疫法测定猪肌肉组织中氯霉素残留的报道遥随着研
究工作的深入发展袁已有测定氯霉素的试剂盒投放市
场袁如 EMIT试剂盒袁用于经氯霉素治疗后人血清中

氯霉素含量的分析袁此试剂盒主要适用于医用日常分
析袁该方法与高效液相色谱法及微生物学方法相比较
具有明显的优点遥 D J Berry等曾提出用 EMIT试剂盒
的酶免疫法代替高效液相色谱法袁 但大量试验发现袁
它的灵敏度不高袁只能检测 25 mg/kg以上氯霉素的含
量遥后来荷兰推出了测定氯霉素残留的酶联免疫测定
试剂盒 Quik card袁现又称 Lacartr test试剂盒袁该试剂
盒可测定牛尧羊尧猪等肌肉中氯霉素的残留袁检出限量
为 1耀3 滋g/kg遥 也有人用它检测牛奶中氯霉素的残留袁
试样不经预处理检出限量为 5耀10 滋g/kg袁样品经预处
理及浓缩后检出限量可达 1 滋g/kg以下遥 也有关于用
它检测鸡蛋尧尿液中氯霉素的报道遥另外袁还有用单克
隆抗体亲合素-生物素酶联免疫法测定猪肌肉组织和
牛奶中氯霉素的残留遥
1.2 国内检测方法介绍

陈家华(1998)建立了家禽组织中氯霉素残留的快
速检测袁用乙酸乙酯提取样品袁将氯霉素硝基基团在
酸性条件下用氢还原袁按照 Nielsen(1975)的纯胺 NET
渊N-1-萘乙二胺盐酸盐 0.8%垣EDTA0.1%冤溶液衍生偶
合法袁形成红紫色的 N-1- 萘乙二胺氯霉素筛选家禽
是否含有氯霉素袁氯霉素检测限为 10 ng/g袁样品中含
四环素类尧青霉素类尧氨基糖苷类尧红霉素尧新霉素尧头
孢菌素类均不干扰测定遥为了快速尧简便尧灵敏地测定
牛奶中的氯霉素残留,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
所的蒋定国尧杨大进等(2003)建立了高效液相色谱分
析法遥 此分析法把牛奶样品先用含有 1%高氯酸的乙
酸乙酯沉淀蛋白质和提取氯霉素袁提取液浓缩干燥后
用 0.5 mol/l高氯酸溶液溶解袁以正己烷去除脂溶性杂
质袁在波长 278 nm处用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氯霉素遥
此方法最低检出浓度为 11 滋g/kg袁 氯霉素浓度在 20耀
100 滋g/kg范围内袁 平均回收率为 88.0%耀97.7%袁RSD
为 53%耀64%袁适于牛奶中氯霉素残留的检测遥 何方洋
等 渊2002冤 用重氮化方法将氯霉素与牛血清白蛋白
(BSA) 和卵清蛋白 (OVA) 偶联袁制备免疫抗原和包被
抗原袁用 ELISA方法进行鉴定遥 将偶联抗原用弗氏佐
剂乳化后免疫德国大白兔袁制备多克隆抗体袁并用硫
酸铵沉淀法初步纯化袁 用亲和层析法进一步纯化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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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抗体建立竞争酶联免疫吸附分析法(ELISA) 检测
氯霉素袁检测限为 0.3 滋g/ml遥

ELISA 方法检测氯霉素反应原理是利用抗原与
抗体的特异性免疫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进行的遥整个
反应当中,样品中氯霉素含量越多袁反应呈色就越淡曰
反之袁样品中氯霉素含量越少袁则呈色越深遥

淤 ELISA方法的检测过程
将 3 g样品剪碎后放入 50 ml离心管中袁加入 6 ml

乙酸乙酯袁并以均质机均质约 1 min袁震荡约 30 s袁离
心 10 min(3 000 r/min)遥取 2 ml上清液(乙酸乙酯)至玻
璃管中袁于 50 益下氮气吹干袁在此玻璃管中加入正己
烷 2 ml袁先将残余物完全溶解后(若未能完全溶解袁可
能会导致回收率降低)袁再加入 1 ml萃取稀释液袁震荡
约 30 s袁离心 10 min渊3 000 r/min冤遥用吸管吸去上层液
渊正己烷冤及弃掉中间乳化层部分袁再吸取下层液渊水
层冤备用遥

若有乳化现象袁先将大部分上层液(正己烷)取出
后袁再将玻璃管置入 80 益水中袁水浴加热约 5耀10 min袁
改善乳化情形后再以萃取稀释液稀释 5倍(即下层液
50 滋l加萃取稀释液 200 ml)遥

于 操作步骤
于适当微孔中分别加入 100 ml标准溶液(浓度为

0尧0.05尧0.15尧0.45尧1.35和 4.05 滋g/kg)袁在另外的微孔中
加入 100 ml 已完成前处理的样品溶液袁再于每一微孔
中另加入 50 ml酶标记物袁轻敲盘子边缘袁使其充分混
合后于室温下避光静置温育 1 h遥 将微孔中的反应液
甩掉袁再将洗液加满每一微孔后甩掉袁重复洗 3次袁最
后一次甩掉后袁在吸水纸上拍干遥 于每一微孔中加入
底物溶液 100 ml后袁轻敲盘子边缘袁使其充分混合袁室
温下避光静置温育 20 min遥 于每一微孔中加入 100 ml
反应终止液袁用酶标仪于波长 450 nm下读取读数遥

盂 结果判定
计算 B/B0值袁即用样品或标准液吸光值(B)除以

零标准吸光值(B0)再乘以 100%遥以 B/B0值为纵坐标袁
以标样浓度的对数值为横坐标袁 做标准半对数曲线袁
根据每个样品的 B/B0值就可从曲线上读出相对应样
品的浓度遥 由于样品经过了预先稀释袁因此根据标准
曲线所得出的样品浓度一定要再乘以其稀释倍数遥
2 检测氯霉素残留的重要性

目前袁消费者对食品的安全性越来越关注袁一个
重要的关注点就是药物在畜产品中的残留遥 因此袁药
物在动物体内和动物性产品中的残留问题已引起世

界各国广泛重视袁并投入大量资金对某些药物袁特别
是化学治疗药进行研究遥 1986年袁联合国成立野食品
兽药残留立法委员会冶袁 目的是制定世界或地区性法
规标准袁我国也制定了野肉食制品中药物残留限量冶的
规定袁1994年袁农业部颁布了关于野动物性食品中兽药
最高残留限量渊试行冤冶的规定遥美国从 1998年 1月开
始实施野公害分析临界控制点渊HACCP冤冶,明确规定了
食物中的有害物质渊包括细菌尧药残等冤的临界值袁超
标的一律不准上市遥欧盟兽医药委员会很早就特别提
出禁止在哺乳期的动物和蛋鸡中使用氯霉素遥 叶各国
食品和饲料中农药兽药残留限量大全曳中关于氯霉素
的残留限量如下院日本规定牛肉尧猪肉尧鸡肉尧鳗鱼和
虾中对抗生素类规定不得检出曰韩国规定不得检出牛
肉尧猪肉尧鸡肉等可食性组织中的氯霉素曰欧盟规定所
有生产食品的动物肌肉尧肝脏尧肾脏尧脂肪尧乳品中氯
霉素的最高残留量为 0.01 mg/kg遥在 1997年我国发布
的兽药残留标准规定院氯霉素在可食性组织中的残留
量为 0.01 mg/kg遥
3 小结

近年来袁我国动物源性食品的出口受到了国外药
残检验部门的拒收尧扣留袁企业退货尧索赔尧终止合同
等袁给我国的对外贸易造成很大的损失遥因此袁我们必
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克服这种残留袁必须研究药物在
动物体内的代谢和变化规律袁 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曰科
学研究组织中药物的残留检测方法袁以便快速准确的
对药物进行监测袁防止药物残留的发生遥另外袁提醒养
殖业者要改变传统的养殖观念袁加强学习和开发新技
术袁走防病养殖的健康养殖之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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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营养免疫学的深入研究, 人们逐渐认识到营
养物质对免疫功能影响的重要性遥 一个受损的免疫系
统将会导致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袁 从而降低动物的生
产效率遥有关疾病对动物生产性能影响的机制表明袁提
高饲料的营养水平是增强动物的免疫功能尧 抵抗疾病
的重要措施袁 如果掌握了营养与免疫之间相互作用的
机制袁 就可以从营养的角度来提高机体对疾病的抵抗
力遥维生素与免疫的直接关系还不十分清楚袁但它作为
体内代谢多种化学反应的酶或辅酶袁 间接参与免疫细
胞的增殖尧分化和 DNA尧RNA抗体的合成等袁对机体免
疫系统生长尧发育和对免疫功能的影响极为重要遥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袁对维生素 A及其衍生物
在免疫领域的研究成为许多科研工作者研究的热点遥
在动物体内袁维生素 A的代谢产物有视黄醇尧视黄醛尧
视黄酸 3种形式遥 VA只存在于动物体中袁植物中不
含 VA袁而含有 VA原要要要胡萝卜素遥 VA对动物正常
生长和最适的免疫功能是必需的遥 缺乏 VA时袁动物
体内淋巴细胞对有丝分裂原刺激引起的反应降低,抗
体生成量减少,自然杀伤细胞活性降低,对传染病的易
感性增加遥 对动物补饲 VA时, 可以提高其抗体生成
量,增强细胞毒性 T-细胞活性遥
1 维生素 A对动物免疫功能的影响
1.1 维生素 A产生免疫效应的途径及作用机制

维生素 A 缺乏和过量都会导致免疫抑制遥 不同
形式的 VA产生免疫效应的途径不同: 视黄醇通过 B
淋巴细胞介导或产生淋巴因子袁 增加免疫球蛋白合
成; 视黄酸通过 B淋巴细胞介导或产生淋巴因子袁促
进球蛋白合成;胡萝卜素通过增强脾细胞增殖反应和
腹腔巨噬细胞产生细胞毒因子的能力袁起抑制肿瘤细
胞转移和促进免疫功能的作用遥

视黄醇与视黄酸可有效刺激多形核嗜中性粒细

胞(PMN)产生大量的超氧化物,从而增强杀菌能力遥 视

黄醇以磷酸视黄酯形式参与单糖转运至受体蛋白质袁
进而合成特异性糖蛋白的过程遥由于糖蛋白是细胞膜
表面的重要组分, 对细胞信息传递与粘着有重要作
用遥所以与膜有关的蛋白质糖基化的改变必然影响细
胞表面的识别机制,从而影响淋巴细胞的增殖与转运
及 PMN与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遥 除此之外,细胞核内
的受体与视黄酸结合后, 其复合物具有 DNA 转录调
节因子的作用遥 体内外的试验研究表明袁补充类胡萝
卜素可增强宿主防御功能和动物的生产性能遥类胡萝
卜素可通过改变膜的流动性来调节免疫细胞的功能袁
还可通过调节许多其它独立或相互关联的细胞活动

而调节免疫细胞功能遥
1.2 维生素 A对免疫器官发育的影响

大量试验证明袁维生素 A是维持机体正常免疫功
能的重要营养物质袁 它参与机体免疫器官的生长发
育袁缺乏时将造成免疫器官的损伤遥 缺乏维生素 A对
鸡免疫器官的损害程度为院法氏囊>胸腺>脾脏>盲肠>
扁桃体遥鸡缺乏维生素 A时袁抗体反应减弱袁淋巴器官
的淋巴细胞衰竭袁胸腺和法氏囊的重量减轻袁骨髓中
的骨髓样和淋巴样细胞分化也受到影响遥茁-胡萝卜素
对胸腺的生长有显著的刺激作用袁可使胸腺小淋巴细
胞的数量显著增加遥 Takeshi Kuwata 等(2000)研究报
道, 视黄醛衍生物对小鼠体内血细胞生长产生很大
的作用遥当 VA缺乏时,小鼠的骨髓尧脾尧外周血液中的
骨髓细胞数量都显著增加遥与正常的 T尧B淋巴细胞相
比,在 VA缺乏的早期,骨髓细胞就出现异常扩张袁说
明这些骨髓细胞的异常扩张与 VA 的缺乏有着直接
的关系遥当 VA缺乏时,小鼠的骨髓细胞生命周期的正
常细胞凋亡过程受到抑制袁 致使骨髓细胞的数量增
加遥 研究表明,视黄醛衍生物对于机体的内环境稳定
性尧骨髓细胞的数量均起到关键的控制作用遥VA缺乏
影响了细胞传导的信号传导途径,进而引发各种骨髓
组织增殖性疾病遥
1.3 维生素 A 对细胞免疫的影响

维生素 A参与细胞免疫过程袁维生素 A对抗体合
成尧T细胞增殖尧单核细胞吞噬机能都很重要,它能增强
T 细胞抗原特异性反应,通过提高细胞膜和免疫细胞溶
菌膜的稳定性而提高免疫能力袁具有抗感染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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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E+是成熟 T淋巴细胞的标志袁ANAE+细胞即
为 T细胞遥 外周血液中淋巴细胞水平测定结果表明袁
成倍添加维生素 A后袁T细胞的相对值和绝对值均有
一定程度的增加遥 马轶凡等研究结果表明袁维生素 A
缺乏或长期较大剂量的使用均可造成免疫功能的损

害袁T细胞亚群对维生素 A的敏感性不同袁 而在一定
时间内(8周)使用适当剂量的维生素 A(5倍建议膳食
量)可能对免疫功能有促进作用遥

Tjoelker等向干乳期前后分离的奶牛血淋巴细胞
的培养基中添加 茁 -胡萝卜素可抑制由 ConA(伴刀豆
球蛋白 )刺激引起的增殖反应;添加视黄醇尧视黄酸或
茁 -胡萝卜素可抑制由 LSP或无丝分裂原刺激引起的
增殖反应遥 Franklin 等连续 7 d给非妊娠母牛肌肉注
射 100尧200或 400 mg/d 的 13-顺视黄酸,虽提高了血
浆与单核白细胞中 13-顺视黄酸的浓度, 但却未影响
其外周血单核白细胞与体外的 DNA合成量曰 而直接
向牛单核白细胞培养液中添加 13-顺视黄酸可抑制
其 DNA 的合成遥

Sklan D 等(1994)在 21耀39日龄的肉仔鸡日粮中
补加 VA的研究表明, 补加 VA对于抗体生成和 T 细
胞增殖反应都具有重要作用遥 在孵化后的试验鸡大
豆-高粱型日粮中补加 0耀13 200 mg/kg 的等效视黄
醇袁 并在 21日龄时添加免疫酪蛋白袁 在 34耀37日龄
时袁 测定 T细胞对 茁-酪蛋白的增殖反应和对结核分
支杆菌的丙酮沉淀物抗原刺激引起的增殖反应曰21
日龄后每隔 5 d测一次血浆中 茁-酪蛋白抗体的生成
量袁结果日粮中补加 VA的试验组鸡的抗体生成量和
增殖反应速度都高于未加 VA对照组的袁并随日粮中
VA添加量的增加袁抗体生成量和增殖反应都增强袁直
到加到 6 660 mg/kg时反应速度开始降低袁 这表明在
鸡中能产生最大免疫反应的 VA摄入量高于 NRC推
荐标准遥

VA 影响抗体非抗原系统的自然杀伤能力 遥
Bowman 等对 VA缺乏的小鼠的研究表明,缺乏 VA小
鼠的自然杀伤细胞活性降低遥 Zhao等还发现袁 缺乏
VA大鼠的自然杀伤细胞数量减少遥 一方面 VA可刺
激干扰素的产生,而干扰素又可提高自然杀伤细胞的
杀伤力; 另一方面 VA又可通过改变细胞表面结构来增
加细胞表面受体的表达,从而增强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遥

球虫病严重阻碍畜禽生长袁降低饲料利用率遥一些
最新的研究表明袁维生素 A对宿主的免疫反应具有重
要作用袁ARS(美国农业服务处)与 Maryland大学的科学

家们合作研究了 VA在球虫病感染中的作用袁 结果表
明袁VA缺乏增加了球虫病的易感性袁 并且降低了患球
虫病鸡的细胞免疫功能遥研究表明袁在家禽繁育过程中
补加 VA可提高宿主对球虫病的先天免疫能力遥
1.4 维生素 A 对体液免疫的影响

维生素 A还参与体液免疫袁 动物缺乏维生素 A袁
可导致其呼吸道黏膜纤毛机能降低和黏液分泌量减

少袁并影响淋巴细胞向肠道的转移遥 维生素 A可直接
作用于 B淋巴细胞袁增强体液免疫功能袁参与促进抗
体的合成袁促进淋巴细胞的转化袁刺激白细胞介素和
干扰素的分泌袁诱导淋巴细胞增殖遥 动物缺乏 VA袁其
抗体抗原的应答机能下降,特别是导致血清 IgG尧IgM尧
IgA下降袁黏膜免疫系统机能减弱袁病原体易于入侵遥

Friedman报道袁采食 VA含量渊1 000 mg/kg冤较高
日粮的鸡在大肠杆菌接种后 8 d 及整个试验期内血
清抗体滴度明显高于采食 VA 含量不足日粮的鸡的
血清抗体滴度(P<0.01)遥 Tengerdy等在鸡日粮中添加
60 000 IU/kg的 VA袁可明显提高其血清抗大肠杆菌的
滴度遥 Mcharen与 Chandra曾先后报道袁 兔与猪缺乏
VA时可降低其血清对特异性抗原刺激的抗体反应遥

使用体内的代谢活性产物视黄酸对脐血树突状

细胞渊一种功能强大的抗原递呈细胞在天然免疫和特
异性免疫中起重要作用冤进行体外培养诱导分化试验
发现袁生理浓度渊1伊106冤的全反式视黄酸(t-RA)延迟脐
血单核细胞的树突状细胞(DC)的分化袁同时 RA还抑
制 DC成熟遥 不成熟的 DC主要诱导机体的免疫反应
向 Th2方向偏移袁而成熟 DC主要诱导机体的 Th1型
免疫应答遥由于 Th2细胞可促进 B细胞分化成熟为浆
细胞袁使抗体(如 IgG尧IgA尧IgE)产生增加袁从而增强了
机体的体液免疫应答遥

Blomhoff 等(1992)报道袁在人类血浆中发现的一
定浓度的视黄醛原视黄醛结合蛋白和残余的视黄醛乳
糜微粒能够抑制人类正常 B淋巴细胞的生长遥生理浓
度的视黄醛比生理浓度的视黄醇活性强遥血浆中药理
浓度的视黄醛和视黄醇比正常浓度的活性更强遥视黄
醛能抑制 IgM抗体介导的 DNA的合成袁 而且使血浆
细胞的细胞周期在 G1期被阻断遥 视黄醛还能减少由
IgM抗体和白介素-4诱导的白介素-6的产生遥 然而
对由 0~14烷基佛波醇尧13原乙醇盐和离子霉素诱导的
白介素-6和肿瘤细胞坏死因子几乎没有影响遥 它们
还发现袁 视黄醛类衍生物能够降低空斑形成细胞
渊PFC冤的形成遥 以上这些发现表明袁人类血浆中的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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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维持 B淋巴细胞正常功能的一种调节剂袁它通过调
节 B淋巴细胞功能而影响机体的体液免疫机能遥
2 维生素 A在疫病预防和治疗上的应用

对缺乏 VA的动物研究表明袁视黄醇衍生物能够
对各种组织包括生殖细胞尧骨髓尧皮肤的基因表达和
生理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遥 另外袁 许多研究也表明袁
VA缺乏能够导致啮齿类动物对病毒尧 细菌和其它抗
原免疫反应激发失败遥临床表明袁VA缺乏还能使人易
于感染疾病遥

最近袁人们发现一种新型类视黄醛衍生物要要要3原
金刚烷基原4原羟苯基原2原萘羟酸渊CD437冤袁它能够通过
RAR 或 RXR 不依赖机制诱导各种类型的恶性细胞
渊包括乳腺癌尧前列腺癌尧白血病等恶性细胞冤的生长
停止和凋亡袁但其触发细胞周期停止和凋亡的机制还
没有完整的论断遥 据报道袁CD437能够抑制无胸腺的
小鼠体内异种移植的人类癌细胞的生长遥

曾有报道显示袁在小鼠的 B16黑素瘤细胞中袁视黄
醇能够刺激蛋白激酶 C(PKC)的表达袁而 PKC又能将
视黄醇受体(RAR)磷酸化并改变它的功能遥 为了确定
PKC的水平和活性的改变是否能够影响 B16黑素瘤细
胞中 RAR的表达和功能遥Goran等应用体内磷酸化和
带式转移技术试验袁 结果没有发现 PKC活性和蛋白
水平的变化能改变体内 RAR的磷酸化遥 然而 PKC活
化的结果增加了 RAR蛋白的数量遥 而增加的受体蛋
白乙酰化又刺激可活化功能依赖受体原2 的转录活
性遥 调节 PKC表达袁也能抑制 RAR与视黄酸反应物
的结合和视黄酸诱导 RAR的表达遥 这些研究表明袁
PKC能够通过改变 RAR蛋白的稳定性影响视黄酸信
号的传导途径袁而不是直接磷酸化这种受体袁这样我
们就可以通过控制视黄酸的量来控制 PKC 的表达袁
从而调节视黄酸对免疫系统作用的发挥遥
3 小结

综上所述袁目前有关 VA对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
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遥已有研究结果表明袁VA在特定
条件下可提高机体的免疫机能袁增强动物对某些疾病
的抵抗力袁还可以用于预防和治疗恶性疾病遥 但作用
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袁对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效
果还需要更多的临床实践遥 另外袁对于一些新的维生
素 A的衍生物的作用机制和用途还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与开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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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成体体细胞作为核供体克隆猪技术取得成功。采用此

技术克隆出来的 3头东北民猪，自出生以来发育正常，长势

良好。

这 3头克隆猪通体黑色，体重分别为 740、1 120、1 235 g，

均为雌性。按照东北民猪出生的平均重量，3 头猪基本属于

正常体重范围。经过观察，它们非常健康，各项形态特征与

提供核供体细胞的东北民猪完全一致。

东北民猪是分布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优秀地方猪种，它

具有产仔数多、适应性强、肉质好等优点，是国家重点保护

品种。

利用成体体细胞克隆技术的成功，为东北民猪乃至其

它地方优质猪种的遗传资源保护提供了有效的辅助手段，

可更有效地保存群体的遗传变异，降低单纯依赖活体保种

的风险，也为早期胚胎发育机理等生物学问题的研究提供

了基础平台。

东 北 民 猪 被 成 功 克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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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饲料添加剂对生长肥育猪
免疫功能的影响

官丽辉 李洪龙 吴占福 孟翔浩

摘 要 选用 30 kg左右的“杜伊长伊大”三元杂交猪 72头，随机分成 3组，分别为对照组及添加
0.5%、1%中草药试验组，每组 3个重复，进行饲养试验及血样采集和血清免疫指标的测定。由试验可
知，与对照组相比，在 IgM、IgA、C4水平上，两个中草药组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P跃0.05）；而 IgG水
平，0.5%中草药组比对照组提高 12.49%（P约0.05），1%中草药组比对照组提高 24.28%（P约0.01）；C3水
平，0.5%中草药组比对照组提高 10.81%（P约0.05），1%中草药组比对照组提高 21.62%（P约0.01）。表明中
草药饲料添加剂能改善机体的体液免疫功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力，以 1豫中草药为最佳添加量。

关键词 中草药；血清免疫指标；免疫力

中图分类号 S816.7

官丽辉，河北北方学院动物科技学院，075131，河北省张
家口市。

李洪龙，延边大学农学院。

吴占福(通讯作者)、孟翔浩，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6-09-11

动物机体的免疫能力是机体抗御和清除微生物

及有害物质袁以保持和恢复正常生理功能的能力遥 营
养状况对猪免疫系统的功能有着重要影响袁而复方中
草药高效免疫增强剂是用天然中草药经过科学组方

配伍制成的袁 长期使用无毒副作用袁 不污染畜产品袁
可以最大限度地激活畜禽机体免疫细胞遥 本文通过
中草药饲料添加剂对猪免疫机能影响的试验研究袁
为中草药饲料添加剂在肉猪上的应用研究提供一定

的依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动物院选择体重 30 kg左右的野杜伊大伊长冶三
元杂交猪遥

饲料添加剂院抗生素为金霉素尧黄霉素尧洛克沙
胂曰中草药添加剂由龙井爱丽恩天然生命开发有限公
司提供袁由大蒜尧灵芝尧百花蛇虫草等天然植物袁按一
定比例混合而成遥

供试日粮院不同体重阶段的试验基础饲粮及营养
水平见表 1遥

表 1 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项目
原料渊%冤
玉米
豆粕
麸皮
预混料
合计
营养水平

消化能渊MJ/kg冤
粗蛋白(%)
赖氨酸(%)
蛋+胱氨酸(%)
钙渊%冤
磷渊%冤

中猪渊30耀60 kg冤
61.74
25.67
8.59
4.0

100.0
12.12
16.50
0.78
0.58
0.64
0.55

大猪渊60 kg以上冤
66

19.5
10.5
4.0

100.0
11.4

16.00
0.77
0.57
0.55
0.42

注院预混料由美国渊长春冤康地饲料有限公司生产袁料形为粉料遥

添加剂的添加量院中猪阶段袁对照组的预混料中
添加抗生素渊金霉素尧黄霉素尧洛克沙胂等冤袁两个中草
药组的预混料中不再添加抗生素袁而用中草药饲料添
加剂替代袁分别按 0.5%尧1%进行添加曰大猪阶段中草
药添加剂的添加量与中猪阶段相同遥
1.2 试验方法

1.2.1 饲养试验

选择 30 kg左右的野杜长大冶三元杂交猪 72头袁根
据胎次一致尧品种相同尧体重相近尧公母各半的原则袁
随机分成对照组袁0.5%尧1%中草药试验组遥 每组设 3
个重复袁每个重复 8头猪袁各组所喂的饲粮相同遥预试
7 d袁在此期间袁进行驱虫和防疫注射袁对试验猪打耳
号遥 饲喂方法采用群饲袁每日喂料 3次袁自由饮水遥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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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管理按常规方法进行遥试验全期 120 d袁肥育猪结束
体重为 110 kg左右遥
1.2.2 血样采集

血样采集采取两次采血的方式袁即试验猪体重在
70 kg左右时以及屠宰当日袁清晨空腹袁每头猪耳静脉
采血 10 ml左右袁采血前用肝素钠湿润针筒遥血样采集
后立即离心渊3 000 r/min冤袁取上层血清袁0 益保存备用遥
1.2.3 血清免疫指标测定

血清免疫球蛋白(IgG尧IgA尧IgM)及补体 C3尧C4的
水平袁均采用美国 Beckman Array System Protein全自
动免疫分析仪袁采用散射速率免疫比浊法测定遥 试剂
为原装进口试剂盒遥
1.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软件建立原始数据库袁进行方差分析袁
采用 LSD法进行多重比较遥
2 结果

中草药添加剂对 30耀110 kg生长育肥猪血清免疫
球蛋白渊IgG尧IgA尧IgM冤及补体 C3尧C4水平的影响见表 2遥
表 2 中草药添加剂对生长育肥猪血清免疫球蛋白的影响(mg/dl)
项目
IgG
IgM
IgA
C3
C4

对照组
862.20依13.24Bb

60.04依3.12
11.04依1.34
1.48依0.01Bb
1.52依0.02

0.5%中草药组
969.90依15.40Ba

63.27依4.82
12.70依1.50
1.64依0.02Ba

1.60依0.04

1%中草药组
1 071.52依17.10Aa

66.78依5.91
13.40依1.24
1.80依0.02Aa

1.68依0.02
注院同行数字肩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曰不同小写
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曰相同大写或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
异不显著(P>0.05)遥
由表 2可见袁与对照组相比袁在 IgM尧IgA尧C4水平

上袁 两个中草药组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 渊P跃
0.05冤曰 而 IgG 水平 袁0.5%中草药组比对照组提高
12.49%渊P约0.05冤袁1%中草药组比对照组提高 24.28%
渊P 约0.01冤曰C3 水平 袁0.5%中草药组比对照组提高
10.81%﹙P约0.05﹚袁1%中草药组比对照组提高 21.62%
﹙P约0.01﹚遥 试验结果表明袁中草药饲料添加剂能改善
机体的体液免疫功能袁增强机体的免疫力袁以 1% 中
草药为最佳添加量遥
3 分析与讨论

3.1 血清免疫球蛋白 IgG尧IgA尧IgM水平的变化
中草药的滋补强壮类药物和部分祛邪类药物能

提高机体免疫系统功能袁增强免疫力袁通过对动物机
体的整体调节袁使之有利于健康发展袁达到阴阳平衡
等效果遥

血清总蛋白尧白蛋白的含量与机体蛋白质的吸收

和代谢状况有关遥许多研究表明袁中草药含有多糖类尧
有机酸类尧生物碱类尧甙类和挥发油类等袁这些物质在
猪体内通过全面调整和充分发挥猪本身具有的自然

抗病力和适应力袁起到防病尧治病的作用遥血液中白蛋
白的主要功能是调节细胞外液的分布袁运输激素和维
生素及脂类物质袁参与体内氨基酸代谢袁故中草药添
加剂能提高动物机体的抗体水平袁 增强其抗病力袁能
够有效利用体内蛋白质袁加强蛋白质的沉积遥

所有的哺乳动物血清内都有 IgA尧IgM尧IgG遥 IgG
有抗菌尧抗病毒作用袁也有抗毒素作用袁它能中和毒素
使其失去毒性袁调理尧凝聚和沉淀抗原袁在体液免疫中
最为重要曰IgM在体内最早产生袁但是持续的时间短袁
它是机体初次接触抗原物质最早产生的抗体袁也有抗
菌尧抗病毒和中和毒素的功能袁在机体受到病原感染
后与补体结合袁溶解病原体的作用很强袁在抗感染中
起着野先锋冶作用曰IgA是外分泌液中的主要免疫球蛋
白袁同样具有抗菌尧抗病毒尧抗毒素作用袁对机体呼吸
道尧消化道等局部膜免疫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袁特别
是对于一些膜感染的病原微生物具有抗感染作用遥因
此袁仔猪阶段血清 IgA尧IgM尧IgG 的提高袁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减少仔猪腹泻的发生遥
3.2 血清补体 C3和 C4水平的变化

补体是特异性免疫的主要组成部分袁协助抗体和
吞噬细胞杀灭病原微生物袁担负机体非特异性抗感染
作用遥

本试验发现院与对照组相比袁在 C4水平上袁两个
中草药组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渊P跃0.05冤曰C3水平袁中
草药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袁以 1% 中草药为
最佳添加量遥

试验结果表明袁在整个生长肥育期袁补体都处于较
高的水平袁来协助抗体和吞噬细胞杀灭病原微生物遥

中草药从根本上保护尧 协调畜禽的整体健康袁增
强机体的免疫功能袁调节体内有益微生物群落袁充分
发挥和提高机体本身预防疾病的潜在能力遥中草药具
有抗仔猪腹泻作用袁主要是其中的生物活性物质能直
接抑菌尧杀菌袁驱除体内有害寄生虫袁而且能调节机体
免疫功能袁具有非特异性免疫抗菌作用遥

在猪的生命过程中袁营养是维持免疫系统功能袁确保
完善免疫力的决定性因素袁而中草药来源于天然动植物及
矿物质袁具有资源丰富尧价格低廉尧安全方便尧功能全面尧无
残留及毒副作用小等优点袁且含有多种活性因子袁具有营
养与保健的双重功能袁用中草药作为免疫促进剂的研究和
应用前景广阔遥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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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研究蚯蚓浸出液对大肠杆菌的抑菌效果，采用热刺激法刺激蚯蚓，收集黄色浸出

液，并在 100 益条件下分别加热灭菌 0、5、10、30 min，测定蚯蚓浸出液对大肠杆菌的抑菌效果。试验
结果显示，蚯蚓浸出液对大肠杆菌有较好抑菌效果，并且浸出液中的抗菌肽类物质具有较强的热稳

定性。

关键词 蚯蚓；浸出液；大肠杆菌；抑菌效果

中图分类号 Q939.121

贾久满，唐山师范学院生物科学技术系，副教授，

063000，河北唐山市建设北路 156号。
李成会、张连忠，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6-08-14

蚯蚓作为分解者生物在生态系统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袁 利用蚯蚓处理养殖场固体废弃物可以降低养
殖业造成的环境污染袁 保护生态环境袁 实现循环经
济袁 促进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遥 蚯蚓蛋白质含量很
高袁约占鲜重的 8%耀10%袁干重的 56%耀66%袁最高可
达 70%袁且富含多种氨基酸袁是优质的蛋白质饲料遥
在正常情况下袁蚯蚓体内含有低量的抗菌肽遥 孙振钧
渊2001冤[1]采用热处理尧超滤和分子筛方法从蚯蚓体液
中纯化得到抗菌肽遥 抗菌肽具有很强的抑菌活性袁具
有广谱抗菌和热稳定性袁相对分子量低于 10 000遥 张
希春等(2003) [2]研究认为袁蚯蚓体内存在多种抗菌成
分袁 在分子量较小的成分中含有性质有别的两种或
两种以上的抗菌肽类成分遥 因此袁蚯蚓作为优质的蛋
白质饲料袁不但可以有效补充动物营养袁还可在防治
动物疾病方面发挥作用遥

蚯蚓在受到机械尧化学尧电尧热等刺激后袁可以分
泌出黄色的浸出液袁在蚯蚓浸出液中含有多种抗菌肽
类物质袁 本试验以热刺激的方法获得蚯蚓浸出液袁并
对大肠杆菌进行了抑菌效果的试验袁为蚯蚓抗菌肽的
研究提供借鉴遥
1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蚯蚓院赤子爱胜蚯蚓渊Eisenia fetida冤袁由唐山师范
学院蚯蚓养殖基地提供遥

供试菌种院大肠杆菌渊Escherichia coli冤袁由唐山师
范学院微生物实验室提供遥

抗生素院硫酸庆大霉素 2 ml渊8万单位冤袁山西津
华晖星制药厂生产遥
1.2 方法

1.2.1 蚯蚓浸出液的制备

淤采集蚯蚓 300 g袁用清水反复冲洗干净袁再用无
菌蒸馏水冲洗 3次袁然后把蚯蚓放在滤纸上吸去体表
多余的水分曰于水浴锅加热到 40 益袁把干燥的空烧杯
底放入水浴锅中使之均匀受热袁然后把蚯蚓放入烧杯
中袁热刺激约 0.5 min后袁待蚯蚓分泌出黄色浸出液,
用移液器收集浸出液曰盂取 3支试管袁加入蚯蚓浸出
液原液袁 并在 100 益条件下分别加热灭菌 0尧5尧10尧
30 min袁并进行标记曰榆蚯蚓浸出液放置在 4 益的冰
箱中保存备用遥
1.2.2 试验方法

采用琼脂平板打孔法进行抑菌效果的测定袁于
37 益培养箱中恒温培养 48 h袁测量抑菌圈直径袁重复
3次袁取其平均值遥并把硫酸庆大霉素按 10-2尧10-3尧10-4

倍进行稀释作为对照遥
2 结果与讨论

2.1 蚯蚓浸出液对大肠杆菌的抑菌效果渊见表 1冤
表 1 蚯蚓浸出液和硫酸庆大霉素对大肠杆菌的抑菌效果

蚯蚓浸出液不同
加热时间渊min冤

0
5

10
30

抑菌圈直径
渊mm冤
29.6
24.0
23.7
10.0

硫酸庆大霉素
渊稀释度冤

10-2

10-3

10-4

抑菌圈直径
渊mm冤
30.6
28.3
24.5

注院滤纸片直径为 10.0 mm遥
由表 1可以看出袁未经加热处理的蚯蚓浸出液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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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效果最好袁介于浓度 10-2与 10-3的硫酸庆大霉素的
抑菌效果之间遥经加热灭菌处理的蚯蚓浸出液随加热
时间的增加袁抑菌效果逐渐下降袁加热 30 min的蚯蚓
浸出液没有抑菌效果遥
2.2 讨论

由试验结果可以看出袁未经加热处理的蚯蚓浸出
液抑菌效果最好遥同时蚯蚓浸出液具有较强的热稳定
性袁在 100 益条件下加热 5尧10 min仍具有较好的抑菌
效果袁但与未经加热处理的浸出液的抑菌效果相比有
所下降袁加热 30 min后抗菌肽全部失活遥 这与崔东波
等渊2004冤[3]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遥崔东波研究认为袁蚯蚓
抗菌肽分别在 60尧80尧100 益加热 5 min袁 对抗菌活性
基本没有影响袁蚯蚓抗菌肽具有很强的热稳定性遥

刘艳琴等(2004) [4]研究认为袁采用 5 V 电压尧瞬间
刺激法制备的蚯蚓体腔液仅对绿脓杆菌有抑制作用袁
对大肠杆菌和枯草芽孢杆菌没有抑制作用遥而本试验
采用热刺激法制备的蚯蚓浸出液对大肠杆菌有较强

的抑菌活性遥可能揭示了不同的刺激方法制备的蚯蚓
浸出液中的抗菌肽对不同菌种的抑制作用不同袁其抗
菌肽的组成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遥
3 结论

利用加热方法制备的蚯蚓浸出液对大肠杆菌有

较好抑菌效果袁并且浸出液中的抗菌肽类物质具有较
强的热稳定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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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毒素的危害及抗氧化剂对动物的保护作用
何学军 齐德生 张妮娅

摘 要 霉菌毒素对饲料和饲料原料的污染极其严重，对动物和人类的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霉

菌毒素因具有肝毒性、遗传毒性，对免疫功能具有抑制作用，从而引起动物和人类多种急慢性疾病，而

造成机体氧化损伤是霉菌毒素对动物和人类产生毒副作用的主要机制之一。国内外研究表明，抗氧化

剂的添加能有效地降低霉菌毒素对动物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 霉菌毒素；抗氧化剂；脱毒

中图分类号 S852.61
霉菌毒素渊Mycotoxins冤普遍存在于饲料及饲料原

料中袁是饲料及饲料原料中的霉菌在生长发育过程中
产生的次生代谢产物袁对畜牧业生产和人类健康造成
严重的危害遥 据报道袁全世界约有 25% 的谷物不同程
度地受到霉菌毒素的污染遥霉菌毒素既可在田间生长
时产生(田间毒素袁如镰刀菌毒素)袁也可在仓储期间产
生(仓储毒素袁如黄曲霉毒素尧棕曲霉毒素)遥 谷物和饲
料中霉菌的生长和毒素的产生受许多因素影响袁如气
候条件尧作物品种尧作物的易感性尧霉菌的种类尧昆虫
或化学物质的破坏尧收获时是否用杀虫剂处理尧贮存
条件以及其它任何后续的操作过程遥目前在饲料及饲
料原料中发现的霉菌种类有一百多种袁饲料和食品中
的霉菌毒素主要由曲霉菌属尧 青霉菌属和镰刀菌产
生遥其中曲霉菌属和镰刀菌产生的霉菌毒素对动物的
危害尤为严重遥 通常袁一种霉菌能产生一种或多种次
生代谢产物袁 而同种霉菌毒素又可由不同的霉菌产
生袁但不是所有霉菌的次生代谢产物都是有毒的遥 到
目前为止袁已分离出约 300多种霉菌毒素袁其中只有
几十种被公认对动物和人类有危害遥在饲料中常见的
且对动物健康和养殖业造成严重损害的霉菌毒素有院
黄曲霉毒素 (aflatoxins袁AF)尧 玉米赤霉烯酮 (zear鄄
alenone袁ZEN)尧赭曲霉毒素(ochratoxins袁OT)尧单端孢霉
烯(族)化合物(trichothecenes)(包括呕吐毒素尧雪腐镰刀
菌烯醇及 T-2毒素等冤以及伏马菌素(fumonisins袁F)等
(Hussein等袁2001)遥 对我国饲料及饲料原料中霉菌毒
素的污染进行了采样调查研究袁结果发现袁检测的 6
种霉菌毒素(黄曲霉毒素尧T-2毒素尧呕吐毒素尧玉米赤
霉烯酮尧赭曲霉毒素尧烟曲霉毒素)在被检饲料和饲料

原料中均普遍存在(王若军等袁2003)遥
调查研究显示袁 饲料和饲料原料中霉菌毒素污染

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种霉菌毒素共同存在遥 全价料中
6种霉菌毒素(黄曲霉毒素尧T-2毒素尧呕吐毒素尧玉米
赤霉烯酮尧赭曲霉毒素尧烟曲霉毒素)的检出率明显高
于单一的能量尧蛋白质原料(王若军等袁2003)袁表明用多
种饲料原料配制全价料时大大地增加了全价料受多种

霉菌毒素污染的危险遥 饲料原料和全价料可通过以下
途径受到多种霉菌毒素的污染院 淤饲料原料中一种霉
菌能产生多种霉菌毒素曰 于由含不同霉菌毒素的饲料
原料配制成全价料时产生交叉污染袁 如谷物和豆粕的
混合增加了黄曲霉毒素和镰刀菌毒素共存的机会曰盂
一种饲料原料可能同时被几种产不同毒素的霉菌污

染遥所以袁当一种饲料或饲料原料被发现存在一种霉菌
毒素时袁表明在其生长尧加工尧运输或储藏过程中有适
合霉菌生长的条件袁 而且在这种条件下不止一种霉菌
生长袁极有可能同时存在其它的霉菌毒素遥
1 霉菌毒素对动物的危害

饲料中的霉菌毒素对畜禽的危害主要体现在院淤
减少动物采食量袁降低饲料转化率袁从而降低畜禽的
生产性能袁 这是霉菌毒素对动物造成的最基本的影
响袁也会对经济损失造成最为严重的影响曰于降低动
物产奶量和繁殖性能袁出现急性中毒现象曰盂抑制动
物的免疫机能袁 如黄曲霉毒素尧T-2毒素尧 赭曲霉毒
素尧玉米赤霉烯酮尧呕吐毒素等都对动物的免疫功能
造成影响袁从而降低动物对疾病的抵御能力和生长性
能曰榆对靶组织和器官的氧化损伤作用袁降低机体抗
氧化酶系统袁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影响曰虞残留在动物
组织和产品中袁间接影响人类的健康遥
1.1 降低动物的生长性能

霉菌毒素对动物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其生长性

能的影响遥Smith等(1992)在肉鸡饲料中添加 3.5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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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F(79%AFB1尧16%AFG1尧4%AFB2和 1%AFG2)袁结
果显著降低了肉鸡的体增重袁 并指出 AF降低肉鸡体
增重的机制可能是增加尿氮的排泄袁降低了血清总蛋
白尧球蛋白以及甘油三脂的水平遥 霉菌毒素降低动物
生长性能还可能与体内酶活性变化有关遥 Beri 等
(1991)在 1日龄肉仔鸡日粮中添加霉变的饲料袁结果
表明袁肉仔鸡的心尧肝尧脾等器官内碱性磷酸酯酶尧乳
酸脱氢酶尧琥珀酸脱氢酶活性显著受到抑制袁这些酶
的活性受到抑制袁进一步影响机体的代谢和细胞呼吸
障碍袁从而导致体增重下降尧生长受阻以及组织坏死遥
镰刀菌类毒素对动物的生长造成严重的危害曰T-2毒
素降低仔鸡采食量和日增重(Kubena等袁1994)遥 Ray鄄
mond等 渊2005冤 用含 11.0 mg/kg呕吐毒素尧0.7 mg/kg
15-乙酰-呕吐毒素和 0.8 mg/kg ZEN的饲料饲喂马的
试验表明袁几种霉菌毒素均显著降低马的采食量和日
增重遥
1.2 影响动物的免疫功能

饲料中几种常见的霉菌毒素均对动物的免疫功

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遥 Eriksen 等渊1998冤研究表明袁
ZEN能显著地提高白细胞介素-2 (IL-2) 和白细胞介
素-5 (IL-5) 的水平遥 Lioi 等(2004)利用牛淋巴细胞作
为试验对象进行 ZEN 毒性试验发现袁0.5 滋mol/l 的
ZEN 就可以导致牛淋巴细胞染色单体断裂及片段化袁
并且牛淋巴细胞生存能力下降遥 AF可抑制牛尧羊尧猪
等动物胸腺发育袁 降低 T-淋巴细胞的功能和细胞免
疫功能(Fernandez等袁2000)遥T-2毒素有抑制奶牛免疫
功能的作用(Black等, 1992)袁同时可降低血清 IgM尧I鄄
gA尧IgG的水平(Mann等袁1983)遥 Berek等(2001)报道袁
T-2毒素尧镰刀菌-X尧NIV(雪腐镰刀菌烯醇)和 DON对
人内皮血单核细胞具有抑制作用遥
1.3 对组织器官的氧化损伤作用

霉菌毒素对组织和器官的损伤作用很大程度是

由于其对组织和细胞的氧化损伤所致遥体外细胞培养
试验表明袁ZEN抑制细胞蛋白质和 DNA的合成袁同时
导致细胞脂质过氧化袁丙二醛 (MDA)产生增加 (Abid
Essefi等袁2004)遥 维生素 E能降低 ZEN对肝尧肾的毒
性作用袁可能是因为 VE作为脂质过氧化自由基清除
剂袁 提高体内抗氧化酶活性袁 从而降低脂质过氧化
(Grosser等袁1997)遥 Harvey等(1995)在母羔羊(绵羊)饲
料中添加 2.5尧5 mg/kg 的 AF (79%AFB1尧16%AFG1尧
4%AFB2尧1%AFG2)袁结果显示袁AF 对母羔羊具有显著
的肝毒性遥 OTA(赫曲霉毒素 A)导致细胞脂质过氧化

和 MDA的产生袁 同时降低了培养液中超氧化物歧化
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Baudrimont等袁1997)遥 OTA添加
到大鼠日粮中或在体外肾微粒体培养的试验均表明袁
OTA增加其脂质过氧化(Rahimtula等袁1988)遥 Kouadio
等(2005)报道袁AFB1阻断鞘磷脂代谢袁导致脂质过氧
化袁改变细胞膜结构袁同时表明袁DON 和 ZEN均使细
胞 MDA产生增加遥 T-2毒素和其代谢产物能够导致
脂质过氧化尧 自由基生成袁 从而破坏细胞膜的结构
(Rizzo等袁1994)遥
1.4 对动物繁殖机能的影响

玉米赤霉烯酮是对动物繁殖机能影响最为严重

的一种毒素遥Kordic等(1992)在日粮中添加 22.09 mg/kg
的玉米赤霉烯酮袁 显著降低了青年母猪的繁殖性能遥
Minervinia 等(2001)从公仔猪 32 日龄开始对其饲喂
9 滋g/g ZEN的日粮发现袁 公猪 1岁时的精液浓度明
显的降低袁而且睾丸发生萎缩遥
2 霉菌毒素的脱毒处理

目前袁对霉菌毒素脱毒处理的方法主要有院机械
脱毒尧生物脱毒尧化学脱毒及物理脱毒等遥机械脱毒费
时尧费力袁而且效力很低袁在现代化大规模饲料生产中
很少应用遥 最近袁生物学方法也被用于霉菌毒素的脱
毒研究袁主要包括酶解法和微生物发酵法遥 酶解法主
要是选用某些酶袁利用其降解或破坏毒素袁但由于酶
不耐热而在饲料制作过程中容易失活袁 并且成本较
高袁难以推广使用曰采用微生物发酵法来去除霉菌毒
素有相关报道袁 如将黄曲霉毒素 B1发酵转化为无毒
或低毒的产物袁但这种转化通常是缓慢的袁而且是不
完全的(Sweeney等袁1998)袁能否在实际生产中发挥作
用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遥某些毒素可被单乙胺氢氧化
钙尧臭氧以及氨水降解(McKenzie等袁1997)遥 氨化作用
对黄曲霉毒素的降解作用比较显著 (Coker袁1998)袁但
这种方法对玉米赤霉烯酮和其它霉菌毒素的作用效

果较差袁同时可能因氨在饲料中的残留而影响动物的
健康遥 物理脱毒法主要是吸附法遥 吸附法主要是通过
在饲料或谷物中添加各种吸附剂袁以降低霉菌毒素在
胃肠道中的吸收袁使霉菌毒素直接排出动物体外遥 吸
附法是目前饲料市场上较为成熟且相对可行的一种

霉菌毒素脱毒方法袁其中葡甘露聚糖和膨润土是目前
研究最多的霉菌毒素吸附剂袁也是实际生产中应用最
为广泛的两种霉菌毒素吸附剂遥 目前袁市场上出现了
各种各样的天然或合成的霉菌毒素吸附剂袁这些产品
主要针对黄曲霉毒素袁对玉米赤霉烯酮尧呕吐毒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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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它重要的霉菌毒素的吸附效果普遍较差袁且多数
吸附剂对营养物质具有吸附作用袁本身可能含污染物
等缺陷遥 所以袁寻找一种更有效的解决霉菌毒素对动
物造成危害的办法是当务之急遥
3 抗氧化剂对霉菌毒素的脱毒研究

大量研究表明袁各种抗氧化剂渊维生素类院维生素
A尧维生素 E尧维生素 C尧胡萝卜素等曰合成抗氧化剂
类院BHA尧BHT 等曰其它院硒等冤能有效地防止霉菌毒
素对动物产生危害遥 其可能的机制是这些抗氧化物
质作为自由基清除剂袁 从而保护生物膜免遭霉菌毒
素的损害遥

具有抗氧化活性的维生素类用于脱毒是目前研

究最多的袁如维生素 A尧维生素 E尧维生素 C尧胡萝卜
素尧生育酚等袁其中 VE的抗氧化活性较强袁脱毒效果
较明显袁报道较多遥体外试验研究表明袁日粮中添加抗
氧化剂(茁-胡萝卜素尧抗坏血酸尧硒尧维生素 E等)能有
效地降低 AFB1导致大鼠肝癌的作用 (Nyandieka等袁
1990)曰日粮中添加胡萝卜素能抑制 AFB1对大鼠肝脏
DNA的损伤作用 (Gradelet等袁 1998)曰茁-胡萝卜素和
斑毛黄能抑制 AFB1 对肉鸡生长的影响 (Okotie 等袁
1997)曰 维生素 C 能降低 AFB1 对豚鼠的影响(Netke
等袁1997)遥 维生素类不仅对黄曲霉毒素的毒性作用有
抑制作用袁 对其它常见的毒素也有显著的抑制效果遥
Grosse等(1997)报道袁视黄醇尧抗坏血酸和 琢-生育酚
极显著地降低了 OTA和 ZEN对小鼠肝尧肾 DNA加合
物的生成遥 Atroshi等(1995)也指出袁硒尧维生素 E尧维生
素 C均可作为抗氧化剂保护脾脏尧脑细胞膜免受 T-2
毒素和 DON的损害曰 维生素 E尧 硒等氧化剂能抑制
FB1对大鼠肝脏尧脾脏 DNA 的损伤作用(Atroshi 等袁
1999)遥 鸡肝细胞体外研究表明袁叶黄素和番茄红素能
有效地降低 T-2 毒素对鸡肝细胞的毒性 (Leal 等袁
1998)曰肉鸡体内试验也表明袁番茄红素能降低 T-2毒
素对脂质的过氧化作用袁并提高了谷胱甘肽还原酶的
活性(Leal等袁1999)遥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霉菌毒素
的体外试验对细胞和生物大分子的影响袁在体内能否
起到明显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遥

其它抗氧化物质和有助于提高体内抗氧化系统

的物质用于霉菌毒素脱毒研究也有相应的报道遥体内
研究表明袁 硒可抑制 AFB1与 DNA的结合及其加合
物的形成(Shi 等袁1994)遥 Shi等(1995)在仓鼠饲料中
添加亚硒酸钠和富硒酵母提取物袁结果显著地降低了
AFB1对仓鼠卵巢细胞的损害遥体外研究表明袁硒能有

效地降低 T-2 毒素对鸡胚胎软骨的影响 (Lin 等袁
1994)遥 合成抗氧化剂袁 如 BHA尧BHT也能抑制 AFB1
所致癌症的产生(Williams等袁1996)遥 一些天然的抗氧
化剂袁 如多酚黄酮和酚酸能降低 AFB1-DNA加合物
的生成(Firozi等袁1995)遥有研究表明袁大豆异黄酮对保
护 FB1(伏马菌素 B1)在体外的肝毒性效果显著袁通过
抑制 FB1刺激前列腺素的生成遥
4 小结

人们对霉菌毒素的认识往往存在误区袁由于黄曲
霉毒素有致癌尧致畸尧致突变的特性袁对其认识和研究
较深袁 却常常忽视其它霉菌毒素的存在遥 有研究表
明袁某些地区玉米中黄曲霉毒素尧赭曲霉毒素和 T-2
毒素并不是主要问题袁而呕吐毒素尧烟曲霉毒素和玉
米赤霉烯酮含量严重超标曰 全价料中黄曲霉毒素和
T-2毒素污染较轻袁而赭曲霉毒素尧呕吐毒素尧烟曲霉
毒素和玉米赤霉烯酮严重超标遥 因此袁对霉菌毒素的
监测和脱毒处理的重心应该转向对多种霉菌毒素的

调查和研究遥 大量研究表明袁多种霉菌毒素常同时存
在于同一饲料或饲料原料中袁霉菌毒素间存在密切的
相互作用遥 AF和 OTA联合作用显著提高了鸡肝炎发
病率和沙门菌病尧球虫病及法氏囊感染遥 曲霉菌属类
毒素渊赭曲霉毒素尧黄曲霉毒素冤之间袁曲霉菌属类毒
素与青霉菌属类毒素渊桔青霉素冤以及镰刀菌类毒素
渊呕吐毒素尧T-2毒素以及玉米赤霉烯酮冤均有显著的
相互作用袁镰刀菌之间也存在协同效应遥

尽管在检测饲料样品时发现袁大多数饲料中同时
含有多种霉菌毒素袁但目前的脱毒研究主要以单一霉
菌毒素的研究为主袁很少考虑多种霉菌毒素的联合作
用袁所以在实际生产中难以取得很好的效果遥 某些饲
料中霉菌毒素含量在野安全水平冶以下时也对动物造
成严重的危害袁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袁因而霉菌毒素
只有一个野安全水平冶袁即为零遥 霉菌毒素对机体的氧
化损伤是它的一个重要毒性作用机制袁也是霉菌毒素
的一个共性袁所以在日粮中添加抗氧化剂能综合地针
对霉菌毒素间的联合作用袁降低霉菌毒素对动物的危
害遥 但抗氧化剂的选择尧抗氧化剂的用量以及抗氧化
剂之间的联合使用研究还较少遥只有综合考虑霉菌毒
素之间的联合作用以及霉菌毒素的毒性作用机制才

能有效地进行脱毒处理遥

（参考文献 37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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