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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首 篇《饲料工业》·圆园园7年第 圆8卷第 1期

亲爱的读者，当你拿到这本散发着油墨香味的《饲料工业》时，我们已经步入了新的一年，值此新春佳节来

临之际，《饲料工业》杂志社全体员工向广大作者、读者朋友，以及一直关心、支持我们的各级领导和曾经为这

份刊物奉献过青春的前辈同仁致以诚挚的感谢和衷心的祝福!

2006年是实施“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头一年，对于整个畜牧行业来说，是按照“十一·五”规划加大产业结

构调整力度，加快畜牧业发展的一年，也是畜牧、养殖事业一个新的起点。《饲料工业》正是在这个大的环境中，

不遗余力地发挥着主流媒体作用。

2006年，我们坚持以质量求发展的办刊理念，以办特色期刊、走精品化道路、扩大学术交流、展示科技成

果、强化编校质量为宗旨，使杂志的整体水平稳步提高。通过和企业合办栏目，联合征文，开展技术讲座等活

动，不仅全面加强刊物和读者间的交流，而且起到互动效果，促进刊物发行。“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得

金”，本刊的不断探索和孜孜以求赢得了读者的信赖和行业的认同。连续十二年被评为辽宁省一级期刊，2006

年获得了中国农学会农业期刊分会颁发的农业期刊金犁奖一等奖，并被中国农业科学院评为中国农业核心期

刊。这一切对于我们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我们不敢懈怠，唯有在保持她的风格基础上，不断进步和创新，精益求

精，提高质量，以更好的业绩来回报广大读者。短短的一年中，我们看到了饲料行业的蓬勃发展；短短一年中，

我们也让读者看到了《饲料工业》的不断成长，使我们对未来充满激情和信心。

伴随着行业前进的步伐进入 2007年，我们的“第六感官”已经隐隐扑捉到新的挑战和危机，行业媒体的激

烈竞争，市场的变幻不定和读者的口味不断提升。在新的一年里，《饲料工业》杂志将继续努力，以全新的面貌

为饲料行业提供一份报导充分、反应及时、内容详实的更具专业特色的期刊。我们将在杂志内容、版面上进行

微调，特别推出新的栏目，肽营养专栏和酶制剂专栏将为关注者提供营养大餐；在强调实用性、可操作性的同

时，加大信息量和动态服务，让编读互动起来；为重大基金资助的课题研究项目、博士及硕士的优秀毕业论文

开放绿色通道，及时报道最新研究成果；积极组织业内专家、同仁针对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澄清误

区。杂志交融着作者满腔热血的奉献和读者强烈求知的欲望，我们本着更贴近生产实践，引导科技进步的精

神，通过企划纵横、饲料添加剂、水产养殖、肽营养等栏目，努力打造市场服务、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管理人才

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百倍。2007年仍是饲料工业发展的关键年，饲料工业的

发展步伐和节奏也会更加理性、稳健，我们要沿着饲料工业既定的战略方

向和目标坚韧不拔的奋进。宏伟目标的实现，依然需要作者的奉献、读

者的支持和广告客户的理解，信赖是您给予我们的最高荣誉。我们相

信，有了您的全力支持和参与，饲料工业一定能再创辉煌！

亲爱的读者！您的关心和支持是我们存在的理由。站在今天看

昨天，我们可以为昨天的成绩而感到自豪；而站在今天看明天，我

们又觉得昨天的成绩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秉承“为读

者服务”的宗旨，为读者奉献精品期刊。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迈

向《饲料工业》新的起点!（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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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畜禽饲料产品的原料粉碎粒度指标

一层筛筛孔尺寸
渊 mm冤

2.80
5.00
7.00
2.80
3.35
4.00
2.80
2.38
3.35
2.80
3.35
3.35
0.42

筛上物
渊%冤
臆1
0
0
臆1
臆1
0
臆1
0
臆1
臆1
臆1
臆1
0

二层筛筛孔尺寸
渊 mm冤

1.40

1.40
1.70
2.00
1.40
1.19
1.70
1.40
1.70
1.40
0.171

筛上物
渊%冤
臆15

臆15
臆15
臆15
臆15
臆10
臆15
臆20
臆15
臆20
臆20

仔猪尧生长肥育猪曰后备母猪尧妊娠猪尧
哺乳母猪尧种公猪曰瘦肉型生长肥育猪
产蛋后备鸡尧肉用仔鸡
产蛋鸡
肉用仔鸭前期尧生长鸭前期
肉用仔鸭中后期尧生长鸭中后期
产蛋鸭
长毛兔尧肉兔
肉用仔鸡尧产蛋鸡
肉用仔鹅
肉牛
肉牛
奶牛
肉用仔鸡尧产蛋鸡

项目

配合饲料
配合饲料
配合饲料
配合饲料
配合饲料
配合饲料
浓缩饲料
精料补充料

精料补充料渊一级冤
精料补充料渊二尧三级冤

精料补充料
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

饲料类型

配合饲料

李军国

根据叶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曳第二条规定袁
我国的饲料产品包括单一饲料尧饲料添加剂预混合饲
料尧浓缩饲料尧配合饲料和精料补充料袁除单一饲料
外袁其它都是将多种饲料原料渊成分冤按照规定的加工

工艺制成均匀一致的饲料产品遥不同饲料产品的加工
工艺不同袁对加工质量的要求也不同袁评价其加工质
量的指标也不同遥饲料产品采用的加工质量主要评价
指标见表 1遥

表 1 不同饲料产品加工质量主要评价指标

项目
预混合饲料
浓缩饲料
精料补充料
粉状配合饲料
畜禽颗粒饲料
水产颗粒饲料
膨化颗粒饲料

粉碎粒度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配料精度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混合均匀度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粉化率

姨
姨
姨

含粉率

姨
姨
姨

颗粒形状

姨
姨
姨

淀粉糊化度

姨
姨

水中稳定性

姨
姨

漂浮性

姨

水分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感官指标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1 粉碎粒度

粉碎粒度的大小袁 直接影响到动物的消化吸收尧
粉碎成本尧后续加工工序和产品质量袁控制好物料的
粉碎粒度是饲料生产的一个关键环节遥不同的动物品
种尧饲养阶段尧原料组成尧调质熟化和成形方式对饲料
粉碎粒度的要求不同遥粉碎粒度既要满足养殖动物的

需求袁又要使制粒效果尧电耗和粉化率都比较合理遥国
家或行业标准对畜禽饲料和水产饲料的原料粉碎粒

度作出了规定袁 畜禽饲料原料粉碎粒度指标见表 2曰
水产行业标准野渔用配合饲料通用技术要求冶规定的
水产饲料原料粉碎粒度基本要求见表 3遥

同时袁对于水产饲料袁相应饲养对象的配合饲料

李军国，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研究员，100081，北
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收稿日期：2006-09-11

行业标准也分别规定了原料的粉碎粒度袁与基本要求
并不完全一致袁具体数值请查阅有关标准遥

由表 2尧表 3可以看出袁不同的饲料产品对粉碎粒

《饲料工业》·圆园园7年第 圆8卷第 1期专 家 论 坛

注院苗种前期开口饲料原料的粉碎粒度分别按饲养对象相应的饲料标准执行遥

表 3 水产饲料原料粉碎粒度基本要求（SC/T1077—2004）
项目

养成阶段饲料苗种阶段饲料

草食性鱼类
肉食性鱼类
虾类
蟹类
龟鳖类
蛙类

筛孔尺寸渊mm冤
0.355
0.250
0.250
0.250
0.180
0.250

筛上物渊%冤
臆10
臆5
臆5
臆5
臆6
臆5

筛孔尺寸渊mm冤
0.500
0.425
0.425
0.250
0.180
0.250

筛上物渊%冤
臆10
臆5
臆5
臆5
臆8
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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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要求差别很大袁要达到不同的粒度要求袁必须采
用相应的加工控制技术遥
1.1 选用合适的粉碎设备和工艺

产品粒度是否合适袁 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选用的
粉碎设备是否合适袁 不同类型的粉碎设备适用于不
同粉碎粒度要求和原料特性的产品遥粉碎设备选用不
当袁不仅产品粒度得不到保证袁粉碎产量尧电耗尧筛片
破损速度及料温过高等会使生产厂家难以承受遥 当
原料和产品的粒度差别较大时袁在一条生产线中串
联使用两种类型不同的粉碎机袁即先粗粉碎后微粉
碎的二次粉碎工艺袁可以提高产量袁降低能耗袁产品
粒度更有保障遥
1.2 及时调整粉碎工艺参数

对于粉碎粒度变化范围大袁生产品种变化频率高
的生产线袁在操作过程中应通过加工流程尧筛孔尺寸尧
进料量尧风量尧转速等多种调节手段来适应粉碎粒度
的变化要求遥 筛片孔径是决定粉碎粒度的主要因素袁
应随配方原料的变化而变化袁需要通过试验确定遥
1.3 规范粒度检测

粉碎粒度是饲料产品重要的加工质量指标之一袁
规范化的检测是这一质量指标的必要保证措施遥应对
每一个生产品种在混合工序后或成品处取样化验袁按
行业标准进行粒度测定袁由测定数据得出粒度是否合
格袁并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遥
2 配料精度

科学的配方要靠精确的计量尧配料来实现遥 配料
精度是决定饲料营养成分含量是否达到配方设计要

求的主要因素袁直接影响到饲料的质量尧成本和安全
性袁如果称量不准确袁配方设计的再好也无济于事遥
目前国家或行业对配料精度指标尚没有统一的标准

规定袁仅是各生产企业自行规定或相互效仿遥 预混料
生产对各类计量配料设备的准确性与稳定性要求较

高袁根据成分所占的比例不同袁对配料精度的要求
也不同袁微量成分精度为 0.01%耀0.02%曰中量成分精
度为 0.03%耀0.05%曰常量成分精度为 0.1%曰载体
精度为0.25%遥 对于在浓缩饲料和配合饲料生产中袁
自动配料秤配料精度指标值为静态依1译渊满度冤尧
动态依2译渊满度冤遥

目前普遍采用的配料方式主要有自动配料系统尧
人工称重配料和人工与自动配料相结合等几种袁正确
选择高精度配料秤和采取适宜的配料方式是确保配

料准确的关键袁大中型饲料厂都采用计算机自动配料
控制技术袁 尽可能将人工添加的部分减少到最小程
度遥由于原料配比差异较大袁允许配料误差也不相同袁

应采用大尧中尧小秤相结合袁分别进行配料袁野大秤配大
料冶尧野小秤配小料冶袁而对于微量成分袁采用人工称量
添加遥计算机控制自动配料时袁可采用变频单尧双螺旋
输送机喂料控制袁空中量自动修正等技术来减少配料
误差曰同时要定期检查尧检修尧校验各种配料秤袁并经
常检查喂料装置及控制系统的工作情况遥
3 混合均匀度

成品饲料均匀与否袁 是饲料产品质量的关键所
在袁直接影响动物能否从饲料中获得充足尧全面的养
分袁常用混合均匀度变异系数渊CV冤来衡量混合物中
各种组分均匀分布的程度遥 若饲料均匀度不好袁必将
使动物出现某些营养成分过剩袁而另一些营养成分不
足的现象袁特别是微量组分的差异就更加显著袁必将
影响饲养的效果袁甚至造成养殖事故渊例如中毒等冤遥
目前国家或行业对混合均匀度变异系数的要求一般

为院配合饲料臆10%曰浓缩饲料臆7%曰添加剂预混合饲
料臆5%遥但是对于特殊的水产配合饲料袁有的要求臆
8%袁如牙鲆稚鱼尧青鱼尧真鲷稚鱼尧黑仔鳗鲡尧稚鳖尧蟹
苗等的配合饲料遥

要保证混合均匀度袁必须根据饲料产品对混合均
匀度变异系数的要求选择适当的混合机袁并依据混合
机本身的性能确定混合时间和装料量袁不得随意更
改遥 规定合理的物料添加顺序袁 一般是配比量大的尧
粒度大的尧比重小的物料先加入遥 注意混合机的日常
维护保养袁定期对混合机进行检查袁对混合均匀度进
行测定袁 确保混合机的正常运行遥 经常清理机内杂
物袁清除门周围的残留物料袁使门开关灵活袁杜绝漏料
的现象遥 尽量缩短混合到调质制粒渊或粉料成品仓冤
的输送距离袁采用螺旋溜槽或导流板等缓冲装置尽量
减小落差袁避免使用气力输送袁水平输送尽可能选用
自清式圆弧刮板输送机等袁 以防止混合好的饲料离
析分级遥
4 颗粒饲料含粉率和粉化率

含粉率指成品颗粒饲料中粉末渊0.6 倍颗粒直径
以下的冤质量占其总质量的百分比袁是颗粒饲料中现
有含粉情况的说明袁该指标主要是为了限制颗粒饲料
中实际含粉量遥粉化率指颗粒饲料在规定条件下产生
的粉末重量占其总重量的百分比袁是对颗粒在运输撞
击过程中经受震动尧撞击尧压迫尧摩擦等外力后可能出
现的破散量的预测袁是对颗粒本身质量的说明袁可以
用来对各种颗粒进行比较遥这两个指标代表饲料的不
同特性袁既有区别又有关联袁在工厂产品检验中袁是两
个不能相互替代的指标遥 粉化率对饲料质量的影响袁
会在颗粒饲料投喂前的粉末含量中体现出来袁而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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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优势袁降低饲料的利用效率袁水产饲料还会造成
水质的部分污染遥 为了降低颗粒饲料投喂前的含粉
量袁不仅要保证出厂前饲料产品含粉率低袁还必须保
证其有较低的粉化率袁不至于在销售尧运输过程中产
生太多的粉末遥 造成颗粒饲料粉化的因素很多袁如配
方尧粉碎粒度尧制粒工艺等遥

粉化是颗粒饲料不可避免的问题袁但只要生产
工艺合理尧设备操作规范尧选用合理的原料和配方尧
加强管理袁完全可以降低颗粒饲料的粉化率遥 在饲
料配方不变的情况下袁应尽可能控制原料的含水率袁
一般不宜超过 13%袁 以利于增加蒸汽的添加量曰油
脂添加量不宜超过 5%袁过高时袁颗粒不易成形遥 粉
碎粒度越细粘结性越好袁粉化率也就越低遥 应尽可
能提高调质的温度和水分袁延长调质时间袁促使淀
粉充分糊化袁以增强颗粒的粘结性遥 根据不同的配
方袁选用不同长径比的环模及模孔形式袁保证将颗
粒压实遥切刀要锋利袁位置要适当袁保证颗粒断面相对
平整袁长度均匀一致遥 颗粒冷却时袁冷却过程要柔和尧均
匀袁冷却速度不宜过快袁避免颗粒料表层开裂袁提高
粉化率遥

颗粒饲料出厂时的含粉率与分级筛的工作效果

有极大的关系袁其中主要是分级筛的生产能力和筛网
的选择遥 分级筛的生产能力一定要大于制粒机的产
量袁否则会造成过筛能力差, 饲料含粉率高曰筛网孔的
形状和大小要符合颗粒料的要求袁一般筛网孔的纵向
开度应为横向开度的 1.5倍袁横向开度约为颗粒直径
的 0.75倍曰分级筛筛网应经常清刷袁减少筛孔的堵塞
率袁以提高筛分效率袁降低含粉率遥 另外袁含粉率还与
颗粒料从分级筛到成品仓之间的输送方式尧成品仓的
高度等有关系袁应采取有效措施降低颗粒料在打包之
前的破碎度袁避免含粉率增高遥
5 水中稳定性

水中稳定性是水产饲料特有的尧衡量其加工质量
的一项重要指标袁一般以野溶失率冶表示遥 水产饲料投
入水中后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被吃完袁这就需要饲料在
水中能维持一段时间袁在这段时间中不溃散尧不溶解袁
即有一定的水中稳定性遥 如果稳定性差袁则饲料不能
被水产动物完全食入袁不仅降低饲料的利用率袁更会
引起水质恶化袁危及养殖动物健康并污染环境遥 水产
行业标准野渔用配合饲料通用技术要求冶规定了渔用
粉状配合饲料尧颗粒配合饲料和膨化配合饲料溶失率
的基本要求渊见表 5冤遥

这时的含粉率才会真正影响饲料的利用率袁而此时进
行饲料质量控制已为时过晚遥

国家标准野颗粒饲料通用技术条件冶对肉鸡尧蛋
鸭尧仔猪尧兔颗粒饲料的含粉率和粉化率做出了规定袁
要求含粉率臆4%尧粉化率臆10%遥水产行业标准野渔用
配合饲料通用技术要求冶对渔用颗粒饲料和膨化颗粒
饲料只提出了粉化率要求袁 没有对含粉率提出要求袁
规定颗粒饲料的粉化率应小于 10%曰膨化饲料的粉化

率应小于 1%遥
水产饲料只对配合饲料的行业标准粉化率和含

粉率中的一项指标提出了要求袁规定的粉化率和含粉
率指标渊见表 4冤与野渔用配合饲料通用技术要求冶指
标有很大差别袁同时有些水产饲料袁如中华鳖尧牙鲆尧
真鲷尧蛙类配合颗粒饲料袁既没有规定含粉率袁又没有
规定粉化率遥

颗粒饲料投喂前的含粉量直接影响颗粒饲料本

表 4 不同配合饲料产品含粉率和粉化率指标

项目

鲤鱼配合饲料

草鱼配合饲料
罗非鱼配合饲料
鲫鱼配合饲料
大黄鱼配合饲料
青鱼配合饲料
团头鲂配合饲料
鳗鲡配合饲料
虹鳟配合颗粒饲料
中华绒螯蟹配合饲料
对虾配合饲料
罗氏沼虾配合饲料
大菱鲆配合饲料

含粉率渊%冤

颗粒饲料臆4曰膨化饲料臆1

膨化颗粒饲料臆1
臆3
蟹苗饲料臆3袁蟹种饲料臆1曰食用蟹饲料臆4
臆1

粉化率渊%冤
鱼种颗粒饲料臆2曰鱼种膨化饲料臆1
成鱼颗粒饲料臆3曰成鱼膨化饲料臆1
鱼苗饲料臆10曰鱼种饲料臆4曰食用鱼饲料臆4
颗粒饲料臆5曰膨化饲料臆1曰碎粒饲料臆5
颗粒饲料臆5曰膨化饲料臆1曰碎粒饲料臆5
颗粒饲料臆8曰碎粒饲料臆10
臆10

臆3
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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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类渔用配合饲料水中稳定性（溶失率）基本要求

项目
粉状饲料
渊面团冤
颗粒饲料
膨化饲料
颗粒饲料
颗粒饲料
粉状饲料
渊面团冤
膨化饲料

饲养对象

鱼类

鱼类
鱼类
虾类
蟹类

龟鳖类

蛙类

备注

浸泡时间 60 min袁适用于鳗鲡
浸泡时间 5 min
浸泡时间 20 min
浸泡时间 120 min
浸泡时间 30 min
浸泡时间 60 min
浸泡时间 60 min袁颗粒不开裂袁
表面不开裂袁不脱皮

溶失率渊%冤
臆5
臆10
臆10
臆12
臆10
臆5

鲤鱼尧草鱼尧罗非鱼尧鲫鱼尧对虾等配合饲料的水
产行业标准也分别对溶失率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袁见表 6遥

由表 6可以看出袁单个产品的溶失率指标并不完
全与野渔用配合饲料通用技术要求冶规定的指标相符袁
这可能给渔用饲料水中稳定性质量指标的判断带

来困扰遥
水产饲料的耐水性与饲料的配方组成尧 粉碎粒

度尧调质强度尧后熟化等密切相关遥水产饲料原料组成
与配比对饲料耐水性的影响较大袁水中稳定性好的原

表 6 水产饲料行业标准规定的饲料产品水中稳定性（溶失率）指标

项目
鲤鱼饲料
草鱼饲料
罗非鱼饲料
青鱼饲料
团头鲂饲料
鲫鱼饲料
虹鳟饲料
大菱鲆饲料

对虾饲料

罗氏沼虾饲料
真鲷饲料
牙鲆饲料
中华鳖饲料
中华绒螯蟹饲料
鳗鲡饲料

蛙类饲料

浸泡时间渊min冤
颗粒饲料院5曰膨化颗粒院20
5
颗粒饲料院5曰膨化饲料院20曰碎粒饲料院5
10
10
颗粒饲料院5曰膨化饲料院20曰碎粒饲料院5
10
20
120
120
30
30
60
30
60
逸60

浸网筛孔尺寸渊滋m冤
850
比颗粒直径小一级
小于颗粒直径
略小于颗粒直径
小于颗粒直径
小于颗粒直径

1 000
450渊粒径约1.5mm冤
850渊粒径逸1.5mm冤
850
同粉碎粒度限制
同粉碎粒度限制

观察

溶失率渊%冤
臆10
鱼苗饲料臆20曰鱼种饲料臆10曰食用鱼饲料臆10
臆10
颗粒饲料臆10曰碎粒饲料臆5
臆12
臆10
臆20
臆5
臆10
臆12
臆4
臆4
臆4
蟹苗饲料臆10曰蟹种饲料臆5曰食用蟹饲料臆5
粉状饲料臆4曰膨化饲料臆10
膨化饲料在水中吸水膨胀后 95%以上的饲料颗
粒不开裂袁表面不出现脱皮现象

料在配方中占的比例大袁产品的耐水性就好曰条件相
反袁产品耐水性就有可能变差遥 粉碎粒度决定着饲料
组分的表面积袁粒度越细袁表面积越大袁吸收蒸汽越
快袁有利于调质袁颗粒粘结性好袁硬度高袁水中稳定性
强遥调质能够使原料中淀粉糊化袁蛋白质变性袁增加其
可塑性袁有利于提高颗粒的耐水性袁调质效果的好坏
与调质时间尧温度尧压力和水分有关袁调质时蒸汽压力
越大尧调质时间越长尧调质温度越高袁原料中淀粉的糊
化度越高袁粘结性越好袁耐水性就越好曰但温度太高袁
热敏感饲料渊脱脂奶粉尧白糖等冤粘度增大袁易导致模
孔堵塞袁而且影响产品的外观遥调质后混合粉料的水分
含量对饲料水中稳定性影响极显著袁在允许范围内袁原
料水分越大袁产品耐水性越好曰但水分太大袁易引起模
孔堵塞袁一般原料入模水分含量应控制在 15%耀18%遥
6 淀粉糊化度

饲料在加工过程中获得必要的糊化度袁是生产颗
粒饲料及膨化饲料的主要目的之一袁更是衡量各种水
产饲料质量的重要指标袁 但是除水貂配合饲料外袁国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都没有对饲料产品的淀粉糊化度

提出要求遥水貂配合饲料行业标准要求淀粉糊化度一
级产品不小于 75%袁二级产品不小于 50%遥

淀粉的糊化过程就是对饲料的熟化过程袁有利于
动物特别是水产动物对淀粉的消化吸收遥糊化淀粉具
备良好的粘结性袁糊化较充分的淀粉可完全取代在饲
料配方中添加昂贵又无营养价值的专用粘结剂袁使水
产饲料获得良好水中稳定性遥一般膨化浮性饲料淀粉
的糊化度逸90%曰 膨化沉性饲料淀粉的糊化度逸
70%曰而硬颗粒水产饲料的糊化度在 30%左右遥
7 漂浮性

近几年来,我国水产养殖业发展比较快,而水产养
殖的关键是提供能满足水产动物营养摄食习惯的各种

形态的饲料,包括浮性尧慢沉性尧沉性三类曰并且在水中
能够完整地保持一定时间,以便动物有足够的摄食时间遥

采用环模制粒机袁所得产品为沉性饲料曰采用挤
压膨化机既可生产沉性饲料又可生产浮性饲料遥但采
用同一台挤压机生产两种料时袁须选用不同的加工参

专 家 论 坛李军国：饲料加工质量评价指标及其控制技术

6



数袁一般的规律是生产沉性饲料采用高水分尧低出口
温度和低出口压力曰生产浮性饲料则适当降低原料的
入机水分尧提高出口端温度和压力遥

不同的原料对产品的沉浮性影响很大遥 高油脂尧
高蛋白原料有利于生产沉性饲料袁而高淀粉原料则有
利于生产浮性饲料遥在水产膨化饲料生产中密度控制
是关键技术环节,对饲料的漂浮性影响很大遥

评价膨化饲料漂浮性的指标是浮水率袁指饲料投
入淡水渊水温 25耀28 益冤中袁30 min后漂浮水面的饲料
颗粒数量占投入饲料颗粒总数量的百分率遥水产行业
标准规定袁 鳗鲡膨化颗粒饲料浮水率应不小于 95%
渊SC/T1004要2004冤曰蛙类膨化饲料浮水率根据饲喂对
象不同有所变化袁 蝌蚪尧 仔蛙饲料应不小于 90%袁幼
蛙尧成蛙饲料应不小于 98%渊SC/T1056要2002冤遥
8 水分含量

水分含量这一质量指标是确保饲料产品安全贮

存的关键遥水分含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成品的感官指
标尧卫生指标及储藏的货架期等袁还直接影响到饲料
的品质及生产厂家的经济效益遥 水分高了袁不但降低
饲料的能量袁而且不利于保存袁存放时间稍长袁很容易
诱发饲料氧化变质袁甚至发霉袁从而影响饲料的质量
和使用的安全曰水分太低袁对生产者又造成了不必要
的损失袁而且忽高忽低的水分含量还造成产品质量的
不稳定袁影响产品的品牌声誉遥 国家及行业标准对水
分含量有硬性规定袁具体见表 7遥 一般在北方要求配
合饲料尧精料补充料水分含量臆14%袁浓缩饲料水分
含量臆12%曰在南方袁配合饲料尧精料补充料水分含
量臆12.5%袁浓缩饲料水分含量臆10%遥 符合下列情况
之一时可允许增加 0.5%的含水量院 淤平均温度在 10
益以下的季节曰于从出厂到饲喂期不超过 10 d者遥

表 7 不同饲料产品水分含量指标

项目
肉用仔鸡尧产蛋鸡浓缩饲料
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
水貂配合饲料
渔用粉状饲料
渔用颗粒饲料
渔用膨化饲料

水分含量渊%冤
臆10
臆5
臆10
臆10
臆12.5
臆10

影响饲料产品最终水分含量的主要因素有院饲料
原料本身的水分含量尧混合阶段的液体添加量尧调质
强度尧冷却器的风量及风干时间尧不同气候环境等遥

要控制饲料产品的水分袁首先袁要控制原料的水
分, 只有控制原料的水分, 才能有效地控制饲料产品

的水分含量袁水分超标的原料一般情况下不得加工成
品饲料遥 玉米在配合饲料中占很大比例袁严格加强对
以玉米为首的各种原料的水分监测袁是确保饲料产品
水分含量的关键遥其次袁要控制饲料的加工过程袁各个
加工工序水分的控制对最后的成品质量都有着很大

的影响遥 从原料的输入到产品的输出袁合适的水分含
量不仅可降低饲料的加工成本袁减少各加工过程中的
能量损失及加工设备的机械损耗袁同时也能提高饲料
产品的质量和饲料加工的工作效率遥

饲料的水分含量控制一般情况下要做到以下几

点院淤控制原料水分的含量臆13%遥 于生产硬颗粒饲
料时袁 调质后入模物料的水分含量控制在 15.0%耀
18.0%之间曰生产膨化颗粒饲料时袁调质后入模物料的
水分含量控制在 25%耀30%之间遥 盂颗粒冷却后水分
含量符合成品饲料标准要求遥
9 感官指标

饲料产品的感官评价是最直观的产品质量评价

方法袁依靠视觉尧嗅觉尧味觉和触觉等来鉴定饲料的外
观形态尧色泽尧气味和硬度等袁把宏观指标不符合产品
质量要求者区分出来予以控制袁严防流入市场造成不
良影响遥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都对饲料产品的感官指
标提出了要求袁要求饲料色泽尧颗粒大小均匀一致袁新
鲜无杂质袁无发酵霉变尧结块现象袁无异味尧异臭袁无虫
蛀及鼠咬遥
10 小结

饲料加工质量指标是评价饲料产品质量好坏的

很重要的指标袁严格按照国家或行业标准有关饲料产
品加工质量的指标控制生产袁是保证饲料产品质量的
关键袁有利于提高饲料的利用效率袁降低生产成本袁生
产高品质饲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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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同祥

我公司 2005 年 5 月安装的布勒渊常州冤机械有
限公司的 SFSP800 粉碎机用于鱼料的粉碎袁该设备
动力为 160 kW袁 粉碎后采用气力输送袁 风机动力为
45 kW袁粉碎机结构如图 1所示遥 经过近一年的使用袁
发现在粉碎机其它生产要素不变的情况下袁只调节正
反转渊锤片换向冤袁粉碎粒度尧电流尧产量有明显变化遥

进风门
补风门

总风门

吸风

注 1.总风门的作用院保证输送风量袁通常关闭风门则风机电流减
小袁但输送能力低袁如产量一定时尽量减小风门袁以降低
能耗遥

2.进风门作用院增加物料过筛能力袁如在产品粒度满足情况
下袁尽量增大风门遥

3.补风门作用院清理筛片外粉尘曰另外袁如果总风门开启最大
后仍不能满足提升要求袁可增大补风门袁以增大提升风量要求遥

图 1 粉碎机结构

在配方不变尧风门不变尧锤片全新等情况下袁只作
电机正反换向袁测得生产数据见表 1遥

表 1 正反转条件下的各参数情况

转向

正向渊图 2冤
反向渊图 3冤

喂料频率

18 Hz
18 Hz

主机电流

280 A
150 A

风机电流

55 A
55 A

粉碎粒度
80%通过 40目筛

100%通过 20目筛
75%通过 40目筛
100%通过 20目筛

备注

合格

不合格

V0

V1<V2

V1 V2

V0

细
V1<V2

V1 V2

粗

吸风 吸风

图 2 正向旋转 图 3 反向旋转

为保证锤片磨损均匀袁 且在反向时又能保证粉
碎粒度达到质量要求袁 我们将进风口和补风口全部
关闭袁发现风机电流下降至 50 A袁此电流为风管堵
塞警示电流袁我们又不得不将补风门打开袁以满足
风运要求遥如此时将进风门打开袁则粉碎粒度不符合
要求遥
1 原因分析

如将粉碎室分为左右两部分袁吸风系统在左右两
部分的风速为 V1尧V2袁 因右半部分与吸风管道平稳过
度袁阻力小袁吸风量大袁则 V2>V1袁锤片线速度为 V0遥如
正转袁则物料在右粉碎室的速度为 V0+V2袁而左粉碎室
的速度为 V0-V1曰而反转时袁则料在右粉碎室的速度为
V0-V2,而左粉碎室的速度为 V0+V1袁由于 V0>V2>V1,则
正转与反转时相比袁正转的合成线速度大于反转时的
合成线速度遥 根据粉碎机粉碎原理袁在筛孔一定的情
况下袁通常线速度高的粉碎粒度细袁线速度低的粉碎
粒度粗遥在反转时袁我们又将右侧补风门关闭袁只打开
左侧补风门袁从而相对提高粉碎线速度袁满足粉碎粒
度要求曰在满足粉碎机额定电流工作情况下袁能增加
喂料量 20%袁从而降低能耗袁满足生产需要遥
2 安装改进建议

许多饲料厂在安装粉碎机吸风系统渊尤其是风运
系统冤时袁均没有注意吸风系统安装位置会影响粉碎
粒度渊尤其是水产饲料冤袁而且传统粉碎后风运系统的
风道方向安装均与粉碎机转子旋转切向方向相同渊如
图 1冤袁 这就导致了由于转子旋向不同引起物料在粉

李同祥，江苏徐州正大饲料有限公司，工程师，230061，安
徽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 228#。
收稿日期：2006-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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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室的线速度不同遥线速度慢的袁容易通过筛孔袁粒度
通常粗曰线速度快的袁不容易通过筛孔袁通常在粉碎室
循环粉碎袁粒度会细遥

如条件许可袁 建议尽量将粉碎机辅助吸尘系统
渊粉碎后机械输送冤或风运系统渊粉碎后气力输送冤的
风道安装方向垂直于粉碎机转子旋转切向的方向

渊如图 4冤袁这样使粉碎室左右两侧的风量均匀袁线速
度相当袁 从而保证粉碎机换向后物料在粉碎室的线
速度基本不变袁减少生产操作调节袁使产品产量尧质
量稳定遥

V0

V1越V2

吸风管

图 4 改进后的吸风位置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植酸酶预混剂微粒 (丸)的制备工艺与设备
邹龙贵

植酸酶在动物肠道中有效分解植酸磷袁从而提
高磷的生物利用率袁减少磷的直接排泄给环境带来的
污染遥

动物胃液中的消化酶可分解植酸酶袁导致其不能
充分分解植酸磷袁因而应对植酸酶进行肠溶包衣确保
其在胃液中不能溶出遥
1 制粒的目的

淤 增加流动性: 30耀80 目植酸酶颗粒作为预混
剂袁确保混合时不易分层袁达到高度分散的目的遥

于 减少粉尘飞扬袁有利于饲料颗粒制粒袁改善操
作环境遥

盂 增加强度袁避免在饲料制粒操作时被破碎遥
榆 降低表面积袁 通过制粒降低表面积袁 增加强

度,以备包衣作业遥
2 制粒工艺及设备

2.1 喷雾制粒

压力式喷雾制粒是以发酵液通过高压雾化袁直接
喷雾成 60耀100目的微粒遥
2.1.1 喷雾制粒的工艺流程

料液经过滤后由高压泵送至压力式喷头雾化曰空
气经过滤尧加热后进入喷雾干燥塔袁雾粒与热空气在
塔内并流袁经对流干燥方式完成水分的干燥遥 成品颗

粒由塔底排出袁细粉由旋风分离器收集袁水蒸气由引
风机抽出袁其工艺流程见图 1遥

进风 1 2

热空气

3

4

颗粒

5

细粉

排风 6 7 8

1.过滤器 2.热交换器 3.干燥塔 4.喷嘴
5.旋风分离器 6.引风机 7.高压泵 8.液体搅拌罐

图1 喷雾制粒工艺流程

2.1.2 影响喷雾制粒的因素

2.1.2.1 进风温度

提高进风温度是提高热效率的有效途径遥植酸酶
最佳安全操作温度为 140耀165 益遥进风温度过高会使
酶活性下降曰过低则会使颗粒水分超标遥
2.1.2.2 排风温度

排风温度通过进料速度尧风量和进风温度等参数
调控遥在喷雾干燥过程中袁由于排风直接接触干料袁因
此过高的排风温度将导致酶活性的急剧下降袁通常在
60耀75 益之间比较适宜遥

邹龙贵，常州市佳发制粒干燥设备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213115，江苏省常州市三河口工业园区。
收稿日期：2006-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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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喷雾压力

喷雾压力高低直接影响粒度大小袁压力越高袁颗
粒越小袁常用压力 2.5耀4.0 MPa遥
2.1.2.4 浆料性质

适当地添加辅料与浓缩液混合喷雾袁对成粒至关
重要遥由于植酸酶喷雾浓度低袁以并流方式喷雾干燥颗
粒趋于空心或多孔袁因此袁调节辅料对成粒极为有效遥
2.1.3 喷雾制粒的利弊

由液体直接瞬间制粒袁干燥时间短袁不会导致酶
活性下降遥

采用高塔造粒袁一次性成粒率极高(>80%)袁颗粒
为空心或多孔性袁强度低袁不利于后续包衣操作遥
2.2 流化床喷雾制粒

2.2.1 制粒原理渊见图 2冤

排风

进风

粘结剂

压缩空气

过滤器

图 2 流化床喷雾制粒原理

酶粉和辅料投入流化床锥形料斗内袁热风经分布
板后促使物料建立流化态袁 多成分物料得以充分混
合袁然后将发酵液由压缩空气雾化后喷入流化的粉层
成粒袁细粉由布袋过滤器捕集起来袁并由气缸清灰返
回流化床再聚附成粒遥
2.2.2 影响制粒的因素

2.2.2.1 进风温度

进风温度高袁床内物质热传递速度加快袁可以增
加喷雾速度袁因而成粒速度加快遥但是袁过高进风温度
将导致床内润湿能力下降袁成粒过程慢或无法制粒及
活性下降曰 过低的进风温度则使床内水分来不及干
燥袁导致物料水分不断上升袁容易造成结团袁形成沟
流袁恶化流化过程袁颗粒不匀袁甚至无法喷液遥 植酸酶
的合适进风温度在 45耀55 益之间遥
2.2.2.2 流化风量

流化风量除提供流化所必须的足够动力外袁还作

为蒸发制粒浆液水分的载体袁流化风量大袁粉料流动
性好袁成粒均匀袁但过大的流化风量将导致院淤颗粒摔
碎严重袁成粒速度减慢曰于粉尘夹带严重袁加重布袋积
粉袁增加阻力遥 风量过低则流化平缓袁成粒不均遥
2.2.2.3 浆料性质

浆液浓度尧粘度和供给速度对颗粒的硬度尧成粒
率大小尧强度尧崩解性尧溶出率尧生物利用率等均有重
要影响遥

首先袁浆液的用量越多成粒越大袁密度增加袁颗粒
越致密结实袁这是因为浆液用量增加标志床内润湿渗
透能力增加的原故曰其次袁浆液浓度增加袁粉粒间架桥
能力提高袁成粒速度快遥
2.2.2.4 雾化用压缩空气

沸腾制粒工艺所采用的气流式雾化器利用高速

(近音速)压缩空气与液体在喷嘴口处的速度差将浆液
撕裂雾化袁雾化空气压力越高袁雾化粒越细袁成粒越均
匀袁雾化空气压力低时则相反遥
2.2.2.5 喷嘴雾化器的位置和雾化角

喷嘴距离流化床位置越高或雾化角越大袁其雾粒
投至流化床范围越大袁粉液结合越好袁成粒越均匀遥但
因距离增加袁雾粒穿透粉末能力减弱袁即润湿能力降
低袁成粒细小袁速度变慢遥
3 制丸及设备

3.1 制丸的目的

3.1.1 降低生产成本

微丸具有最小的表面积及表面高致密性袁因此袁
对植酸酶微丸进行肠溶包衣具有最低的增重比袁节约
有机溶剂和包衣材料的使用量袁 缩短了包衣时间袁从
而提高生产效益遥

粒度分布与包衣增重比比较见表 1遥
表 1 粒度分布与包衣增重比比较

粘结剂
包材

>80目
粉体

HPMC 2%
HPMCP 22%

60~100目
喷雾粒子
HPMC 1%

HPMCP 17.5%

40~60目
流化造粒

HPMCP 15%

30~60目
微丸

HPMCP 11%

粒度

3.1.2 提高生物利用率

根据包衣工艺的要求袁通过对微丸进行耐高温肠
溶包衣袁植酸酶在饲料制丸时活性得到保护袁同时由
于肠溶包衣在动物胃中不会溶出袁提高了在肠道中的
生物利用率遥
3.2 制丸工艺及设备渊见图 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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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形混合 制粒 抛丸 干燥

图 3 制丸设备

3.2.1 制丸工艺

浓缩液与吸附性辅料混合袁制备湿材曰湿材经挤
压造粒机制备成条状颗粒曰湿条状颗粒经离心抛圆机
滚圆成丸曰湿丸在流化床内完成水分的干燥遥
3.2.2 影响制丸的因素

3.2.2.1 粘结剂

根据辅料特点决定粘结剂用量袁以玉米芯材为辅
料可直接吸附植酸酶溶液袁当用淀粉等吸附性差的物
料时袁根据后续工艺要求袁还需要添加水溶性的粘结
剂遥 粘结剂用量以制粒需求来确定袁过多会导致大粒
或团块袁过少会出现干燥后粉尘量过大遥
3.2.2.2 辅料

玉米芯等吸附性强尧塑性良好的辅料在抛圆机内
成丸容易遥 辅料应满足院淤塑性良好,易于成型尧滚圆曰
于粘性适度袁高粘度抛圆同时出现大团,粘度低时则
会散裂,无法制丸遥
3.2.2.3 加工过程

混合尧制粒尧抛圆尧干燥四步作业袁每道工序工艺
简单袁生产指标容易控制遥

制粒后滚圆袁成丸均匀袁其过程在常温条件下完
成袁并低温流化干燥袁确保酶活性不至于下降很多遥
4 包衣及设备

4.1 包衣的目的

淤 稳定活性院薄膜包衣便于存放袁减少酶活性
下降遥

于 改善外观院着色包衣袁增加美感遥
盂 提高生物利用度院 通过肠溶包衣确保在胃液

中酶活性不下降袁 从而提高在肠道中的生物利用率袁
有效分解肠道中的植酸磷遥
4.2 包衣膜材的选择

4.2.1 丙稀酸树脂

域尧芋号丙稀酸树脂均为耐胃酸肠溶包材遥
丙稀酸域号树脂渊L100冤为非水溶性肠溶材料袁在

pH值>6的介质中溶解遥 其优点是成膜性好袁耐胃酸袁在
pH值>7的微碱性缓冲液中溶解较芋号树脂慢曰缺点
是不溶于水袁需用乙醇等有机溶剂介质袁衣材成本高遥

丙稀酸芋号树脂(S)也是非水溶性肠溶材料袁可溶
解于 pH值>7的弱碱性介质遥 其优点是成膜性尧光泽
度较域号树脂好曰缺点是粘度大袁溶解度(pH值>7)较
域号快遥由于这一特点袁较少单独使用袁而常与域号混
用达到互补目的遥
4.2.2 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邻苯二甲酸脂渊HPMCP冤

该材料不溶于 pH值>5.5的酸性溶液袁是良好的肠
溶材料袁其成膜性尧衣膜塑性均较良好袁并对温度稳定遥
4.3 包衣设备

4.3.1 旋流流化床流程系统渊见图 4冤

喷嘴 气流

图4 流化床气流分配器

4.3.2 结构特点

4.3.2.1 辐射式进风驱动盘

热空气以辐射切向进入袁物料作三维运动袁与顶
喷流化床相比其混合速度快且不产生分层遥物料在床
内形成旋转翻腾袁 比顶喷更为规则袁 因而利于实现
粉尧粒尧丸均匀包衣遥物料在床内运行同时袁产生自转袁
其表面成膜厚度均匀袁因而可应用于缓控释包衣遥
4.3.2.2 雾化器

三流体雾化器院内层气用以雾化袁外层气则在出
口处将雾化区与物料隔离袁确保无粘连遥

雾化器埋入物料层底喷操作袁雾粒到达物粒表面
距离极短袁包衣时袁雾粒不致形成喷雾干燥袁确保完全
利用袁生产成本低遥多喷枪作业并不产生交叉影响袁生
产效率提高遥
5 结论

淤 流化床制备 30~80目预混剂植酸酶颗粒袁成
粒均匀遥

于 旋流流化床一步完成植酸酶的制粒尧 制丸及
包衣袁缩减了生产工艺,降低操作成本遥

盂 以微丸产品进行耐高温肠溶包衣袁 避免在胃
液中被分解袁提高生物利用率遥

榆 常温状态下制丸袁低温干燥及包衣袁酶活性下
降少遥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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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小肽转运载体介导的小肽吸收对动物的生长和发育有着特殊的作用，因此，对小肽转

运载体的深入研究在生理、药理和临床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文中主要从小肽转运载体（PepT1和
PepT2）的蛋白质分子结构与功能、主要的组织分布和影响其活性的因素三方面进行简要综述。

关键词 小肽转运载体；PepT1；PepT2；组织分布；活性调控
中图分类号 Q514+.2

范 淳 陈代文 余 冰 杨 玫

[本栏目由美国华达渊VBC冤中国广州技术中心协办]

近几十年来袁小肽营养理论的提出为传统蛋白质
营养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亮点遥 人们逐渐意识到袁
摄入的蛋白质经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水解后袁并不一
定要成为游离的氨基酸后才能被机体吸收和利用袁许
多小肽形式的降解物都能直接通过胃肠道黏膜进入

体循环袁供机体不同组织利用遥然而袁实现这一过程需
要小肽转运载体的介导遥

小肽转运载体属于依赖质子的寡肽转运载体

渊POT冤家族的成员渊Paulsen 和 Skurray袁1994冤,它主要
转运绝大多数的二肽和三肽袁以及一些肽类药物(Gana鄄
pathy等袁1994)遥 它是一种以 H+梯度为动力袁将肠腔和
其它组织中的小肽从细胞外转运到细胞内的一种蛋

白质袁对小肽的吸收起关键作用遥 本文将主要对两种
小肽转运载体渊PepT1和 PepT2冤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遥
1 小肽转运载体的分子结构和功能

目前袁 已知的属于 POT 家族的转运载体包括
PepT1 渊SLC15A1冤尧PepT2 渊SLC15A2冤尧PHT1 和 PHT2
等遥但是袁研究最深入的是前两者遥来自人和许多试验
动物的 PepT1和 PepT2基因已经被成功克隆袁且人们
对其蛋白质分子结构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遥
1.1 PepT1的蛋白质分子结构

几乎被克隆的所有动物的 PepT1蛋白质都有 12
个由 琢 螺旋构成的假想跨膜区渊Klang等 2005发现袁
猪的 PepT1有 13个跨膜区袁包括一个额外的氨基端袁

且氨基端在细胞内袁羧基端在细胞外冤袁其氨基端和羧
基端都位于胞质一侧遥 在第 9跨膜区和第 10跨膜区
之间有一个较大的亲水环袁位于细胞膜的外侧袁上面
有与 N相连的 3耀7个数目不等的糖基化位点遥大多数
物种的 PepT1在细胞内环上有一个蛋白激酶 C渊PKC冤
和一个蛋白激酶 A渊PKA冤的磷酸化位点袁但也有例
外院 人的 PepT1有 2个 PKC磷酸化位点而无 PKA磷
酸化位点曰绵羊的 PepT1有 4个 PKC磷酸化位点和 3
个 PKA磷酸化位点遥

不同种类的动物小肠中 PepT1的 mRNA长度有
所不同袁 所编码的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数目也不同袁
但分子量相同袁 都为 79 kDa遥 其中猪的两条 PepT1
mRNA长度分别为 2.9和 3.5 kb袁 编码由 708个氨基
酸组成的蛋白质袁与人尧绵羊尧鸡的氨基酸序列的同源
性分别为 82.8%尧85.7%尧64.7%渊Klang等袁2005冤遥 而其
它动物袁包括猴渊Zhang等袁2004冤尧绵羊渊Pan等袁2001冤尧
鸡渊Chen 等 袁2002冤尧兔 渊Fei 等 袁1994冤尧人 渊Liang 等 袁
1995冤尧小鼠渊Fei等袁2001冤和大鼠渊Saito等袁1995冤的小
肠中 PepT1 mRNA 长度分别为 2.1尧2.8尧1.9尧2.9尧3.3尧
3.1和 2.9 kb袁分别编码由 708尧707尧714尧707尧708尧709
和 710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遥

所有跨膜区内的氨基酸序列都高度保守袁而胞外
环上的氨基酸序列保守的很少遥不同动物的 PepT1氨
基酸序列具有高度的同源性袁但与其它一些已知的转
运蛋白间却没有同源性遥
1.2 PepT2的蛋白质分子结构

尽管 PepT2与 PepT1属于同一家族袁但它们却是
两种不同的转运体系遥 PepT2的分子量较大袁 由 729
个氨基酸组成遥 两者的共同特征是都有 12个假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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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膜区袁且在跨膜区之间有一个大的细胞外环和几个
依赖性蛋白激酶的磷酸化位点遥

不同种类动物的PepT2的mRNA长度不同袁比如人
的 PepT2的 mRNA全长是 2.7 kb袁并有一长为 2.2 kb
的开放阅读框曰而大鼠的PepT2的mRNA长度为 3.9 kb遥

对于同种动物袁其 PepT1和 PepT2的氨基酸序列
同源性低于不同动物相同转运体系之间的同源性遥
例如袁人的 PepT2与 PepT1氨基酸序列仅有 50%的同
源性曰而与大鼠的 PepT2的氨基酸序列却有 83%的同
源性遥
1.3 氨基酸残基与底物结合位点

PepT1和 PepT2有着相当广泛的底物特异性袁大
约 400种二肽和 8 000种三肽都能被其转运袁而不论
分子量尧所带电荷和疏水性是否相同遥此外袁这两种转
运载体还介导许多肽类药物的吸收袁 包括青霉素类尧
头孢菌素类尧茁-内酰胺类抗生素尧 抗癌药物苯丁抑制
素尧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尧肾素抑制剂和凝血酶
素抑制剂等渊Sai等袁1996曰Inui等袁2000曰Rubio-Aliaga
和 Daniel袁2002)遥

早期研究表明袁随着细胞外 pH值在 5.5耀7.4的变
化袁与底物结合位点相关的一些氨基酸残基将逐步显
现出来遥 Terada等渊1996冤研究发现袁在 PepT1中的两
种候选残基可能为 His57和 His121遥近年来袁对 PepT1
中的 His57渊PepT2 中保守的 His87冤进行了点突变的
研究袁 当位于第 2跨膜区的 His57用 Ala尧Asp或 Glu
点突变后袁抑制了肽的吸收遥

此外袁对其它保守的 His残基渊如 PepT1的His121
和 PepT2的 His142冤的作用也有研究遥Terada等渊1998冤
让 PepT1的 His121突变成 Glu袁结果当其在卵母细胞
中表达时袁PepT1不能转运 Gly-Sar袁也不能转运 茁-内
酰胺类抗生素遥 而当 PepT2 中的 His142 突变时袁
PepT2的转运能力依然存在袁但有一定的降低遥 这表
明 His142对于 PepT2的转运很重要袁但不是必需的遥

Fei等渊1997冤又识别出第三个保守的His残基渊PepT1
中的 His260和 PepT2中的 His278冤袁 但研究发现袁对
肽的转运无影响遥Chen等渊2000冤进一步证实 His57对
维持 PepT1的正常功能是必需的袁 而 His121参与了
可转运底物的识别遥 而 Meredith等渊2000冤认为 His57
质子化提供氢键电位或者 His121提供盐桥来结合二
肽或三肽的羧基端遥

然而袁His并不是唯一进行基因点突变研究的残
基袁 位于第 5跨膜区的 Tyr167对转运功能也有着重
要意义渊Yeung等袁1998冤遥 事实上袁Tyr167对于正常转

运功能的确是必需的袁这可能是由于它的侧链酚的化
学结构遥 此外袁通过计算机模型袁识别出在人的 PepT1
中袁Trp294和 Glu595对小肽的有效转运也是必需的遥

总的来说袁跨膜区上的这些氨基酸残基对于维持
PepT1 和 PepT2 的正常转运功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遥 当底物与这些结合位点结合后袁通过蛋白质的 3D
结构变化来形成适宜的几何构造袁执行转运功能遥 因
此袁小肽转运载体的独特分子结构和它的功能是紧密
联系的遥
2 小肽转运载体的组织分布

PepT1是肠肽转运载体袁主要在小肠表达袁且位
于上皮细胞刷状缘膜囊袁以吸收蛋白质降解的产物小
肽遥 对于反刍动物袁PepT1主要分布在瘤胃尧瓣胃和十
二指肠的上皮细胞上遥 而 PepT2是肾肽转运载体袁主
要在肾脏表达袁功能是重吸收滤过肽尧肽类衍生物和
内质网腔的肽酶产生的肽渊Boll等袁1996冤遥 此外袁这两
种转运载体在动物机体的其余组织中也有表达袁如
PepT2 在大脑尧乳腺尧肺和胰腺中也有分布(Daniel 和
Kottra袁2004曰Smith等袁2004)遥
2.1 肠道

Freeman等渊1995冤试验发现袁兔的 PepT1在肠道
不同部位的表达有一定的差异袁主要位于绒毛的上皮
细胞袁十二指肠和空肠的表达最多袁回肠较低袁结肠最
低曰而胃尧圆形囊泡和盲肠中没有表达遥

猪的 PepT1分布与此类似袁 十二指肠和空肠的
mRNA含量高袁回肠的含量较低遥 在鸡中的分布则以
十二指肠为主袁 直肠较少遥 然而袁 对于大鼠袁 回肠
PepT1的 mRNA含量却比十二指肠和空肠多得多遥
2.2 肾脏

PepT2 的 mRNA 和蛋白在肾近端小管 S2 和 S3
段渊直部冤的上皮细胞顶膜上高度表达袁相比之下PepT1
在肾中的表达较少袁位于近端小管 S1段渊曲部冤渊Shen
等袁1999冤遥 Smith等渊1998冤在其它肾单元片段没有发
现这两种异构体的表达遥 分析认为袁肽在肾单元的重
吸收可能是一个连续的两步过程院即低亲和力尧高容
量的 PepT1执行着大多数的重吸收作用曰 而高亲和
力尧低容量的 PepT2清除超滤后残余的肽遥
2.3 乳腺

Doring等渊1998冤通过 RT-PCR渊反转录-聚合酶链
式反应冤 发现 PepT2的 mRNA可在兔的乳腺中存在遥
位于乳腺上皮细胞的 PepT2参与了由乳蛋白质水解
后的小肽的重吸收和某些肽类药物在母体和乳中的

循环分布袁PepT2的重吸收作用使得这些肽类药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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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中的残留大大减少渊Groneberg等袁2002冤遥
2.4 胰腺

PepT1可在胰腺细胞内表达遥其中袁PepT1在胰腺
溶酶体的定位可能有助于清除由溶酶体内蛋白降解

形成的小肽遥然而袁它在细胞核的功能还不清楚袁可能
涉及到假定的肽信号在细胞核和细胞质间的移动遥此
外袁Gonzalez等渊1998冤发现两种胰腺癌细胞都有 PepT1
的表达袁定位于质膜和细胞内多孔结构袁这无疑对胰
腺癌的治疗有着重要的意义遥如果肽转运载体仅在癌
细胞中表达袁那么就可能利用其来转运某些抗癌的肽
类药物渊如苯丁抑制素冤遥
2.5 大脑与中枢神经系统渊CNS冤

大脑中没有 PepT1的分布袁而 Doring等渊1998冤证
实 PepT2 可在兔的大脑中表达遥 Berger 和 Hediger
渊1999冤进一步发现袁PepT2 主要在大脑皮层尧星形胶
质细胞尧室管膜细胞和脉络丛上皮细胞等表达遥 特别
地袁PepT2在脉络丛上皮细胞顶膜的高度表达可以通
过血脑屏障将神经肽尧肽片段和肽类药物从脑脊液转
运流向血液袁调控细胞外液中神经肽的水平袁以维持
其稳态渊Shu等袁2002曰Shen等袁2004冤遥

对于中枢神经系统袁PepT2可在视网膜的 Muller
细胞和背侧根神经节的卫星细胞中表达渊Dieck 等袁
1999冤遥 Dringen等渊1998冤研究发现袁已知的 PepT2底
物可抑制谷胱甘肽的前体物 Cys-Gly在星形胶质细
胞中的吸收袁而 RT-PCR又检测到 PepT2的存在遥 这
一结果暗示袁PepT2可能牵涉到 CNS的抗氧化机制遥
2.6 其它组织

Groneberg 等渊2001冤研究表明袁肺中的 PepT2 定
位于肺泡的 II型肺细胞尧支气管上皮组织和小血管内
皮组织袁参与二肽尧三肽和肽类药物在肺中的吸收遥
尽管 Liang 等渊1995冤在人的胎盘中检测到 PepT1 的
mRNA存在袁但目前对于胎盘的肽转运系统还不是很
清楚遥 PepT1在肝脏中的表达很少袁在猪尧绵羊和大鼠
等动物的肝脏中甚至没有表达遥
3 小肽转运载体活性的调控

目前袁对小肽转运载体活性的调控研究主要集中
在对小肠的 PepT1上袁而对 PepT2的研究并不多遥

PepT1的表达及其活性可以被许多因素所调控袁
包括底物和动物年龄尧发育尧营养水平尧激素尧昼夜节
律等遥这些因素对其活性的上调和下调作用主要通过
三条途径来实现院第一袁通过 pH值的变化来改变顶端
的质子动力势曰第二袁动用囊泡贮存的小肽转运载体
使其定位于肠黏膜上曰第三袁改变基因及其 mRNA的

转录和稳定性遥
3.1 底物

小肽转运载体主要转运二肽和三肽袁而这些寡肽
底物无疑会对其活性有所影响 遥 Thamotharan 等
渊1998冤用人的小肠 Caco-2细胞作模型袁研究了单个
寡肽对 PepT1的活性调控遥结果发现袁用 10 mmol/l的
Gly-Sar处理后的 24 h袁 细胞顶膜的肽转运载体数量
增加袁而 Western印迹法分析表明袁PepT1的蛋白表达
水平增加了两倍遥 当用游离的甘氨酸和肌氨酸代替
时袁则无效果遥

虽然 Gly-Sar常作为测定小肽转运载体功能表达
的底物袁但由于不是天然的二肽袁故不具有代表性遥为
此袁Walker等渊1998冤用 Gly-Gln 做了类似的试验袁结
果表明袁PepT1的细胞 mRNA水平和膜上蛋白的表达
都大约增加了两倍遥

因此袁无论是天然的还是化学合成的二肽都能通
过调控小肽转运载体的基因表达来影响其活性遥两种
可能的作用机制是院 淤增加 mRNA编码基因的稳定
性曰 于通过刺激启动子的转活来增加基因的转录袁而
这种转活似乎与启动子的氨基酸应答元件有关遥
3.2 动物年龄和发育

动物在成长发育阶段袁其肠道消化系统将经历两
次结构和功能的改变袁分别在出生或孵化阶段和哺乳
动物的断奶期遥 而为了适应这一变化袁肠道的小肽转
运载体的表达和活性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遥许多试验
表明袁在动物的胚胎期袁PepT1已有表达袁到出生后水
平逐渐升高曰此后随年龄和个体发育迅速降低袁但哺
乳动物在断奶后 PepT1表达水平会有短暂的回升遥而
肾脏中的 PepT1和 PepT2的表达水平会稳步上升袁并
在出生后两周达到最大值遥

Chen等渊2001冤研究发现袁肉鸡从胚胎期的第 18 d
到孵化日袁 小肠中的 PepT1的 mRNA丰度迅速增加遥
Van等渊2005冤研究发现袁火鸡从孵化前 5 d到孵化时袁
小肠组织中的 PepT1的 mRNA增加了 3.2倍遥 Shen等
渊2001冤报道袁大鼠肠道 PepT1的 mRNA和蛋白质水平
从出生前 17 d到出生后 75 d表现出有规律的变化曰在
出生后袁十二指肠尧空肠尧回肠的 PepT1的 mRNA迅速
增加袁并在第 3~5 d达到最大袁然后迅速减少袁但第 24
d(在断奶时)又出现短暂的增加袁特别是在回肠曰成年大
鼠 PepT1的蛋白水平只有先前观察到的 70%遥 分析认
为袁小肠 PepT1的表达在产后被诱导袁可能是通过哺乳
实现的袁 而断奶后的短暂反弹可能是一种适应机制曰
但也有不一致的报道袁Rome等渊2002冤发现袁大鼠小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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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pT1的表达水平在出生后的第 4~50 d都没有变化遥
那么袁在动物的不同发育阶段袁诱导小肽转运载体

表达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呢钥 Thiesen等渊2001冤认为袁内
部和外部信号可能直接调控小肠小肽转运载体的活

性袁日粮蛋白和一些神经激素渊甲状腺素尧糖皮质激素尧
胰岛素等冤可能参与了 PepT1在发育阶段的表达调控遥
3.3 营养水平

日粮的蛋白质水平可能是影响 PepT1活性的最
重要因素袁起着上调作用遥 Shiraga等渊1999冤研究了日
粮调控小肽转运载体活性的细胞和分子机制遥结果表
明袁当含高水平蛋白质的日粮进入消化道后袁迅速被
胃肠道的蛋白酶降解袁使二肽尧三肽和氨基酸在肠腔
里的浓度增加遥而这些产物渊选择性氨基酸如 Phe尧Arg
和 Lys袁 二肽如 Gly-Sar尧Gly-Phe尧Lys-Phe 和 Asp-
Lys冤可作为信号激活 PepT1基因的转录袁使其活性增
强袁进而使 PepT1在刷状缘膜上的表达增多遥 最终结
果是增加了对小肽的转运袁这可看作是小肠对高蛋白
日粮的适应性自我调节遥而 Ogihara等渊2004冤发现袁日
粮中氨基酸的给予会减少大鼠小肠中小肽转运载体

的数量袁从而降低转运活性遥
此外袁 营养不良也将显著影响动物对小肽的吸

收遥短期和长期的禁食都能上调小肠 PepT1的活性表
达袁特别以小肠中段和上段最显著遥

Ihara等渊2000冤研究发现袁饥饿尧半饥饿和静脉营
养状态下大鼠的小肠黏膜重量减少袁而 PepT1 mRNA
水平增加近两倍袁其蛋白水平也相应提高遥分析认为袁
动物在饥饿时袁 小肠的萎缩使可吸收表面积减少袁在
生理上为了平衡这一变化袁小肠 PepT1 mRNA和蛋白
水平增加袁 使肠黏膜刷状缘膜上 PepT1的数量增加袁
导致小肽的吸收不会减少遥 Shimakura等渊2006冤进一
步发现袁禁食诱导的小肠 PepT1的 mRNA水平的显著
提高是由过氧化物酶体增生物激活受体 渊PPAR琢冤介
导的袁从而调控小肠氮的吸收遥
3.4 激素

3.4.1 甲状腺激素

Doring等渊2005冤研究发现袁甲状腺机能减退将导
致肾脏中总的 PepT2的 mRNA水平增加袁这意味着甲
状腺素对 PepT2 有着一定的抑制作用遥 Ashida 等
渊2002冤 用 T3处理 Caco-2细胞袁 发现 T3抑制了[14C]
Gly-Sar的吸收袁并呈现时间和剂量依赖性遥与对照组
相比袁PepT1的 mRNA和蛋白数量都显著减少袁 分别
为 25%和 70%袁 这可能是 T3使 PepT1的 mRNA的转
录和渊或冤稳定性下降遥

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甲状腺激素效应元件

渊TRE冤在大鼠和小鼠 PepT1基因的启动子区域内存
在遥但是袁当甲状腺激素进入细胞核后袁可与细胞核靶
基因调节区域的 TRE相互作用袁 形成甲状腺受体复
合物袁可能间接地影响其转录遥
3.4.2 胰岛素

Thamotharan等渊1999冤用生理浓度的胰岛素处理
Caco-2细胞袁 尽管 60 min内 PepT1的 mRNA水平无
变化袁但二肽摄取的最大速度却增加 2倍袁且刺激作
用发生快遥 尽管胰岛素不能使 PepT1的合成增加袁但
当其与受体结合后袁 可以动员胞浆池中贮存的
PepT1袁并使之定位于膜上袁从而增加 PepT1蛋白的数
量袁也就增加了对小肽的转运遥 Nielsen等渊2003冤进一
步发现袁循环中的胰岛素是通过与小肠黏膜细胞基底
外侧膜上的受体结合来调控小肽的转运袁当胰岛素接
触顶膜时袁对小肽在顶端的吸收没有影响遥
3.4.3 表皮生长因子渊EGF冤

Nielsen等渊2001冤用生理浓度的 EGF培养 Caco-2
细胞袁5 d 后出现抑制作用袁15 d 后达到最大抑制作
用遥 尽管 Caco-2细胞的顶膜和基底外侧膜都有 EGF
的受体袁但只有暴露在基底外侧膜的 EGF才能抑制二
肽的转运遥 分析认为袁EGF可使 PepT1的 mRNA转录
水平下降袁导致 PepT1的数量减少袁从而减少了对小肽
的转运遥Bravo等渊2004冤研究表明袁用 EGF对大鼠肾近
曲小管的 SKPT细胞处理后袁PepT2的转运能力和表
达呈剂量依赖性的减少遥这一抑制作用可能是通过降低
其基因的转录或者减少其 mRNA的稳定性来实现的遥

然而袁EGF对小肽吸收的抑制作用也有相反的报
道遥 Nielsen等渊2003冤又将 Caco-2细胞的基底外侧膜
短期暴露于 EGF袁5 min后顶端二肽的吸收却呈现出剂
量依赖性的增加袁产生这一结果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遥
3.4.4 瘦素

Buyse等渊2001冤用 Caco-2细胞研究了瘦素渊Lep鄄
tin冤对刺激肽吸收的作用机制遥 30 min内袁Leptin增加
了二肽和肽类抗生素在 Caco-2细胞中的转运袁 但这
一结果仅当 Leptin加入到细胞顶端袁而不是基底外侧
时才被观察到遥 动力学的分析排除了 Leptin通过对
PepT1的内在修饰来调控其活性的可能性袁真正原因
是 Leptin与胰岛素属于同一种调控机制遥
3.5 昼夜节律

Pan 等(2001)研究表明袁小肠 PepT1 的蛋白活性
和 mRNA的表达是随着昼夜更替而变化的遥随后袁Pan
等渊2002冤通过对大鼠进行 12 h渊8:00~20:00冤的光照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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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让其自由采食袁 来研究肽转运的昼夜节律性遥
结果表明袁 小肠的 PepT1 的mRNA 和蛋白的丰度
在 16:00~24:00 时更高袁[14C]Gly-Sar 在 24:00时的吸
收速度要显著快于 12:00时遥然而袁肾脏中的PepT1的
mRNA和蛋白水平几乎没有昼夜节律性遥

Pan等渊2003冤在禁食和非禁食两种条件下研究大
鼠小肠 PepT1的昼夜节律遥 结果发现袁饲喂组和禁食
1 d组都有显著的昼夜节律性曰然而袁禁食 2 d后袁节
律性消失遥 分析认为袁由于大鼠 PepT1的启动子区域
存在着肝细胞核因子渊HNF-1冤的潜在位点袁可能同依
赖 Na+的葡萄糖转运载体一样袁HNF-1的周期性改变
与这一转录水平上的调控有关遥

此外袁还可能与摄食和神经内分泌机制有关遥 像
大鼠这样的啮齿类动物有着夜间摄食的习惯袁作为一
种日常机制袁 增加 PepT1的活性可以为体内营养素
的吸收做准备遥 研究证实袁在 16:00时袁肠内 PepT1的
mRNA水平已经开始提高遥另外袁摄食作为一种肠腔活
动的信号袁能够刺激某些激素渊如胰岛素冤的分泌袁进
而对 PepT1进行调控遥Pan等渊2004冤也认为袁摄食而不
是昼夜循环能够极大地影响 PepT1表达的昼夜节律遥
3.6 药理学试剂

某些药理学试剂能影响小肠中小肽转运载体的

活性袁进而影响小肽和肽类药物的转运遥 但这一类物
质作用的分子机制有些目前还不是很清楚袁如果能够
阐明的话袁将对人和动物某些疾病的治疗起着重要的
作用遥

Berlioz 等渊1999冤研究发现袁给大鼠服用可乐定
渊琢2肾上腺素能受体激活剂冤 后袁茁-内酰胺类抗生素
在小肠的吸收增加了两倍遥 原来可乐定可增加 Caco-
2细胞顶膜上的 PepT1的数量袁其作用机制和胰岛素
一样遥 Tanaka等渊1998冤研究发现袁给大鼠服用 5-氟尿
嘧啶渊抗癌药冤3 d后袁刷状缘膜囊中的二肽转运没有
显著差异遥 但是袁PepT1的基因表达水平却增加了两
倍遥这暗示袁PepT1 通过合成的增加袁来抵抗由 5-氟尿
嘧啶引起的肠道细胞损伤袁从而保证小肠内的肽吸收
不受影响遥 Motohashi等渊2001冤研究了用两种免疫抑
制剂他克莫司和环孢霉素处理 Caco-2 细胞后 Gly-
Sar的转运情况袁 结果都降低了 PepT1的活性和二肽
的跨细胞转运遥虽然这一作用机制还不清楚袁但PepT1
mRNA水平的下降可能与此无关遥此外袁脂多糖渊LPS冤
也可使大鼠空肠和回肠的 PepT1的 mRNA丰度下降袁
蛋白表达减少遥 但当注射地塞米松后袁LPS的作用被
削弱遥 原因是 LPS可使 TNF-琢和 IL-1茁等细胞因子
增加袁而地塞米松可减少它们的生成渊Shu等袁2002冤遥

3.7 PKA和 PKC
小肽转运载体的蛋白质结构上存在着 cAMP 渊环

磷酸腺苷冤依赖性的 PKA和 PKC的磷酸化位点袁通过
这些位点的可逆磷酸化调控载体的转运活性遥

Fei等(1994)研究发现袁提高细胞内 cAMP的水平
可以降低兔的 PepT1蛋白的活性袁 抑制小肽的转运遥
Brandsch等渊1994冤研究表明袁巴豆油酯对 PKC的激活
可使 Caco-2细胞内的二肽转运受到抑制遥 Harcouet
等渊1997冤研究发现袁胞内 Ca2+浓度的增加使 PKC 活
化袁进而导致二肽的吸收减少遥 而 Chen 等渊2002冤报
道袁星状孢子体渊PKC抑制剂冤可以显著增加 PepT1的
转运活性遥

因此袁PKA 和 PKC 的抑制剂能显著提高 PepT1
的转运活性袁 而激活因子能降低 PepT1的转运活性遥
通过磷酸化或去磷酸化的翻译后修饰来调控 PepT1
是可能的袁PepT1的活性与 PKC 细胞信号系统直接相
关袁其磷酸化位点的改变导致了活性的抑制遥
4 结语和展望

对小肽转运载体渊PepT1和 PepT2冤的成功克隆表
达袁并对其分子结构尧组织分布和功能的初步了解袁为
小肽营养的深入研究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空间遥深入探
讨影响其转运活性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袁可以更好地
应用其独特的生物学功能袁在生理和临床上都有着重
要意义遥 比如袁可以通过增加小肽转运载体的表达来
提高普通临床状况下渊如感染和高血压等冤药物理疗
的效果曰而对于患糖尿病和感染性腹泻的病人袁肠内
需要的蛋白质营养应以二肽而不是氨基酸形式来提

供氮源遥 在药理学上袁小肽转运载体作为一种有效的
药物运输途径袁为以后的药物设计尧药物运输和药物
动力学提供了新的思路遥

总的来说袁虽然小肽转运载体的研究已取得了初
步的成就袁但仍有不少工作要完成遥 其蛋白质分子的
二级尧三级结构及其功能的关系需要进一步阐明遥 最
近研究发现了某些非肽类物质渊比如 棕-氨基脂肪酸
和 啄-氨基乙酰丙酸等冤袁 尽管它们并没有任何肽键袁
但也是 PepT1和 PepT2转运的底物遥 此外袁虽然对于
小肽转运载体活性的调控因素已有了大量的研究袁但
其分子和转录水平上的调控依然不是很清楚遥 PepT1
和 PepT2仅仅是 POT家族的两个成员袁 已发现的肾
基底外侧膜和小肠基底外侧膜的肽转运系统都与这

两者截然不同袁其它的家族成员对渊小冤寡肽的转运目
前也不清楚袁需要进一步研究遥

（参考文献 61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刘敏跃，lm-y@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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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猪 脂 肪 营 养 研 究 进 展
王建辉 贺建华 范志勇

营养是影响母猪繁殖效率的首要因素袁只有在全
面深入了解母猪特定营养需要的基础上袁确保合理的
饲料配方才能获得最佳的生产性能遥 同时袁母猪饲养
也是养猪生产中的重要环节之一遥加之在养猪生产高
度集约化尧规模化的今天袁生产者对母猪窝产仔数尧仔
猪成活率和母猪的利用年限等的追求袁势必对母猪的
营养提出更高尧更新的要求遥 本文就母猪日粮中添加
脂肪的应用效果及其注意事项进行综述遥
1 脂肪营养概述

1.1 脂肪营养

脂肪是脂肪酸和甘油三元醇生成的酯袁又叫甘油
脂袁当所有的三个醇基都与脂肪酸酯化时袁其化合物
就叫做甘油三酯遥 甘油是一切脂肪的共同成分袁脂肪
间差别在于组成它们的脂肪酸作用的不同遥猪日粮中
的绝大多数脂类属于真脂肪袁即甘油三脂遥 脂肪之所
以在能量营养中特别重要袁是因为它比其它营养素含
有更高的能量遥动物机体获取能量的方式是将营养素
氧化为二氧化碳和水遥 从化学角度讲袁元素在脂肪中
的存在形式比在碳水化合物或蛋白质中处于更强的

还原态袁 因而具有较强的氧化潜能并含有更高的能
量遥事实上袁其生理燃烧价较高渊Maynard等袁1979冤袁每
克脂肪燃烧可提供的能量是碳水化合物或蛋白质的

2.25倍遥
任何养分的完全消化和吸收都依赖于消化吸收

过程发生的机率大小和可利用时间的长短遥含脂肪多
的食糜比含脂肪少的食糜通过消化道要慢得多袁这增
加了其它养分被消化吸收的时间遥猪日粮中添加脂肪

有助于改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在小肠的消化和吸

收遥 因此袁日粮中添加脂肪往往会获得比预期更多的
能量袁这个现象有时被称之为野超能效应冶或野超代谢
效应冶遥
1.2 脂肪的主要营养功能

添加脂肪的许多优点已在生产实践中得到证实袁
尤其对于代谢率高的怀孕后期及泌乳期母猪尧 仔猪尧
肉鸡尧高产奶牛以及在高温季节缓解动物的热应激均
具有明显作用遥
1.2.1 脂肪是最有效的能源

一般脂肪可提供相当于碳水化合物 2.25倍的能
量袁添加脂肪可以在较小的配方空间来提供较高的能
量浓度以满足部分家畜对高能量的需求遥
1.2.2 脂肪热增耗低袁抗热应激

通过比较不同营养成分的热增耗渊见表 1冤可见
脂肪的热增耗相对较低袁夏季在饲料中添加脂肪可有
效地降低热增耗袁减缓动物热应激渊Giesen等袁1995冤遥
表 1 主要营养成分的热增耗（MJ/kg）（以脂肪热增耗为 100）

项目
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脂肪

单胃动物渊家畜冤
0.36渊240冤
0.22渊147冤
0.15渊100冤

肉鸡
0.40渊250冤
0.25渊156冤
0.16渊100冤

1.2.3 提供必需脂肪酸

动物日粮中添加脂肪可提供必需脂肪酸袁保证家
畜正常生长发育袁其中 棕-3及 n-6系列脂肪酸对维持
动物机体血压尧血小板凝集及前列腺素功能起重要的
调节作用袁并能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遥 卵磷
脂则是 9周龄前仔猪的重要营养因子袁必须由饲料供给遥
1.3 脂肪的主要饲用价值

淤提供高浓度尧易利用的代谢能曰于提供动物体
内所需的必需脂肪酸(亚油酸尧亚麻酸和花生四烯酸)曰
盂促进脂溶性维生素和类胡萝卜素(色素)的吸收和利

王建辉，湖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博士，410128，湖南
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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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曰榆改善饲料适口性和外部感观袁提高动物采食量曰
虞在特殊环境袁尤其高温条件下袁可减少动物的应激
反应曰愚减少饲料的浪费和饲料机械的磨损袁防止饲
料组分的分级曰舆减少饲料扬尘和猪舍中空气的粉尘遥
2 母猪日粮中脂肪的添加效果

添加高水平的饲用油脂对母猪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妊娠后期母猪日粮中添加脂肪袁母体可通过胎盘将部
分脂肪转运至仔猪体内沉积袁使新生仔猪体内储存的
脂肪增加袁同时提高仔猪肝糖元袁有利于仔猪存活遥有
证据表明袁妊娠后期或泌乳期母猪袁尤其对于轻型猪
日粮中添加脂肪可增加产奶量尧初乳和常乳中脂肪含
量及初生至断奶期间仔猪成活率(Pettigrew和 Moser袁
1991)遥 补充脂肪还能减少哺乳期间母猪体损失袁缩短
断奶至再配种的时间间隔渊Moser 等袁1985曰Shurson
等袁1986曰Pettigrew和 Moser袁1991冤遥 由于高温的威胁袁
夏天发情母猪往往受胎率低袁 据研究报道袁7耀9月份
高温季节母猪断奶后 7 d 内配种率较其它月份低
13.4%袁尤其是产仔多尧泌乳力强的母猪袁其中初产母
猪这种现象更为严重遥 通常哺乳期饲料给予量少袁同
时由于饲料的摄取量降低袁 断奶时体力消耗相当大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添加具有配合饲料约 1.5倍能量的油
脂袁即可预防母猪体力的消耗袁特别是适口性好的粉
末油脂袁可提高母猪的采食量遥
2.1 日粮中添加脂肪对母猪采食量的影响

Moser等(1980)研究表明袁哺乳母猪饲粮中添加脂
肪可以提高采食量遥但更多研究表明袁母猪妊娠 102 d
后饲粮中添加脂肪对母猪采食量没有影响(Kemp等袁
1995)袁甚至可能有轻微的下降(Pettigrew等袁1991曰Neal
等袁1997曰Tilton等袁1999b)遥 但在特殊情况下袁如热应
激时袁饲粮中添加 10豫的脂肪可以提高母猪采食量
(Schoenherr等袁1989)遥 哺乳母猪饲粮中添加脂肪对其
采食量的影响与妊娠期日粮有关袁且在不同营养水平
饲粮中添加脂肪对母猪采食量有不同的影响遥 Brand

等(2000a)在哺乳母猪饲粮中分别添加 13.5豫的脂肪
和 30.5豫的淀粉袁研究发现院在低营养水平下袁哺乳母
猪采食高淀粉饲粮多于高脂肪饲粮曰 在高营养水平
下袁采食高脂肪饲粮多于高淀粉饲粮遥 尽管饲粮添加
脂肪对母猪采食量影响的报道不一致袁但大多认为日
粮添加脂肪可以提高母猪代谢能摄入量(Pettigrew等袁
1991曰Tilton等袁1999b)遥
2.2 日粮中添加脂肪对母猪体重和背膘厚变化的

影响

有研究表明袁在母猪妊娠 100 d后和哺乳期饲粮
中添加脂肪可减少母猪哺乳期间的体重损失(Petti鄄
grew等袁1991曰Tilton等袁1999b)袁且如果母猪妊娠后期
采食高脂肪饲粮袁则哺乳期动用的体脂多于妊娠后期
采食高纤维饲粮的母猪(Moser 等袁1980)曰但更多的研
究表明袁饲粮中添加脂肪对母猪哺乳期失重没有显著
影响(Shurson等袁1992曰Kemp 等袁1995曰Neal等袁1997曰
Tilton等袁1999a曰Brand等袁2000a尧2001曰Jones等袁2002)遥
营养水平可能影响饲粮添加脂肪的效果袁Nelssen 等
渊1985冤研究表明袁在限饲条件下袁饲粮中添加脂肪显
著增加母猪哺乳期失重遥

Kemp 等渊1995冤尧Brand 等渊2000a尧2001冤尧Jones 等
渊2002冤在经产母猪哺乳期饲粮中添加脂肪和淀粉袁结
果表明二者对母猪哺乳期背膘损失影响不显著遥
Babinszky 等(1992)研究表明袁在适宜的温度范围内袁
饲粮中添加 7.5豫或 12豫的脂肪对母猪哺乳期背膘损
失没有影响遥 但也有研究表明袁哺乳母猪饲粮中添加
10豫的油脂可减少母猪哺乳期背膘损失渊Shurson等袁
1992曰Tilton等袁1999a冤遥Tilton等(1999a)研究还发现袁饲
喂常规饲粮的母猪在哺乳 21 d时袁背膘损失与高脂肪
组相比差异显著曰但到哺乳 28 d时袁这种差异不显著遥
另外袁Neal等(1997)在哺乳母猪饲粮中添加不同浓度
的脂肪(3豫尧6豫和 9豫)都增加了母猪断奶时的背膘厚遥
2.3 日粮中添加脂肪对母猪乳成分的影响渊见表 2冤

资料来源
Bazinet等渊2003冤
Giuseppe渊2000冤
Tilton等渊1999a冤
Averette等渊1999冤
Taugbol等(1993)
Pettigrew等渊1978冤
Pettigrew等渊1978冤
Pettigrew等渊1978冤
Boyd等渊1978冤
Cast等渊1977冤

脂肪品种
琢-亚麻酸

CLA
动物脂肪
白油脂
鱼肝油
玉米油
玉米油
动物脂肪
牛脂
牛脂

添加量
原

2%
10%
10%

50 ml/kg
5%
6%
6%
20%
15%

添加阶段
产前 10 d~产后 14 d
妊娠垣泌乳期
泌乳期

妊娠 90 d后和泌乳期
妊娠 107 d~断奶

泌乳期
泌乳期
泌乳期
泌乳期
泌乳期

乳中脂肪含量变化渊比空白对照组冤
n-3PUFA含量显著升高

与乳腺和脂肪组织 FA合成与去饱和相关
垣24.2%
垣22.0%

EPA尧DHA尧DPA含量显著升高
垣31.0%
+34.0%
+23.0%
+24.0%
+35.0%

表 2 添加脂肪对乳汁中脂肪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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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列出了以往就添加脂肪对乳汁中脂肪含量
影响研究的相关文献遥 Miller等(1971)报道袁对泌乳期
母猪饲喂高脂肪日粮袁其乳脂含量可显著提高袁从而
可提高总乳能值遥 Tilton等(1999a)同时用初产和二产
杂交母猪各 18头进行试验袁 所有参试母猪在妊娠期
日喂 2 kg 玉米-大豆型日粮渊CP 含量 13%冤袁在整个
泌乳期(28 d)均自由采食袁日粮中添加 10%动物脂肪
组提高了乳中总固形物含量 8.6豫(P<0.05)尧 乳脂率
24.2豫尧乳能含量 15.1豫(P<0.02)袁但对乳蛋白含量影响
不大曰癸酸尧十四酸尧软脂酸尧棕桐油酸和亚油酸含量
比对照组降低袁 而硬脂酸和油酸含量比对照组升高遥
Spratt和 Leeson(1985)尧Boyd等(1982)观察到添加脂肪
后母猪乳中总固形物含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乳脂的

灰分含量提高所致遥Schoenherr等渊1989冤研究表明袁在
泌乳母猪日粮中添加脂肪会提高乳脂含量袁但并未改
变乳蛋白的含量遥 由于乳脂含量的提高袁导致乳中总
能值(GE)的提高袁但是添加脂肪引起乳灰分含量增加
的原因尚不清楚遥

Witter和 Rook(1970)指出袁乳中脂肪酸含量可受
日粮影响而发生稳定的变化遥Averette等(1999)对初产
母猪和经产母猪各 24头进行试验袁 研究在妊娠后期
(90 d)和泌乳期(21 d)日粮中添加 10豫白油脂对乳成
分的影响遥所有参试母猪在妊娠期日喂饲粮 2 kg袁泌
乳期自由采食袁乳成分分析发现袁产后 2耀3 d袁添加白
油脂组的乳脂含量比不添加白油脂组高 22豫袁但对乳
蛋白含量尧乳糖含量均没有显著影响遥 这种效果也受
胎次影响袁 白油脂添加显著提高经产母猪的乳脂含
量袁但对初产母猪的乳脂率没有影响遥 同时还发现日
粮添加脂肪对初产和经产母猪乳中 IGF-玉含量均有
增加效果袁且大大提高了母猪初乳中的 IGF-玉含量袁
其中经产母猪的 IGF -玉含量远远高于初产母猪
(117.47 和 95 滋g/l袁P<0.02)遥 在母猪妊娠和泌乳阶段袁
IGF-玉和 IGF-域具有许多重要的生理和营养功能袁
IGF-玉能调节乳腺中生长激素的作用袁而生长激素则
可通过合成乳脂以提高乳汁能量(Flint袁1995)遥 IGF-玉
的另一个作用可能是刺激母猪乳腺组织细胞的有丝

分裂和催乳(Shamay等袁1988)遥 Donovan等(1994)指出袁
假如母猪血液中 IGF-玉水平提高袁 可能会使初乳和常
乳中 IGF-玉水平提高袁 因为血清是乳中 IGF-玉的主
要来源遥 考虑到对初产母猪乳腺发育潜在的影响袁
Weldon等(1991)通过提高妊娠母猪(75耀90 d)日粮能量
水平袁研究了能量对乳腺发育的影响袁发现饲喂高能
量日粮的初产母猪其乳腺实质重和 DNA含量都显著
下降袁 表明增加能量会损害乳腺分泌组织的发育袁因
此袁对于母猪日粮添加脂肪的时间就显得很重要遥

母猪饲粮中添加脂肪对母猪产奶性能的影响受

品种尧脂肪比例和胎次的影响袁而且许多报道的效果
不一遥 Coffey 等(1981)报道袁在泌乳母猪饲粮中添加
10豫的动物油脂提高了乳中能量和维生素 A水平袁但
降低了短链脂肪酸含量遥 有研究表明袁妊娠后期或泌
乳期母猪饲粮中添加脂肪可增加乳中干物质含量袁主
要是提高初乳和常乳中的脂肪含量(Miller袁1971曰Shur鄄
son等袁1986)袁此外可提高乳中灰分含量(Miller袁1971)遥
多数研究认为饲粮添加脂肪不会影响乳中蛋白质含

量(Tilton等袁1999a)袁但 Migdal等(1991)研究表明可以
提高乳中的蛋白质含量遥 Brand等(2000b)研究了不同
营养水平下饲粮能量来源对母猪乳成分的影响袁结果
表明袁在低营养水平下袁产乳量尧乳组成不受能量来源
的影响曰在高营养水平下袁饲喂脂肪组母猪乳脂和能
量含量较高遥说明在高饲养水平下脂肪形式的饲粮能
量更有利于乳脂合成遥 Averette(1999)研究发现袁饲粮
添加 10豫的脂肪使母猪产后 48 h和 72 h的乳脂含量
提高袁且对经产母猪效果更明显遥Seerley等(1981)分别
在哺乳母猪饲粮中添加 10豫的玉米油和动物油脂袁结
果表明仅玉米油能显著影响乳中脂肪酸的含量遥但也
有研究表明袁哺乳母猪饲粮添加脂肪对产奶量和乳脂
率没有显著影响遥 Shurson等(1992)研究表明袁添加脂
肪可提高杜洛克母猪的乳脂率袁但对大白母猪的乳脂
率没有影响遥
2.4 日粮添加脂肪对母猪产奶量的影响

表 3列出了以往就添加脂肪或 L-肉碱对母猪产
奶量影响的相关文献遥 Coffey等(1982)在基础日粮中

资料来源
Ramanau等(2004)
McNamara等(2002)
Tilton等渊1999a冤
Shurson等渊1986冤
Coffey等渊1982冤

脂肪品种
L-肉碱
动物脂肪
动物脂肪
动物脂肪
动物脂肪

添加量
125渊250冤 mg/d

7%渊2%冤
10%
10%
10%

饲喂阶段
妊娠期(泌乳期)
妊娠期到产后 12 d
妊娠 110 d到产后 28 d
分娩前 1周到产后 28 d
妊娠 109 d到产后 21 d

产奶量的变化渊比空白对照组冤
显著提高第 11和 18 d奶产量

7%添加提高 8.5%
无显著差异

+13.1%渊第 21 d冤
+30.0%渊第 14 d冤

表 3 添加脂肪渊或 L-肉碱冤对母猪产奶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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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10豫的脂肪袁 饲喂妊娠 109 d的母猪直至产后
21 d袁结果第 14 d的产奶量要比不添加脂肪(等能量浓
度日粮)的对照组母猪高 30豫(分别为 7.33尧5.48 kg)遥
Shurson 等 (1986)研究发现袁经产母猪自分娩前一周
到产后 28 d添加 10豫的脂肪袁结果第 21 d的泌乳总
量比不添加脂肪的对照组高 13.1豫遥 在母猪妊娠后期
日粮中添加脂肪也可提高产奶量袁 提高幅度为 8豫~
18豫遥 但是 Tilton等(1999a)尧Coffey等(1987)均报道袁在
妊娠后期及泌乳期日粮中添加 10豫脂肪对初产母猪
的产奶量没有影响遥 因此袁不能通过在日粮中增加脂
肪来增加初产母猪产奶量袁其原因可能是初产母猪本
身泌乳潜力较低遥
2.5 日粮中添加脂肪对母猪产仔性能的影响

泌乳期日粮不同能量渊动物脂肪或淀粉冤来源对
下胎妊娠初期胎盘平均重和胚胎重没有影响 (Perez
Rigau袁1995曰Brand等袁2000b尧2001)袁 不会影响初产母
猪再次配种后 35 d的胚胎数和胚胎成活率(Brand等袁
2001尧2000c)袁对母猪下胎的产仔数和产活仔数没有影
响(Shurson等袁1986曰Neal等袁1997)遥 但 Neal等渊1997)
发现添加 9豫脂肪导致母猪的死胎数明显增加遥 而
Grandhi(1988)的两次研究结果不同袁一次研究认为在
初产母猪妊娠初期饲粮中添加脂肪对胚胎成活率没

有影响曰 另一次试验结果表明母猪妊娠初期饲粮中
添加脂肪会降低胚胎成活率遥 Kemp等(1995)研究表
明袁 日粮不同能量来源对母猪的排卵率和胚胎成
活率没有显著影响遥 表 4给出了在低水平饲养条件
下日粮中添加脂肪对母猪生产性能的影响渊吴长根
等袁1999冤遥
表 4 添加脂肪对低饲养水平的母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项目
脂肪添加量渊豫冤
泌乳至发情时间渊d冤
窝产仔数渊头冤
初生窝重渊kg冤
初生个体重渊kg冤
双月龄窝重渊kg冤
双月龄个体重渊kg冤

对照组
0

7.05依2.04
9.85依2.25
6.41依1.95
0.65依0.20

108.79依19.82
13.03依2.40

试验组
4

4.5依1.36
10.78依1.87
7.57依2.13
0.70依0.20

142.55依20.12
15.04依2.18

比对照组提高渊豫冤
-

9.44
18.10
8.33
31.03
15.43

注院双月龄个体重因考虑到饲养过程仔猪的死亡袁所以此处为死
亡校正的双月龄个体重遥

2.6 日粮添加脂肪对仔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母乳的产量和质量影响哺乳仔猪的生长速度尧健
康状况和成活率袁也影响仔猪断奶体重和适宜断奶日
龄袁从而影响后期生长肥育性能遥研究表明袁提高母乳
特别是初乳中脂肪含量是初生仔猪能量供给的最有

效途径之一渊Dividich等袁1997冤遥
研究表明袁 妊娠 110 d至仔猪 28日龄断奶的母

猪袁 饲粮添加脂肪对仔猪初生重和哺乳第 7尧14 d的
体重没有显著影响(Tilton等袁1999a)袁但 21 日龄体重
则显著高于不添加组渊Shurson 等袁1986曰Tilton 等袁
1999a冤袁并且认为哺乳母猪饲粮中添加 5豫以上的脂
肪可提高断奶窝重(Tilton等袁1999a)袁提高仔猪 28 日
龄断奶成活率袁更重要的是饲粮添加 10豫的脂肪可提
高初生重不足 900 g的仔猪存活率(Seerley等袁1981)遥
但一些研究认为袁 母猪妊娠后期饲粮添加脂肪可显
著提高仔猪初生窝重(Shurson 等袁1986)袁母猪泌乳期
饲喂高脂肪日粮可显著提高仔猪断奶成活率袁 仔猪
21日龄体重显著低于高淀粉饲粮组(Jones等袁2002)袁
但提高了仔猪的断奶成活率 (Neal 等袁1997)遥 Rooke
等(2001)在母猪妊娠后期饲粮中添加金枪鱼油可提高
仔猪出生后 35 d的生长速度遥

Azain(1993)研究表明袁母猪从妊娠第 91 d 至泌
乳期第 17 d饲喂含 10豫中链甘油三酯(MCT)的日粮袁
使仔猪断奶时的存活率由 80豫提高到 90豫袁 断奶时
窝产仔数增加曰 而当初生仔猪体重小于 900 g时袁这
一效果最为明显袁存活率由 32豫提高到 68豫遥
2.7 日粮中添加脂肪对仔猪体组成的影响

研究表明院母猪在妊娠后期和泌乳期采食高脂肪
饲粮可显著提高仔猪断奶时体脂肪尧蛋白质和水分的
含量(Gerfault 等袁1999曰Tilton 等袁1999a)袁而灰分含量
差异不显著(Tilton等袁1999a)渊见表 5冤曰并且仔猪体组
成中脂肪酸的组成与脂肪添加水平高度相关渊Gerfault
等袁1999冤袁这可能是因为脂肪酸可以通过胎盘屏障遥
Brand等渊2000b冤研究表明袁在低营养水平下袁仔猪体
组成均不受母猪妊娠后期和泌乳期日粮中能量来源

的影响曰但在高营养水平下袁母猪采食高脂肪饲粮可
提高仔猪体脂含量遥
表 5 添加脂肪对 21日龄仔猪体重及其体组成的影响
项目
仔猪数渊头冤
活体重渊kg冤
去胃肠道内容物体重渊kg冤
脂肪渊豫冤
蛋白质渊豫冤
灰分渊豫冤
水分渊豫冤
脂肪渊g冤
蛋白质渊g冤
灰分渊g冤
水分渊g冤

对照组
30

5.80*
5.40**

10.41**
15.35**

2.70
69.53**
564.0**

829.6
145.4

3 755.1

动物脂肪组
30

6.07*
5.69**
13.68**
14.70**

2.69
67.07**
777.8**

837.1
153.0

3 816.7

SE
原

0.10
0.09
0.27
0.08
0.05
0.25
20.2
16.0
3.5
63.2

注院*表示差异显著袁**表示差异极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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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粮中添加脂肪对母猪断奶至再发情间隔的

影响

研究表明袁妊娠后期或泌乳期母猪饲粮中添加脂
肪可缩短断奶至发情间隔袁 而以淀粉为基础的饲粮
不会影响经产母猪断奶至发情间隔 渊Shurson 等袁
1986曰Brand等, 2000b冤遥但 Brand等(2000a尧2001)研究
表明袁 哺乳期母猪采食高淀粉饲粮组与高脂肪组相
比袁断奶至发情间隔短曰饲喂高脂肪饲粮组母猪 9 d
内不发情数显著高于饲喂高淀粉组母猪曰 饲喂高淀
粉饲粮组母猪在断奶后 2 d卵泡的体积大于高脂肪
组渊Brand等袁2000b)遥 研究表明袁成年母猪分娩前 8 d
和分娩后 7 d (Brand等袁2000b)尧断奶至发情前(Brand
等袁2001)尧经产母猪泌乳期 (Kemp等袁1995曰Jones 等袁
2002)以及限饲条件下 (Nelssen 等袁1985)日粮不同能
量来源渊脂肪或淀粉冤对母猪断奶至发情间隔没有
影响遥
2.9 日粮中添加脂肪对母猪配种率的影响

Brand等(2001)研究表明袁泌乳期母猪采食高脂肪
饲粮可能会出现无发情表现而排卵的现象曰在泌乳期
和断奶后饲喂高脂肪饲粮袁 母猪有较多的返情现象曰
排卵前采食高脂肪饲粮和高淀粉饲粮袁 在配种 35 d袁
母猪的受胎率分别为 43豫和 67豫遥
2.10 日粮中添加脂肪对母猪乳腺发育的影响

Weldon等(1991)通过提高妊娠母猪(75耀90 d)日粮
能量水平袁研究了能量对乳腺发育的影响袁发现饲喂
高能量日粮的初产母猪其乳腺实质重和 DNA含量都
显著下降袁 表明增加能量会损害乳腺分泌组织的发
育遥 而 Howard等(1994)研究发现袁妊娠期提高日粮脂
肪含量对母猪乳腺发育没有影响遥
2.11 母猪日粮中添加脂肪对热应激的影响

生长或泌乳动物利用日粮中脂肪进行活动比利

用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产生的效率更高袁是因为能量
散失减少(脂肪的热增耗低)遥 对热应激敏感的动物来
说袁低热增耗是非常重要的遥 Stably(1984)报道袁猪进食
高脂肪日粮比进食低脂肪日粮的热应激小遥 由此可
见袁在高温环境条件下添加脂肪显得更为有益遥
3 猪饲粮中添加脂肪应注意的问题

3.1 选择适宜的脂肪酸种类尧添加量和添加时间
母猪一般对中尧长链的低脂肪酸和植物性油脂如

椰子油等吸收效果较好遥 对于刚断奶仔猪袁脂肪酸碳
链越短越易被吸收袁 短链和中链脂肪酸易被吸收袁而
长链脂肪酸吸收相对较困难遥豆油和牛油的长链饱和
脂肪酸消化率仅分别为 79.6%和 71.1%袁 而中链脂肪

酸消化率高达 90.6%和 91.8%袁 分别高出 13.82%和
29.11%遥 Stably(1984)综述了脂肪消化率的影响因素袁
其中最关键是脂肪中饱和与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袁当
比例低于 1.51时袁脂肪消化率就降低遥 短链脂肪酸
更易被消化袁但每克含能量较低袁同时高含量的没被
酯化的脂肪酸会降低消化率遥 从营养和生理角度讲袁
大部分短尧中链脂肪酸不需脂肪酶降解袁可直接被吸
收袁直接经门静脉血转运而不耗能袁而长链脂肪酸必
须先酯解袁形成脂肪微粒才能被吸收袁即使被吸收袁长
链脂肪酸只有在吸收细胞内重新合成甘油三酯袁才能
经淋巴系统进入血液循环转运遥中链脂肪酸的利用效
率及利用速度都显著高于长链脂肪酸袁故中链甘油三
酯可更快尧更有效地提供能量遥另外袁脂肪的添加量应
综合考虑母猪的能量实际需要(含各种环境尧健康状
况和母猪采食量尧脂肪品种尧脂肪消化率及脂肪的价
格等因素)袁一般控制在 5豫耀15豫袁以 5豫耀10豫较为合
适遥 而脂肪的添加一般从妊娠期开始袁但具体添加时
间尚需进一步研究遥

同时袁 不同种类脂肪对母猪生产性能的影响不
同遥袁巧灵等(2003)研究发现院不同油脂种类对母猪繁
殖性能的影响存在差异袁猪油和胡麻油对母猪繁殖性
能影响存在显著差异(P<0.01)袁而猪油与甜麻油对母
猪繁殖性能影响差异不显著遥
3.2 适当增加某些矿物质元素与维生素的添加量

脂肪能降低机体的抗氧化状态袁如果饲料中添加
脂肪袁要增加脂溶性维生素数量袁特别是维生素 A尧E
等的需要量遥 反之袁饲料中如果增加脂溶性维生素 A尧
D尧E尧K时袁必须相应的增加脂肪袁以保证脂溶性维生
素被机体消化吸收遥 由于脂肪能与钙尧磷等矿物质结
合形成脂肪酸盐袁影响矿物质元素的吸收袁因此饲料
中添加脂肪时袁矿物质元素应当超量添加袁其中铜对
脂肪的利用有促进作用遥Dove等(1992)和 Dove (1993尧
1995)报道袁日粮中添加 250 mg/kg铜和 5%动物油有
利于脂肪代谢袁 因而增强了断奶仔猪的脂肪酸利用袁
明显提高生长速度(断奶后 14 d内)遥
3.3 注意能量与蛋白质渊氨基酸冤比例

饲料中添加脂肪时袁应保持日粮能量水平没有大
的变化袁若能量水平提高了袁则应当增加粗蛋白的含
量袁 脂肪可提高猪对粗蛋白及一些氨基酸的利用率遥
Kyriazakis(1993)也报道袁当日粮含能固定时袁饲料采食
受日粮蛋白质的影响袁因此赖氨酸需要以能量比赖氨
酸来表示遥 然而袁这一概念只能在能量和蛋白质摄取
呈线性关系时才有效 (Close 等袁1979曰Campbell 等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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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遥 Chiba等(1991)报道袁为了使生长育肥猪获得最
佳脂肪添加效应袁 每兆焦代谢能中应含 3.0 g赖氨酸
或 49 g平衡蛋白质遥
3.4 考虑基础日粮中所含脂肪酸水平袁合理配用动尧
植物脂肪

对含不饱和脂肪酸高的玉米-大豆型日粮袁 则应
侧重添加动物性脂肪曰对大尧小麦型的基础日粮袁则应
侧重增加植物性油类遥 动物性脂肪饱和脂肪酸含量
高袁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低袁其易被动物机体氧化袁其中
饱和脂肪酸袁 特别是硬脂酸不能很好的被肠道吸收袁
易引起必需脂肪酸缺乏症袁而植物性脂肪不饱和脂肪
酸含量高袁饱和脂肪酸含量低袁其在畜禽机体内氧化
性较差遥 为了提高固态脂肪的利用率袁对生长肥育猪
通常用动物与植物脂肪配合袁其比例以 1渊0.5耀1冤为
宜袁但在母猪生产中脂肪添加量的确定尚需要进一步
研究遥
3.5 饲料中不宜长期增加高量脂肪袁 谨防脂肪氧化
变质

一般认为袁配合日粮中脂肪含量 1.5 %即可满足
猪对必需脂肪酸等的需要遥 若长期饲喂脂肪含量超
过 5%的配合日粮袁其效果并不好袁容易引起腹泻或
过肥袁甚至患病袁特别对种畜更不能长期使用遥 在补
充脂肪时袁 要特别注意脂肪及高油脂饲料的稳定性
和适口性袁防止因脂肪氧化袁饲料变质而影响母猪的
生产性能遥 同时袁脂肪易在高温潮湿条件下发生氧化
酸败袁产生毒性很强的醛和酮类聚合物袁对猪体有毒
害作用遥 因此袁 一是要妥善保管好添加脂肪的饲粮袁
防止其氧化腐败曰二是已配入脂肪的饲料袁应当在短
期内饲喂完袁最好是现用现配遥 因为脂肪与饲料中其
它营养物质长期结合袁易发生颉颃作用袁会降低饲料
营养水平遥
4 总结

由于现代母猪的繁殖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袁从
而对现代母猪的营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遥 在妊娠期间袁
为了提高初生重袁应逐步提高妊娠期间母猪日粮的能
量与蛋白质水平曰在泌乳期袁应提高能量与蛋白质摄
入以增加产奶量并减少体重损失袁从而最大程度地满
足母猪的营养袁最大限度地提高母猪的繁殖性能遥 脂
肪是高能量的饲料原料袁 它能提供能量和必需脂肪
酸袁具有额外热效应袁可改善饲粮的营养价值袁对动物
生产性能的发挥有着良好的作用遥目前在西方国家已
普遍应用脂肪袁我国由于对脂肪饲用的认识尧技术和
价格等原因袁在动物生产中还未普及遥 但随着人民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袁人们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袁对脂
肪袁特别是动物脂肪的需求将日趋减少袁加之饲用脂
肪技术的逐渐普及袁脂肪将广泛用于动物生产中遥 在
母猪妊娠后期和渊或冤泌乳期日粮中添加脂肪袁可提高
经产母猪的产奶量袁但对初产母猪没有影响曰同时可
提高乳脂含量袁从而增加总乳能值袁促进新生仔猪成
活及哺乳期仔猪的生长遥

综上所述袁 饲粮添加脂肪对母猪的生产性能有
重要影响袁但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袁可能与品种尧饲
养管理尧营养水平和环境的不同有关遥 目前袁饲粮中
添加脂肪对母猪生产性能的影响多集中在泌乳期尧
妊娠前 35 d及妊娠 100 d遥 妊娠 80 d以后是母体乳
腺生长和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袁 而这一阶段饲粮添
加脂肪对母猪生产性能影响的研究比较薄弱袁因此袁
进行此方面研究非常必要遥 今后还应加强饲粮不同
能量来源的适宜比例尧最佳供给阶段等方面的研究袁
为经济尧合理地饲养母猪提供理论依据袁并指导养猪
生产实践遥

（参考文献 46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刘敏跃，lm-y@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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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皮动物的消化道短，消化能力弱，不适合消化高纤维食物，而以消化高蛋白、高脂肪的

动物性饲料为主。研究表明，蛋白质和脂肪是毛皮动物必需的营养来源，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维生素

则既对毛皮动物的毛皮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同时还与一些代谢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密切的关联。此外，

人们对毛皮动物的能量需求及其饲料能值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关键词 毛皮动物；营养；能量需求

中图分类号 S865.2
近年来袁 我国毛皮动物养殖日益兴盛袁 特别是

貂尧狐尧貉等珍稀毛皮动物更是呈现出空前的养殖规
模遥 这类特种经济动物的养殖同时促进了皮革业的
迅猛发展袁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遥 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袁人们对毛皮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袁
而影响毛皮质量最关键的因素是毛皮动物的营养袁
只有各种营养成分的供给合理充足袁 毛皮动物才能
获得最快的生长速度并达到合乎人们需求的最佳体

质袁 毛皮质量也才可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需
求遥因此袁从营养角度着手解决毛皮动物养殖中存在
的各种质量问题已成为当前毛皮动物养殖业的重中

之重遥
1 我国毛皮动物养殖业现状

我国毛皮动物养殖始于 20世纪 50年代袁进入 80
年代后得到了迅猛发展遥毛皮动物养殖主要集中在山
东尧河北尧辽宁和黑龙江等地袁养殖的品种主要有狐
狸尧貂尧貉等遥 目前世界水貂皮总产量 3 500 万张左
右袁我国约有 700耀800 万张曰世界狐皮总产量 500 万
张左右袁我国约有 200耀300万张遥全国养殖的水貂尧蓝
狐尧貉等总量超过 1 000 万只袁毛皮动物养殖已成为
我国养殖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我国已成为世界公认的毛皮动物养殖大国袁但还
不是强国遥我国毛皮动物养殖多以家庭为单位袁养殖水
平差异很大遥由于缺乏科学的饲养标准导致日粮配方

不科学袁再加上饲料原料质量不稳定和掺假原料的影
响袁造成了以营养代谢障碍症为主的疾病发生异常频
繁袁因此深入开展毛皮动物的营养学研究是当务之急遥
2 各种营养成分对毛皮动物生长发育的影响

2.1 蛋白质和氨基酸

蛋白质是一切生物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袁是有机
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遥毛皮动物体内蛋白质供给不足时
会引起体重减轻尧产毛数量减少尧毛皮质量降低等一
系列问题遥 Rasmussen渊2000冤的研究表明袁严重的营养
失调会导致貂冬毛密度显著降低袁极低的蛋白质浓度
可能阻碍其毛囊的再生袁而毛囊的再生和发育直接影
响着冬毛的绒毛密度遥

在水貂蛋白质营养评价上袁一般习惯用源于蛋白
质的能量占可代谢能(ME)的百分比来表示遥蛋白质是
毛皮动物生长发育过程中最重要的营养因子袁尤其对
貂后期生长发育状况起决定性的作用渊Mira袁2000冤遥
在生长期部分时间采用低蛋白日粮将不同程度地对

公貂毛的生长和冬皮总体质量产生不良影响袁此研究
中袁绒毛密度并未受日粮水平的影响遥

B覬rsting 和 Clausen渊1996冤重新评价了水貂对必
需氨基酸的需求遥 他们研究指出袁氨基酸的组成越合
乎水貂的需求袁饲料的生物学效价就越高遥 当饲料中
某种必需氨基酸的含量不能满足水貂的需求时袁水貂
体蛋白质的合成将成比例减少袁这种氨基酸被称为限
制性氨基酸遥 限制性氨基酸如果得不到补充袁蛋白质
的合成就无法进行遥 与此同时袁那些原本被用于合成
蛋白质的其它氨基酸也就闲置起来袁最后只能被简单
地用作能量代谢而消耗掉遥

Damgaard渊1997冤的试验表明袁过剩的赖氨酸将对
精氨酸产生拮抗作用袁导致水貂过度兴奋袁其症状类
似于猫和雪貂的精氨酸缺乏症遥而水貂毛皮生长会使
精氨酸需求量增加袁这就会解除赖氨酸对精氨酸的拮
抗遥基于这些试验结果袁结论认为袁精氨酸是毛皮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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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需营养成分遥 Kirsti Rouvinen渊1999冤研究发现袁色
氨酸可以增强银狐的行为应激袁并且对毛皮特别是冬
毛的生长产生明显促进作用遥

一般来讲袁水貂对动物性饲料有较好的消化代谢
率遥 但一些品质较差的动物性蛋白饲料如羽毛粉尧鸡
脚等因缺乏色氨酸且氨基酸平衡与水貂氨基酸需求

一致性低袁其消化率并不是很好遥Ymeczko渊2001冤在对
水貂和北极狐的饲养研究中发现袁不论以什么日粮组
成进行饲喂袁苏氨酸和胱氨酸在动物体内小肠和总的
消化道中消化吸收率总是最低遥这两种氨基酸的表观
消化率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高含量内源性氮释放到

水貂和北极狐的消化道中而造成的遥
近年来袁为了给毛皮动物提供充足尧安全的蛋白

质和氨基酸营养袁越来越多的做法是直接将牛奶作为
毛皮动物的营养源遥 S覬ren Wamberg等渊1998冤研究表
明袁对断奶后的幼貂只饲喂牛奶就可以满足幼貂的基
本营养需求遥覫ystein Ahlstr覬m等渊2000冤对狐的奶摄入
量做了研究袁发现单位质量的奶摄入量能明显地促进
仔狐的体增重袁平均为 4.5 mg/kg袁并且每天代谢能的
摄入量能满足其维持和生长需要的总能量遥
2.2 脂肪和脂肪酸

毛皮动物日粮中脂肪含量一直就很高袁近年又增
加了水貂日粮中可消化脂肪的比重袁因此毛皮动物饲
料的脂肪组成以及与稳定性有关的质量问题显得非

常重要遥 降低蛋白质水平提高脂肪水平袁可以降低日
粮成本袁但是脂肪水平过高又会引发脂肪肝遥

水貂脂肪肝的发生既与高脂肪低蛋白有关袁也与
脂肪酸组成和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有关遥当供给优质
蛋白质并且脂肪由豆油和菜子油提供时袁脂肪肝发生
率低曰当蛋白质主要来自杂鱼而脂肪来自动物性脂肪
时袁脂肪肝发生率高遥

在我国袁毛皮动物养殖主要聚集在沿海区域遥 海
产品是毛皮动物日粮的主要来源遥Jorsgensen等渊1962冤
研究发现袁当用肥鱼代替屠宰下脚料时袁貂的健康状
况和毛皮质量都有所下降袁海洋鱼脂过量也会导致黄
脂病发病率升高遥黄脂病是由日粮中多不饱和脂肪酸
及其氧化降解产物和机体防御机制相互作用引起的

渊Brandt等袁1990冤遥 不过袁用质量好的鱼和抗氧化剂能
克服大多数问题袁特别是 VE和抗氧化剂的使用可使
黄脂病流行骤减袁生长骤死综合症也明显减少遥
2.3 糖类及碳水化合物

在水貂的天然饲料中袁碳水化合物含量很低遥 一
定程度上袁水貂可以通过碳水化合物代替氨基酸作为

葡萄糖的一种来源袁 当饲喂大量的碳水化合物时袁水
貂有能力以肝糖原的形式贮藏剩余的葡萄糖遥

一直以来袁关于糖类物质及碳水化合物对毛皮动
物的影响报道很少遥 事实上袁长时间缺乏谷物和碳水
化合物饲料袁会引起貂尧狐尧貉机体酸中毒袁表现为皮
肤发红尧肿胀尧脱毛尧排尿频繁曰会阴部尧两后肢被毛高
度潮湿袁严重时还会引起膀胱炎尧腹膜炎袁甚至死亡遥

有研究者在关于预处理对碳水化合物消化率的

影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遥 Glem-Hansen等渊1981冤研究
了粉碎对碳水化合物消化率的影响遥 研究结果表明袁
颗粒大小与碳水化合物消化率存在线性关系遥 Oster鄄
gard 等(1989)发现袁膨化的大麦或小麦经粉碎后饲喂
水貂袁其消化率几乎达 100%遥 Bqrsting等渊1991尧1993冤报
道袁将粉碎的小麦用淀粉酶和细胞壁物质降解酶预处
理后袁水貂对淀粉的消化率约为 100%袁有部分细胞壁
物质也可以被利用遥 Anne-Mari Mustonen渊2005冤研究
发现袁禁食会对毛皮动物碳水化合物和脂类的新陈代
谢造成适应性的应激遥
2.4 维生素尧矿物质等

维生素营养是毛皮动物营养中的重要方面袁维生
素在日粮中缺少或过量袁 都会影响动物的生产性能袁
给养殖造成损失遥 毛皮动物维生素营养中袁需要经常
考虑的有 12种袁其中脂溶性的 4种袁水溶性的 8种遥

Juokslahti渊1987冤综述了维生素对毛皮动物的影
响之后袁出现了对维生素的研究高潮遥 生物素渊VH冤是
重要的水溶性含硫维生素袁 广泛地参与机体的代谢遥
生物素缺乏会使机体代谢功能发生紊乱袁造成毛皮动
物生产性能下降和抗病能力减弱袁并且导致毛皮质量
下降袁水貂还会出现自咬症遥 VE则因与日粮中多不饱
和脂肪酸的关系袁在毛皮动物的日粮添加中显得十分
重要遥

日粮中矿物质尤其是 Ca尧Mg尧Cu尧Zn尧Fe 的含量
和利用率会影响毛皮的质量和颜色袁镉尧汞尧硒同样也
很重要遥 日粮中钙尧磷尧镁比例失调时袁毛皮动物常常
出现佝偻病尧自咬症尧食毛症尧异食癖及毛绒颜色不
正尧毛皮质量差尧换毛推迟等遥 骨粉中含有丰富的钙尧
磷尧镁袁而且比例适当袁是毛皮动物的好饲料遥 铜能促
进毛纤维的角化及毛色素的沉着袁间接弥补含硫氨基
酸渊毛皮生长所必需冤的不足袁从而促进其生长遥

一些添加剂对毛皮动物的生长也有作用遥褪黑激
素就是很重要的一种袁 它可以促使冬毛提前生长袁缩
短饲养期袁节约饲料遥Petteri Niemine渊2001冤还发现袁褪
黑激素能影响脂肪和酶类的活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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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毛皮动物的能量需求及其饲料能值

毛皮动物能量的营养需求标准主要有两个院NRC
渊1982冤的毛皮动物饲养标准和 N援J援F渊1985冤的毛皮动
物饲养标准遥前者是满足动物正常生长尧繁殖尧生产的
最低需要量袁不含安全系数曰后者是实用标准袁考虑了
饲料化学组成差异尧不同品种遗传差异以及气候和畜
舍对需要量的影响遥

在营养学中袁测定不同生产目的动物对能量的利
用和饲料及日粮能值时一般采用代谢能渊ME冤遥 ME又
包括生长代谢能渊贮存能袁饲料热增耗冤和维持代谢能
渊基础代谢袁肌肉活动和体温调节冤遥

其中代谢能渊ME冤可由饲料的可消化蛋白渊DCP冤尧
可消化脂肪渊DEE冤和可消化碳水化合物渊DCAB冤通过
下面的公式估算而得来渊NRC袁1982曰Enggarrd-hansen袁
1992冤院

ME渊MJ/kg冤=18.8 DCP+39.8 DEE+17.6 DCAB
表 1 毛皮动物的表观消化率和代谢能水平

全鱼院鳕鱼
鱼下脚料
骨含量低袁灰分 3%
骨含量中袁灰分 5%
骨含量高袁灰分 3%
骨含量很高袁灰分 9%
屠宰下脚料渊牛冤
瘤胃
软下脚料混合物袁含脂 10%
肝
屠宰下脚料渊猪冤
喉
皮
背骨
油渣
鸡废弃物
鸡下脚料混合物
整只产蛋鸡
蛋白质饲料渊风干冤
鱼粉
肉骨粉袁细心干制
肉骨粉袁正常干制
肉骨粉袁过热干制
羽毛粉袁水解
豆粕
大豆蛋白浓缩物
土豆蛋白质
含碳水化合物多的饲料
小麦
大麦
燕麦
土豆粉
含脂多的饲料
大豆油
鱼油

蛋白质
90
89
84
79
72
85
83
92
85
92
55
90
76
60
82
75
65
55
60
78
85
86
79
69
72
70

脂肪
92
92
92
90
88
73
72
85
87
94
94
85
85
85
88
75
75
75
89
54
54

74
55
90

96
94

碳水化合物

85

24
14
73
43
52
47
75

16.74耀21.97
15.24
12.52
11.30
9.42

22.00
17.59
18.40
23.48
27.25
15.35
18.76
20.31
18.76
16.11
11.40
10.43
9.45

12.25
9.72

12.15
15.13
8.74
9.63

10.01
12.20
38.18
37.39

饲料名称
代谢能
渊MJ/kg冤

表观消化率渊%冤

表 2 毛皮动物的日能量需求（MJ/d）
水貂 狐狸

周龄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母
0.527
0.967
1.188
1.351
1.209
1.142
1.088
1.113
1.088
0.967
0.879
0.824
0.820

-
-

公
0.724
1.284
1.648
1.862
1.820
1.837
1.845
1.824
1.619
1.406
1.351
1.188
1.163

-
-

公
1.155

-
1.883

-
2.259

-
2.577

-
2.669

-
2.406

-
2.092

-
2.042

母
1.075

-
1.732

-
2.042

-
2.314

-
2.405

-
2.134

-
1.807

-
1.728

表 1尧表 2分别是来自 N援J援F渊1985冤提供的毛皮动
物的表观消化率和代谢能水平和来自 NRC 渊1982冤对
毛皮动物的推荐日能量需求遥
4 小结

综上所述袁在影响毛皮动物饲养管理的众多因素
中袁营养是关系养殖成败的先决条件遥目前袁许多养殖
企业饲养中由于日粮配制不合理和饲料营养水平低

下而造成动物发病率和死亡率高尧毛皮产品质量差等
诸多问题遥 一直以来袁相同品种的貂皮尧狐皮袁国产皮
价格总要比进口皮低 50豫耀100豫遥 从表面上看袁是由
国产皮质量差尧尺码小而导致袁其实究其根源袁还是因
生产中提供的饲料营养水平低所致遥 所以袁养殖生产
中应选用高营养水平的饲料并制定合理的日粮配比袁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毛皮动物健康高产并生产出优质

毛皮袁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遥
（参考文献 22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刘敏跃，lm-y@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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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汇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于 2006 年 11

月 28 日乔迁新址。

★原址：杭州天目山路 376号龙都大厦七楼

现址：杭州西溪路 525 号浙大科技园 A座西区 306 室

★原联系电话及传真保持不变：

总机：0571-85025401 传真：0571-85025474

★新增营销中心直线传真：0571-87850111

以上变更敬请各位关注，对于因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

意。感谢您对汇能公司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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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多酚对朗德鹅产肝性能、
屠宰性能及体脂沉积的影响

魏建军 王信美 金 武 范文娜 刘海波 赵阿勇 何瑞国

摘 要 将 14周龄、体重相近的健康公朗德鹅 150只随机分成 5组，每组 30只，每只一个重复。
对照组（第 1组）饲喂基础日粮，试验组（第 2耀5组）在基础日粮中分别添加 40、80、160、320 mg/kg的
茶多酚。试验结果：第 4组肝重、肝屠比与对照组和第 5组差异均显著（P<0.05），肝体比与对照组和第
5组差异均极显著（P<0.01）；添加茶多酚对朗德鹅屠宰性能和肝外脂肪沉积的影响差异均不显著（P>
0.05）。结果表明，在玉米-豆粕型日粮中添加茶多酚为 160 mg/kg时，朗德鹅产肝性能最佳。

关键词 朗德鹅；肥肝；茶多酚

中图分类号 S816.32
Effects of supplementing TP into corn grain overfeeding diets on

Landaise geese' fatty liver and carcass performance and fat accumulation in adipose tissue
Wei Janjun, Wang Xinmei, Jin Wu, Fan Wenna, Liu Haibo, Zhao Ayong, He Ruiguo

Abstract 150 of healthly male Landaise geese, 98 days ol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5 groups accord原
ing to the factor experiment design. Diets were supplied with 0,40,80,160,320 mg/kg TP respectively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ea Polyphenols(TP)on Landaise geese's fatty liver performance，carcass performance
and fat accumulation in adipose tissue. The results as follows：liver weight and ratio of liver weight to car原
cass both show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which the mount of TP 0 and 160 mg/kg or
160 mg/kg and 320 mg/kg adding（P<0.05）.Meanwhile the ratio of liver weight to body weigh showed a sig原
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same groups above（P<0.01）. But other two aspects both had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eatments(P>0.05). That can be concluded from the results that the fatty liver performance was
the best adding the mount of 160 mg/kg TP in corn grain which as based overfeeding material.
Key words landaise goose；fatty liver；Tea Polyphenols（TP）
肥肝是指水禽生长发育大体完成后袁在短时期内

人工强制填饲大量高能量饲料袁经过一定的生化反应
后在肝脏大量沉积脂肪形成的脂肪肝渊瞿浩等 袁
2003冤遥 超饲养期袁鹅体内脂肪代谢处于超常状态袁肝
脏中脂肪沉积急剧增加袁细胞增大明显渊Hermier 等,
1999冤袁特别是超饲养后期袁肝细胞膜承受能力下降可
能是影响肥肝品质和导致鹅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遥

有证据表明渊Philippe L 等,1996冤袁肝细胞内甘油三酯
增加袁为脂质过氧化提供了足够的反应基质袁产生大
量具有反应活性和细胞毒性的产物遥

研究表明袁适当补充外源性抗氧化剂或给予能使
机体内源性自由基清除剂恢复到一定水平的药物袁可
有效改善与自由基过多有关的疾病渊郑建仙袁2000冤曰
而饲料中添加抗氧化剂来维持动物机体氧化还原平

衡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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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袁有关抗氧化剂的研究
得到普遍关注,而寻找高效尧价廉尧低毒的抗氧化剂的
工作倍受关注渊Graf E袁1992曰曹国锋等袁1995曰郑荣梁袁
1997曰蔡志强等袁2002冤遥茶多酚渊TP冤作为一种高效低毒
的天然食品抗氧化剂袁已经被列入我国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的天然添加剂(李香鑫等袁2004)袁其在畜牧业实
际生产中的应用可见于养鸡尧养猪尧养牛袁而应用于

魏建军，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430070，湖北武汉。
王信美、金武、范文娜、刘海波、赵阿勇、何瑞国（通迅作

者），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6-10-16
绎 湖北省特色农产品加工及产业化研究与开发专项中良种

鹅规模化繁育、饲养及产品加工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开发

项目资助（编号 2005AA205A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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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肥肝生产的研究目前尚未见报道遥 为开发利用茶多
酚这一新型的天然抗氧化饲料添加剂袁本试验将茶多
酚应用于超饲养袁 探讨了茶多酚对朗德鹅产肝性能尧
屠宰性能及体脂沉积的影响遥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动物与试验设计

选取 14周龄体质健壮尧 体重差异不显著的健康
公朗德鹅 150只袁随机分成 5组袁每组 30只袁每只一
个重复遥

采取单因子试验设计袁用 5种不同成分的日粮进
行超饲养遥 玉米粒为基础日粮袁茶多酚的添加量以基
础日粮重为准袁其中对照组渊第 1组冤饲喂基础日粮袁
试验组渊第 2耀5组冤在基础日粮中分别添加 40尧80尧160尧
320 mg/kg的茶多酚遥
1.2 原料来源

玉米粒尧豆粕购自华中农业大学实验猪场曰4%预
混料尧玉米粉尧麸皮均购自华中农业大学华大预混料
厂曰茶多酚购自武汉科技公司袁纯度 98% 遥
1.3 试验日粮配制

预饲期日粮渊见表 1冤为常规饲养所用的粉料袁分
别按不同比例逐日增量添加煮过的玉米粒袁以便使试
验鹅适应超饲养日粮遥 同时及时补足优质青饲料袁促
进鹅的膨大部的发育袁以便适应超饲养遥 超饲养日粮
组成见表 2遥
表 1 预饲期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以干物质计）

项目
玉米渊豫冤
小麦次粉渊豫冤
豆粕渊豫冤
石粉渊豫冤
磷酸氢钙渊豫冤
碘化食盐渊豫冤
4豫预混料渊豫冤

组成
70.50
7.00

17.00
0.50
0.50
0.50
4.00

营养水平
代谢能渊MJ/kg冤
粗蛋白渊%冤

12.08
15.85

表 2 超饲期基础日粮的组成及营养水平（以干物质计）

项目
玉米粒渊%冤
预混料渊%冤

组成
96.00
4.00

营养水平
代谢能渊MJ/kg冤
粗蛋白渊%冤

12.78
9.02

1.4 饲养分期和饲养管理

1.4.1 饲养分期

饲养试验从 2005年 12月 27 日至 2006年 1月
25日袁共 4周遥 在华中农业大学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肥肝试验基地进行遥 饲养试验分为两个阶段院预饲期
渊1周冤和超饲养期渊3周冤袁超饲养期结束后全部屠宰遥
1.4.2 饲养管理

预饲期前对每只鹅注射禽霍乱疫苗(购自湖北省
卫生防疫站)袁并用左旋咪哩进行驱虫遥 在预饲前一
周袁对场地清扫袁用 2%烧碱消毒袁并用甲醛熏蒸曰同时
干草也用甲醛熏蒸以做垫料曰饮水器尧料槽尧超饲机等
饲养器械用 2%烧碱溶液消毒遥 预饲期自由采食和饮
水袁并加大优质青饲料补充量遥

在超饲养全过程中袁试验鹅自由饮水袁同时将砂
粒洗净后放入盆中任其采食遥前 3 d超饲养 3次/d袁第
4耀8 d超饲养 4次/d袁第 9~15 d超饲养 5次/d袁第 15~
21 d超饲养 6次/d袁 每天每次超饲养时间间隔相等遥
玉米粒煮成半熟尧沥干尧冷却渊不烫手为宜冤遥
1.5 测定指标

1.5.1 产肝性能指标

肥肝重为朗德鹅屠宰后称取的鲜肝重曰肝体比为
肥肝重占个体活重的百分数曰肝屠比为肥肝重占个体
屠体重的百分数遥
1.5.2 屠宰性能指标

活重尧屠体重尧半净膛重尧胸肌重尧腿肌重尧全净膛
重尧屠宰率尧半净膛率尧全净膛率尧胸肌率尧腿肌率遥
1.5.3 体脂沉积指标

皮下脂肪厚尧肌间脂肪宽度尧腹脂重尧腹脂率遥
1.6 数据处理与分析

用 SAS 8.1 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袁
Duncan鸳s法进行多重比较遥
2 试验结果

2.1 茶多酚对朗德鹅产肝性能的影响渊见表 3冤
由表 3可知袁 经超饲养后袁 各组肥肝均重分别为

763.67尧 824.33尧839.75尧916.30尧685.67 g遥试验组除第

注院1.各组数据均以平均数依标准差表示曰
2.同行数据肩标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极显
著渊P<0.01冤遥

组别
肝重渊g冤
肝体比渊%冤
肝屠比渊%冤

1组
763.67依44.09bc

9.63依0.89Bc

10.79依0.79bc

2组
824.33依19.60ab
10.54依0.58ABbc
11.83依0.75ab

3组
839.75依61.43ab

10.98依0.89ABab

12.07依0.95ab

4组
916.30依44.74a

11.82依0.80Aa

12.95依0.53a

5组
685.67依75.14c

9.04依0.52Bc

9.97依0.59c

表 3 不同日粮对超饲养 3周后产肝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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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组外袁肥肝均重均高于对照组袁第 4 组与对照组
差异显著渊P<0.05冤曰试验组间为第 4 组与第 5 组差
异显著渊P<0.05冤遥

经超饲养后袁试验组除第 5组外袁肝体比均高于
对照组袁第 4 组与对照组和第 5 组差异极显著渊P<
0.01冤袁第 4组与第 2 组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第 3组与
对照组和第 5组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但孙云子(2004)
以 14周龄朗德鹅进行超饲养袁 玉米组平均肝体比为
8.79豫袁低于本次试验任意一组的结果遥

经超饲养后袁各组肝屠比分别为 10.79%尧11.83%尧
12.07%尧12.95%尧9.97% 遥 试验组除第 5组外袁肝屠比
均高于对照组袁第 4组与对照组差异显著渊P<0.05冤曰
试验组间为第 4组与第 5组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从肥肝的色泽来看袁试验各组的肥肝均呈现淡黄
色尧米黄色尧黄色遥 随着茶多酚添加量的增加袁肥肝颜
色有逐渐由淡黄向黄色加深的趋势袁这可能与茶多酚
对色素的保护有关遥
2.2 茶多酚对朗德鹅屠宰性能的影响渊见表 4冤

由表 4可以看出袁各项屠宰性能指标袁试验各组
与对照组差异均不显著(P>0.05)袁试验组间差异也不

显著渊P>0.05冤遥
2.3 茶多酚对朗德鹅肝外脂肪沉积的影响渊见表 5冤

表 4 不同日粮对超饲养 3周后屠宰性能的影响
组别
活重渊kg冤
屠体重渊kg冤
屠宰率渊%冤
全净膛重渊kg冤
全净膛率渊%冤
半净膛重渊kg冤
半净膛率渊%冤
胸肌重渊g冤
胸肌率渊%冤
腿肌重渊g冤
腿肌率渊%冤

1组
7.98依0.88
7.10依0.68
89.12依1.68
5.30依0.40
66.62依2.57
6.65依0.68
83.38依1.16

373.33依18.93
7.07依0.65

258.33依5.77
4.75依0.38

2组
7.80依0.56
6.96依0.47
89.33依0.78
5.04依0.25
64.73依2.72
6.33依0.54
81.26依4.96

352.50依29.01
7.01依0.55

228.75依34.49
4.53依0.51

3组
7.66依0.12
6.88依0.07
90.58依1.30
4.83依0.09
63.70依1.06
6.42依0.08
84.64依1.27

338.00依59.30
6.93依1.16

230.00依10.00
4.76依0.26

4组
7.68依0.16
6.92依0.26
90.07依2.79
5.15依0.11
67.04依2.35
6.47依0.26
84.19依2.80

364.00依24.85
7.08依0.49

252.00依18.23
4.90依0.39

5组
7.57依0.46
6.87依0.52
90.74依1.57
5.11依0.44
67.42依1.94
6.42依0.52
84.77依1.84

358.33依10.41
7.04依0.40

251.67依30.55
4.92依0.23

由表 5可以看出袁腹脂重尧腹脂率尧肌间脂肪宽尧
皮脂厚袁试验各组与对照组差异均不显著(P>0.05)袁试
验组间差异也不显著渊P>0.05冤遥
3 分析与讨论

3.1 茶多酚对朗德鹅产肝性能的影响

各组产肝性能不同袁说明不同剂量茶多酚能不同
程度地消除自由基袁保护肝脏细胞膜袁减少肝线粒体
膜受损伤曰同时茶多酚也可能通过促进朗德鹅肝细胞
膜的快速生长来承受和适应后期超量的脂肪沉积遥由
上述分析可知袁添加低水平茶多酚时袁均可优化朗德
鹅机体生长性能中的肝脏生长性能曰而高剂量的茶多
酚除有上述作用外袁其降脂作用可能很强袁能减少甘
油三酯在肝脏中的沉积袁且降脂作用占主导袁因此袁茶
多酚最大添加组肥肝均重在所有组中最低遥这与齐广
海等渊2002冤尧柯永胜等渊1999冤的研究结果类似遥此外袁

添加茶多酚后可能对脂蛋白脂酶的活性产生影响袁进
而对肝脏中的甘油三酯的沉积产生影响袁最终影响肥
肝重遥 由于朗德鹅肥肝的增重与脂蛋白脂酶渊LPL冤活
性呈负相关袁而 LPL是肝外脂肪组织沉淀的主要限制
因子遥 未经 LPL水解的极低密度脂蛋白渊VLDL冤可能
返回肝脏袁促进了肝脏脂肪的沉积(Davail袁2000 )遥 而
添加高水平茶多酚时袁 可能由于脂蛋白脂酶活性高袁
返回肝脏的 VLDL少袁肝脏脂肪的沉积量也少遥 目前
关于茶多酚添加量与脂蛋白脂酶活性的关系尚不明

确袁有待进一步研究遥
3.2 茶多酚对朗德鹅屠宰性能的影响

本试验屠体重尧半净膛重尧全净膛重尧胸肌重尧腿
肌重尧屠宰率尧半净膛率尧全净膛率尧胸肌率尧腿肌率等
屠宰指标袁试验各组与对照组差异均不显著袁这与郜
卫华渊2003冤的有关报道相一致遥这可能与茶多酚具有

项目
腹脂重(g)
腹脂率(%)

肌间脂肪宽(cm)
皮脂厚(cm)

1组
496.33依199.86

9.21依3.07
4.07依0.14
1.26依0.33

2组
462.75依146.49

9.10依2.52
3.64依0.64
1.00依0.28

3组
506.67依137.59

10.49依2.86
3.74依0.87
1.34依0.36

4组
419.40依37.03

8.16依0.81
3.69依0.55
1.35依0.21

5组
458.00依20.66

9.01依0.91
3.54依1.21
1.23依0.56

表 5 不同日粮对超饲养 3周后体脂沉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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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活性和消除自由基能力袁 又具有杀菌抗病毒尧
改善肠道微生物环境的生理功能袁而有助于提高动物
对日粮中营养成分的吸收和利用有关遥
3.3 茶多酚对朗德鹅体脂沉积的影响

家禽能量摄入过多袁超过消耗能袁则以脂肪形式
在体内蓄积袁提高能量水平就会提高胴体脂肪和腹脂
脂肪(李德发袁2004)遥禽类其内源性脂肪与蛋白质结合
后袁形成亲水性脂蛋白质袁经门脉系统运至全身袁脂蛋
白质到组织中经脂蛋白质脂肪酶等酶催化分解后释

放出脂肪酸而沉积下来遥这一过程是在多种酶和底物
的参与下完成的袁脂肪在某个部位沉积量的多少可能
与脂蛋白质脂肪酶的活性有关渊Griffin等袁1987曰Buttcr鄄
with袁1989冤遥 LPL活性增加可以促进外周脂肪沉积袁这
一点已在鸡上被证明遥 肉仔鸡体脂沉积规律研究表
明袁体内各部位脂肪沉积不仅按一定的顺序进行袁而且
不同部位脂肪沉积量不同渊Cahaner等袁1986曰Richard
等袁1983冤遥 由于水禽有着与鸡不同的脂肪储存系统袁
除了同鸡一样可将脂肪存储在腹部外袁水禽的脂肪还
可以大量沉积在皮下和肝脏中遥 Davail等渊2000尧2003冤
指出袁脂肪肝产生于由食物碳水化合物新合成的甘油
三酯渊TG冤的大量贮存袁填饲也诱导新合成的 TG在外
周组织如脂肪组织和肌肉的沉积作用遥 因此袁超饲养
中肝脏或外周组织的脂类蓄积量可能取决于由极低

密度脂蛋白渊VLDL冤运输的血浆 TG浓度和LPL活性遥
本次试验添加茶多酚对肝外脂肪沉积的影响不

显著袁这与杨正梅渊2005冤的有关报道大致相同遥 其原
因可能是超饲养后期连续高强度地摄入富含碳水化

合物的饲粮袁 其脂肪运输和代谢的通道己趋向饱和袁
添加茶多酚对超饲养期朗德鹅脂肪代谢和沉积的调

控作用可能已不显著袁同时也说明朗德鹅对超饲养具
有极强的代谢适应性遥
4 结论

本试验中添加 160 mg/kg 的 TP 产肝性能最好袁
添加 320 mg/kg的 TP产肝性能最差袁 提示添加适量
的 TP渊40耀160 mg/kg冤对产肝有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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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芙蓉 刘庆华 毛秋月

摘 要 将同一饲料样品按四分法缩分为两份，一份按 GB/T6432—94制备样品，另一份用微型
高速万能试样粉碎机制备样品，按姜懋武（1998）提出的改进方法测定 CP，研究微型高速万能试样粉
碎机对 CP测定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用微型高速万能试样粉碎机制备样品测定的豆粕、菜粕 CP与
GB/T6432—94法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生长育肥猪浓缩料的 CP显著高于 GB/T6432—94法（P<
0.05）；花生仁粕的 CP 极显著高于 GB/T6432—94 法（P<0.01）；肉仔鸡后期颗粒料的 CP 显著低
于 GB/T6432—94法（P<0.05）；玉米、小麦、大豆、棉粕、仔猪前期颗粒料、肉仔鸡后期浓缩料 CP极显
著低于 GB/T6432—94法（P<0.01）。结果提示，实际检测中应根据不同饲料样品具体确定是否能用微
型高速万能试样粉碎机代替 GB/T6432—94法制备样品。

关键词 微型高速万能试样粉碎机；CP测定；GB/T6432—94
中图分类号 S817.12

GB/T6432—94规定袁测定饲料 CP制备的样品要
求全部通过 40目渊0.45 mm冤分样筛遥微型高速万能试
样粉碎机渊万能粉碎机冤由于采用无筛片粉碎制备样
品袁与植物性粉碎机过 40目筛片制备样品相比袁具有
一次粉碎数量多尧耗时短的优点遥 现在部分企业和检
测部门在抽检饲料制备样品的过程中袁采用万能粉碎
机粉碎样品袁 而未按国标要求通过 40目分样筛制备
样品遥 这种方法是否对样品 CP的测定有影响袁相关报
道非常有限遥本试验旨在研究万能粉碎机制备样品对
测定 CP结果的影响袁 以期为合理应用万能粉碎机提供
依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样品的收集

市售肉仔鸡后期颗粒料和浓缩料尧仔猪前期颗粒
料尧生长育肥猪浓缩料尧玉米尧大豆尧小麦尧豆粕尧棉粕尧
菜粕尧花生仁粕袁共收集 11种样品遥
1.1.2 样品制备

严格按照国标采样方法取样袁每个样本约 1 000 g袁
按四分法缩分为两份各 200 g袁分别用万能粉碎机渊无
筛片冤尧植物性粉碎机渊过 40目筛片冤进行粉碎渊其中
玉米尧大豆尧小麦用万能粉碎机粉碎 1 min袁其余的 8

种样品粉碎 2 min冤袁粉碎后将其装入样品袋备用遥
1.1.3 化学试剂

30%H2O2袁分析纯曰硒粉袁符合 Q/C5411196要6要
求曰混合催化剂袁每 500 g 无水硫酸钠加入 0.5 g 硒
粉袁混合均匀袁每次用 3.5 g左右曰其它试剂同国标法
CP测定遥
1.1.4 仪器

微型高速万能试样粉碎机袁型号 FW80袁北京某
仪器有限公司生产遥该机具有结构简单尧占地面积小尧
生产能力大尧能耗低尧生产成本低尧易保养和价格低廉
等优点遥 其它仪器设备同国标法 CP测定遥
1.2 试验设计

以植物性粉碎机过 40目筛片粉碎的样品作为对
照组袁 万能粉碎机不过筛片粉碎的样品作为试验组袁
分别测定 11种样品的 CP含量遥
1.3 测定方法

1.3.1 试样的消化

采用姜懋武渊1998冤的 H2SO4-H2O2快速消解法遥 称
取 0.5耀1 g试样渊含氮量 5耀80 mg冤袁准确至 0.000 2 g袁
无损失地放入凯氏烧瓶中袁加入混合催化剂 3.5 g
左右袁 与试样混合均匀遥 再加浓硫酸 12 ml袁30%
H2O2 10 ml袁 把凯氏烧瓶放在通风柜里的电炉上强
火消化至冒出大量白烟袁 使酸液沸腾至溶液澄清袁消
化 15耀20 min即可遥 整个过程不到 1 h遥
1.3.2 试剂空白测定

另取凯氏烧瓶一个袁加入混合催化剂 3.5 g左右袁
浓硫酸 12 ml袁30%H2O2 10 ml袁加热消化至溶液澄清遥

聂芙蓉，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450011，河南省郑
州市北林路 16号。
刘庆华(通讯作者)、毛秋月，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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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氨的蒸馏

采用 GB/T6432要94半微量水蒸气蒸馏法遥
1.3.4 其它

其余步骤按 GB/T6432要94操作遥
1.4 检验方法

按 GB/T6432要94操作袁 不同制样方法的同种样
品分别做 5个平行样遥 每个分解液分别做 3次重复袁
结果取其平均值遥
1.5 数据处理

用 SPSS11.0 统计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袁结果用 X依SD表示遥
2 结果与分析

用两种制样方法制备的 11种样品袁其 CP测定结
果见表 1遥
表 1 样品不同制备方法测定的 CP含量（%）（n=15）
项目
玉米
小麦
大豆
菜粕
豆粕
棉粕
花生仁粕
仔猪前期颗粒料
生长育肥猪浓缩料
肉仔鸡后期颗粒料
肉仔鸡后期浓缩料

试验组
7.76依0.24A

14.64依0.08A

33.73依0.04A
36.50依0.23a
43.28依0.47a

41.24依0.31A
47.44依0.13A
18.39依0.23A
40.48依0.10a
34.98依0.09a

30.82依0.28A

对照组
9.37依0.16B
15.31依0.05B

34.66依0.09B

36.48依0.16a
42.87依0.29a
42.49依0.07B
46.88依0.28B
19.07依0.14B
40.17依0.20b

35.28依0.08b
33.09依0.68B

注院同行肩注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不同小写
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渊P<0.01冤遥
由表 1可知袁不同饲料用万能粉碎机制备样品与

GB/T6432要94制备样品测定的 CP相比袁没有表现出
相同的规律遥 在测定的 11个样品中袁1个样品渊肉仔
鸡后期颗粒料冤的 CP含量袁试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曰6个样品渊玉米尧小麦尧大豆尧棉粕尧仔猪前期
颗粒料尧肉仔鸡后期浓缩料冤的 CP含量袁试验组极显
著的低于对照组渊P<0.01冤曰1个样品渊生长育肥猪浓缩
料冤的 CP含量袁试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曰1个
样品渊花生仁粕冤的 CP含量袁试验组极显著高于对照
组渊P<0.01冤曰2个样品渊豆粕尧菜粕冤的 CP含量袁试验组
与对照组间无显著差异渊P>0.05冤遥
3 讨论

3.1 粗蛋白质测定方法的精密度

测定方法的精密度指用相同的方法对同一个试

样平行测定几次袁这几次平行测定的分析结果相接近
的程度袁即是分析结果再现性好坏的程度遥 精密度的

好坏用各类偏差来衡量袁绝对偏差是个别测定值与测
定结果平均值之差曰相对偏差是绝对偏差在平均值中
所占的百分率曰平均偏差为各个偏差的绝对值的平均
值遥实际工作中常用平均偏差或相对平均偏差来衡量
一组测定值的精密度遥国标粗蛋白测定结果的重复性
要求院每个试样应取两个平行样本进行测定袁以其算
术平均值为结果遥 粗蛋白含量在 10%以下时袁允许相
对偏差为 3%曰含量在 10%耀25%时袁允许相对偏差2%曰
含量 25%以上时袁允许相对偏差 1%遥 本研究采用相
对平均偏差表示测定方法的精密度袁结果见表 2遥
表2 样品不同制备方法测定 CP的相对平均偏差（%）（n=15）
项目
玉米
小麦
大豆
菜粕
豆粕
棉粕
花生仁粕
仔猪前期颗粒料
生长育肥猪浓缩料
肉仔鸡后期颗粒料
肉仔鸡后期浓缩料

试验组
2.01
0.67
0.13
0.75
1.08
0.76
0.28
0.94
0.18
0.19
0.75

对照组
1.26
0.31
0.26
0.54
0.68
0.16
0.60
0.53
0.41
0.16
1.46

由表 2可见袁使用两种样品制备方法袁并用姜懋
武渊1998冤提出的改进方法测定 CP袁其相对平均偏差
除试验组豆粕尧对照组肉仔鸡后期浓缩料不符合国标
要求外袁其它均符合国标要求袁说明两种测定方法的
精密度均较好遥

从表 2进一步可以看出袁 在所测定的 11个样品
中袁用万能粉碎机制备样品测得的 4个样品渊大豆尧花
生仁粕尧 生长育肥猪浓缩料尧 肉仔鸡后期浓缩料冤的
CP相对平均偏差小于 GB/T6432要94法袁而其它 7个
测定样品的粗蛋白的相对平均偏差则大于GB/T6432要
94法遥 出现这种现象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袁可能与样
品中粗脂肪含量有关遥检测过程中发现袁油脂中尧高含
量的样品如大豆尧肉仔鸡后期浓缩料宜用万能粉碎机
粉碎制样袁而不宜用植物粉碎机粉碎制样遥
3.2 万能粉碎机对蛋白质测定结果准确度的影响

准确度表示测定值与真值相接近的程度遥本研究
以 GB/T6432要94法测定的 CP结果作参照袁来探讨万
能粉碎机处理样品测定 CP的准确度遥在测定的 11个
样品中袁只有豆粕尧菜粕两个样品的 CP测定结果两者
无显著差异渊P>0.05)袁其它 9 个样品则达到显著渊P<
0.05冤或极显著差异渊P<0.01冤水平遥结果提示袁豆粕尧菜
粕可以用万能粉碎机粉碎制备样品袁利用其速度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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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袁提高检测效率曰玉米尧小麦等 9种样品的预处理
要与国标保持一致袁以便准确地测定样品中粗蛋白质
的含量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在达到显著渊P<0.05冤或极显著差
异渊P<0.01冤水平的 9 个样品中袁为什么花生仁粕尧生
长育肥猪浓缩料两个样品袁 试验组测定的 CP值比对
照组偏高袁而玉米尧小麦等 7种样品试验组测定的 CP
偏低袁原因尚不清楚袁有待进一步探讨遥
4 结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 万能粉碎机虽然操作简便快
速袁但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样品袁测定时要根据每种
样品来具体分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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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作为动物消化道蛋白质的主要酶解产物，是迅速吸收的氨基酸供体，并且能够调节机体的生命活动。活性肽在调节动

物体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免疫机能的活性作用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活性短肽在动物蛋白质营养中的作用

越来越受到关注，对生物活性肽功能的认识及其生产日益广泛。开发利用这些生物分子作为饲料添加剂，调控动物的营养生

理代谢机制，提高畜禽生产性能和效益，在新世纪将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具有广阔的前景。

2007年美国华达（VBC）广州技术中心与饲料工业杂志社共同发起“小肽营养，全球共享”有奖征文活动。旨在报道小肽
类产品的研究和应用状况，推动小肽领域向更高层次发展。本栏目将重点介绍国内外小肽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包括小肽最

新定量与定性检测方法的研究，小肽类产品的最新实际应用试验及新的生产制备工艺等相关知识）。并结合饲养试验报告，

探讨动物在最佳生产性能状况下小肽和游离氨基酸的比例、小肽优化饲料配方设计技术，进一步探讨小肽吸收代谢及其作

用形式，研究小肽对动物生长和免疫调节的作用机理，为蛋白质营养研究开辟一条新途径，以充分利用蛋白质资源提高生产

效益和维护生态文明。

“小肽营养，全球共享”有奖征文，于 2007年 1耀12月共刊发 12期，为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回报作者的辛勤付出，凡投稿
本栏目者均可获得华达生化科技饲料（湖北）有限公司设立的纪念奖一份；通过三审后刊登的稿件除《饲料工业》杂志社给予

相应稿酬外均可获得华达公司提供的鼓励奖（500元人民币/篇），同时刊发的稿件可参与年度优秀稿件的评选活动。主办双
方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评奖，评委由《饲料工业》杂志社、美国 VBC小肽专家委员会专家组担任，评选结果将在《饲料工业》
第 24期公布，获奖者将获取奖金并颁发荣誉证书。奖项金额如下：

一等奖（1名）奖金 5000元；
二等奖（3名）奖金各 1000元；
鼓励奖（12名）奖金各 500元；
纪念奖（若干名）纪念品一份。

热诚欢迎业内仁人志士踊跃赐稿浴
来稿请发至 tg@feedindustry.com.cn渊请注明有奖征文冤 联系电话院渊024冤8639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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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忆凤 顾加军 王兰梅

随着水产饲料加工业的迅速发展袁早期的微量元
素人工添加方式给生产过程带来了很多不便袁混合均
匀度很难达到要求遥在液体添加过程中袁现在的很多企
业采用管道运输袁饲料添加物的种类较多渊鱼油尧豆油尧
大豆卵磷脂等冤且添加量也较大袁添加需要的管道也
相对较多袁管道数量增加给生产管理带来了很多问题袁
而且各种物料因其特殊性渊如大豆卵磷脂具有较大的
粘性等冤袁如果混合不均匀袁将严重影响饲料的质量遥

对液体添加的基本要求是液体添加剂和固体饲

料都能精确计量袁为了达到足够的精确性和均匀性袁
添加液体时液体和固体应协调流动袁 确保两者间的
精确比例遥 本研究旨在寻求方便合理的液体添加工
艺袁以提高饲料的质量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鱼油渊或豆油冤尧卵磷脂尧Span80尧 Tween20尧水遥
1.2 试验仪器

强力电动搅拌机 JB90-D曰1尧2尧5尧10 ml 的移液
管曰BP221S 电子天平尧YP2001N 电子天平曰250 ml 烧
杯若干曰NDJ-85型数显粘度计遥
1.3 试验方法

将准备的 14个 250 ml的烧杯均分成两组袁分别
编号为 T原1耀T-7袁两组烧杯中分别加入 140尧100 g水袁
再按不同比例分别加入乳化剂 Tween20与 Span80遥生
产中常用的各种液体物质配比一般如表 1所示遥

表 1 液体成分常用配比

混合液
A
B

各个混合物料的比例

水 鱼油 卵磷脂越1433
水 鱼油 卵磷脂越1033

把各烧杯放在搅拌机中搅拌数分钟曰在各烧杯中
均加入 30 g的卵磷脂袁搅拌数分钟曰再向各烧杯中加
入 30 g 的鱼油渊豆油冤袁搅拌数分钟遥 将此溶液放置一

段时间再搅拌数分钟袁如此反复 2次遥
本试验利用比重的方法鉴别乳浊液的稳定性遥将

乳浊液在离心机渊3 400 r/min冤中离心 15 min袁因为是
水包油型乳浊液袁通过离心后测量上层单位体积的质
量遥 如果该乳浊液的稳定性好袁经过离心后上层单位
体积的质量数值相对比较大遥由于水的密度比油的密
度大袁如果上层的单位体积质量较大袁说明油与水的
结合相对牢固袁乳浊液的稳定性好遥 将制备成的乳浊
液各取 2 ml袁根据不同时间测量乳浊液上下层的单位
体积质量袁进行比值计算袁比较不同时间上下层数据
的差距袁用图表表示遥
2 试验设计与结果

2.1 乳化剂用量的确定

在未知乳化剂乳化效果时袁根据添加剂的最大使
用量计算袁取乳化剂的总体积为 10 ml袁在试验过程中
逐步减少用量渊见表 2冤遥

表 2 乳化剂用量的确定

乳化剂的用量渊%冤
4
2

0.4

乳化效果
好
好
好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袁在乳化剂用量为 0.4%时袁
乳化效果就已经很好袁乳化剂的用量<0.4%时袁在实
验室难以操作袁可以在生产中进行试验遥
2.2 搅拌速度的确定

通过试验和感官评定袁进行不同时间和搅拌速度
的选择袁列出比较好的搅拌速度与时间袁试验结果见
表3遥

表 3 搅拌速度与时间的确定

搅拌速度渊r/min冤
约80

80耀150
跃150

搅拌时间与混合情况
搅拌 3 min以后乳浊液情况一般
搅拌 2 min左右乳浊液情况好
速度太快 ,液体有明显溅出现象

2.3 乳化剂比例的确定

分别在各烧杯中加入乳化剂 Tween20与乳化剂
Span80袁 添加的体积比分别是院T-1为 14 尧T-2为
37尧T-3 为 23尧 T-4 为 11 尧T-5 为 32 尧T-6

陈忆凤，江苏天福莱饲料发展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222062，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开发区郁州南路 8号。
顾加军、王兰梅，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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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3尧T-7为 41遥
混合液 A 不同时间上下层质量体积比值见表 4

和图 1袁混合液 B不同时间上下层质量体积比值见表
5和图2遥

表 4 混合液A不同时间上下层质量体积比值
时间渊h冤

3
6
9

T-1
0.919 1
0.921 0
0.961 6

T-2
0.978 6
0.984 4
0.984 4

T-3
0.955 4
0.950 0
0.863 7

T-4
0.978 7
0.873 4
0.935 5

T-5
0.997 2
0.995 3
0.992 9

T-6
0.886 2
0.963 2
0.954 8

T-7
0.85

0.945 7
0.899 9

3 h 6 h 9 h1.2
1

0.8
0.6
0.4
0.2

0 T-1 T-2 T-3 T-4 T-5 T-6 T-7
乳化剂比例

图 1 混合液A不同时间的上下层质量体积比值
表 5 混合液 B不同时间上下层质量体积比值

时间渊h冤
3
6
9

T-1
0.974 1
0.982 6
0.984 1

T-2
0.979 3
0.989 4
0.977 1

T-3
0.978 7
0.978 5
0.968 1

T-4
0.993 6
0.967 0
0.964 1

T-5
0.996 9
0.991 7
0.990 1

T-6
0.978 7
0.963 5
0.967 6

T-7
0.967 6
0.982 4
0.965 6

3 h 6 h 9 h1
0.99
0.98
0.97
0.96
0.95
0.94 T-1 T-2 T-3 T-4 T-5 T-6 T-7

乳化剂比例

图 2 混合液B不同时间上下层质量体积比值
由表 4尧表 5及图 1尧图 2可以看出袁T-5即在乳化剂

比例为 Tween20 Span80=32时乳浊液的乳化效果最好遥
2.4 温度的选择渊见表 6尧图 3尧图 4冤

试验过程中发现袁当温度臆20 益时袁乳浊液的稳
定性和流动性都比较差曰当温度跃30 益袁乳浊液表面产
生大量泡沫状物质袁其稳定性很差袁油脂容易发生氧
化遥故温度应选在 20耀30 益之间渊不包括 20 益尧30 益冤遥
表 6 不同温度各混合液 T-5时离心上层单位体积质量（g/ml）
混合液

A
B

22 益
0.457 2
0.354 1

25 益
0.447 9
0.341 3

28 益
0.437 4
0.339 9

0.46
0.455

0.45
0.445

0.44
0.435

0.43
0.425 22 2825

温度渊益冤
图 3 混合液 A不同温度的乳浊液单位体积质量
0.36

0.355
0.35

0.345
0.34

0.335
0.33 22 2825

温度渊益冤
图 4 混合液B不同温度的乳浊液单位体积质量
从表 6与图 3尧图 4中可以看出,温度在 22 益时袁

单位体积质量数值相对较大袁乳浊液的乳化效果较好遥
2.5 正交试验

根据以上试验结果确定影响乳浊液的因素院温
度尧乳化剂比例尧放置时间遥 温度为 22尧25尧28 益三个
点曰 因乳化剂比例为 T-1尧T-2尧T-3时上层液中有油
花出现袁对乳化效果有影响袁所以选择 T-5尧T-6尧T-7
三种比例曰时间为 3尧6尧9 h袁进行正交试验渊见表 7尧
表 8尧表 9尧表 10及图 5尧图 6冤遥

表 7 混合液A正交试验
乳化剂比例

1渊T-5冤
2渊T-6冤
3渊T-7冤
2渊T-6冤
3渊T-7冤
1渊T-5冤
3渊T-7冤
1渊T-5冤
2渊T-6冤
1.043 7
0.977 3
0.954 3
0.347 9
0.325 8
0.318 1
0.029 8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K1
K2
K3

k1=K1/3
k2=K2/3
k3=K3/3
极差

温度渊益冤
1渊22冤
1渊22冤
1渊22冤
2渊25冤
2渊25冤
2渊25冤
3渊28冤
3渊28冤
3渊28冤

1.001 8
0.987 5
0.986 0
0.333 9
0.329 2
0.328 7
0.005 2

放置时间渊h冤
1渊3冤
2渊6冤
3渊9冤
1渊3冤
2渊6冤
3渊9冤
1渊3冤
2渊6冤
3渊9冤

1.009 2
0.986 9
0.979 2
0.336 4
0.329 0
0.326 4
0.010 0

离心上层液渊g/ml冤
0.365 9
0.325 7
0.310 2
0.323 1
0.323 9
0.340 5
0.320 2
0.337 3
0.328 5

总和=2.97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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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混合液B正交试验
放置时间渊h冤

1渊3冤
2渊6冤
3渊9冤
1渊3冤
2渊6冤
3渊9冤
1渊3冤
2渊6冤
3渊9冤

0.996 3
0.989 0
1.008 5
0.332 1
0.329 7
0.336 2
0.006 5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K1
K2
K3

k1=K1/3
k2=K2/3
k3=K3/3
极差

温度渊益冤
1渊22冤
1渊22冤
1渊22冤
2渊25冤
2渊25冤
2渊25冤
3渊28冤
3渊28冤
3渊28冤

1.015 3
0.993 7
0.984 8
0.338 4
0.331 2
0.328 3
0.010 1

乳化剂比例
1渊T-5冤
2渊T-6冤
3渊T-7冤
2渊T-6冤
3渊T-7冤
1渊T-5冤
3渊T-7冤
1渊T-5冤
2渊T-6冤
1.090 8
0.986 4
0.916 6
0.363 6
0.328 8
0.305 5
0.058 1

离心上层液渊g/ml冤
0.372 8
0.332 0
0.310 5
0.322 5
0.305 1
0.366 1
0.301 0
0.351 9
0.331 9

总和=2.993 8

3 h 6 h 9 h1.0
0.95
0.9

0.85
0.8

0.75

不同温度尧乳化剂比例
图 5 混合液A不同时间上下层质量体积比值
由表 7可知袁对混合液 A影响因素最大的是乳化

剂比例袁其次是时间尧温度遥
由表 8尧图 5可知袁在 T-522时袁不同时间质量体积

比值相差较小袁数值接近于 1袁乳浊液的稳定性最好遥

由表 9可知袁对混合液 B影响因素最大的是乳化
剂比例袁其次是温度尧时间遥

3 h 6 h 9 h0.96
0.94
0.92

0.9
0.88
0.86
0.84
0.82

不同温度尧乳化剂比例
图 6 混合液 B不同时间上下层质量体积比值

由表 10和图 6可知袁在 T-522时袁不同时间上下
层质量体积比值相差比较小袁数值接近于 1袁乳浊液
的稳定性最好遥
2.6 实验结果

从上述所得袁 不同含水量袁 不同油类物质中袁在

T-5渊 Tween20 Span80为 32冤尧乳化剂的用量为 0.4%时
乳化剂的乳化效果比较好遥温度选择 22 益时袁乳浊液
的稳定效果比较好遥
3 结论

淤 选择 Tween20尧Span80作为乳化剂袁乳化剂的
用量为 0.4%袁当 Tween20 Span80为 32 时袁乳浊液的
乳化效果最好遥

于 温度为 22 益时袁乳浊液的稳定效果较好遥 稳
定时间可达 9 h,能够满足生产要求遥

盂 对乳浊液稳定性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乳化剂的

比例遥
榆 利用本课题的研究结果袁 可以在实际生产中

采用单一管道输送袁解决了水产饲料厂液体添加中存
在的多管道问题袁大大简化了液体添加工艺袁减少了
工序袁缩短了添加时间袁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袁具有较
好的经济效益及推广价值遥

（参考文献 10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刘敏跃，lm-y@tom.com）

时间渊h冤
3
6
9

T-522
0.966 4
0.954 5
0.955 4

T-622
0.882 6
0.846 6
0.897 5

T-722
0.881 3
0.883 5
0.881 2

T-525
0.932
0.946

0.894 4

T-625
0.882 4
0.870 6
0.898 2

T-725
0.868 4
0.912 1
0.910 2

T-528
0.936 7
0.922 4
0.942 4

T-628
0.878 8
0.906 6
0.884 4

T-728
0.887 2
0.914 5
0.897

表 8 混合液A不同时间的上下层质量体积比值

注院T-522表示 Tween20 span80为 32袁温度为 22 益袁其余依次遥 表 10同 遥

时间渊h冤
3
6
9

T-522
0.929 8
0.946 3
0.921 0

T-622
0.892 0
0.886 1
0.907 8

T-722
0.891 4
0.908 5
0.896 5

T-525
0.904 6
0.935 8
0.911 5

T-625
0.892 5
0.875 5
0.889 6

T-725
0.893 4
0.873 9
0.863 1

T-528
0.906 5
0.917 0
0.910 0

T-628
0.899 8
0.891 2
0.898 4

T-728
0.899 6
0.864 6
0.879 6

表 10 混合液 B不同时间的上下层质量体积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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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赖氨酸硫酸盐的质量标准与含量检测技术
张丽英 杨文军 李冰颖

赖氨酸添加剂是目前动物生产中应用最普遍的

氨基酸添加剂之一袁在日粮氨基酸平衡和低蛋白日粮
配制袁提高动物生产性能袁降低环境污染等方面发挥
了巨大作用遥 目前袁作为添加剂使用的赖氨酸产品主
要有两大类院L-赖氨酸盐酸盐和 L-赖氨酸硫酸盐遥 从
名称上看差别不大袁但实际上产品质量特点存在很大
差异袁即使是不同厂家生产的 L-赖氨酸硫酸盐袁产品
标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遥 相对于盐酸盐产品而言袁L-
赖氨酸硫酸盐为新的产品遥 随着 L-赖氨酸硫酸盐产
品用量的不断增加袁由于有些饲料企业对这些产品标
准了解不够深入细致袁 出现含量不足等质量问题袁导
致其与供应商间产生许多质量争议或纠纷遥我们所在
的实验室近年来承接了很多不同厂家 L-赖氨酸硫酸
盐添加剂样品的检测袁 本文结合我们的实际工作经
验袁 综合分析 L-赖氨酸硫酸盐的质量标准与含量检
测技术的特点尧要求及应注意的问题袁以供大家参考遥
1 L-赖氨酸硫酸盐的质量标准

目前袁L-赖氨酸盐酸盐产品标准执行的是农业行
业标准渊NY39要1987袁原 GB8245要1987冤袁但关于 L-赖
氨酸硫酸盐产品还没有国家或行业标准颁布袁目前主要
执行的是企业标准遥现将目前国内市场上普遍使用的 2个
有代表性 L-赖氨酸硫酸盐产品的企业标准列于表 1遥

表 1 目前国内市场上代表性 L-赖氨酸
硫酸盐添加剂产品的质量标准

指标

外观

L-赖氨酸含量渊%冤
其它氨基酸渊%冤
干燥失重渊%冤
灼烧残渣渊%冤
铵盐渊以 NH4+计冤渊%冤
重金属渊以 Pb计冤渊%冤
砷渊以 As计冤渊%冤
硫酸盐渊以 SO42-计冤渊%冤
pH值
粒度

Q/CDSH01要2004
褐色或

淡褐色颗粒
逸51.0
逸10.0
臆3.0
臆4.0
臆1.0
臆0.003
臆0.000 2
臆15

-
通过筛孔直径逸1.5 mm

试验筛臆10豫

Q/CJ要2005
淡褐色或

淡茶褐色颗粒
逸51.0

-
臆3.0
臆3.0

-
臆0.002
臆0.000 5

-
3.0~6.0

通过 500~1 500 滋m
试验筛逸90%

注院1.Q/CDSH01要2004袁长春大成生化工程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标准曰
2.Q/CJ要2005袁希杰渊聊城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标准遥

从表1可以看出袁不同厂家生产的 L-赖氨酸硫酸
盐产品主要技术指标基本相同袁 主要包括 L-赖氨酸
含量尧干燥失重尧灼烧残渣尧重金属尧砷的含量袁只是在
灼烧残渣尧重金属尧砷的含量控制上有差异遥 另外袁有
的企业把铵盐渊以 NH4+计冤和硫酸盐作为质量控制指
标袁而有的企业则对产品的 pH值有控制要求袁有的产
品还标明其它氨基酸含量遥

尽管各企业主要质量控制指标包括 L-赖氨酸含
量和干燥失重袁但关于 L-赖氨酸含量袁有的以游离赖
氨酸计袁有的以干基产品中总赖氨酸计遥 鉴于目前还
没有统一的国家或行业标准袁用户在选择购买不同生
产厂的产品时要充分了解其企业标准袁同时作为供应
商也应该主动向用户说明相关情况袁确保用户选用正
确质量检测方法袁避免不必要的质量争议遥
2 L-赖氨酸含量的测定

L-赖氨酸硫酸盐是以玉米淀粉乳为原料袁利用赖
氨酸生产菌株进行耗氧发酵袁结束发酵后将培养液中
的菌体用硫酸处理并加热袁然后干燥制成颗粒遥 因为
L-赖氨酸硫酸盐产品不是单一化合物袁它包括了赖氨
酸硫酸盐及其它发酵副产物袁所以不能用常规滴定的
方法进行简单测定遥 不同厂家产品中 L-赖氨酸含量
的内涵不同袁所以应针对具体产品袁根据企业标准使
用或引用的方法标准袁 对 L-赖氨酸总量和游离 L-赖
氨酸含量进行分析遥
2.1 L-赖氨酸总量测定

企业一般采用 叶饲料中氨基酸的测定 曳GB/
T18246要2000 中的 4.1 酸水解法中的 4.1.1常规水
解方法对 L-赖氨酸总量进行测定遥 由于 L-赖氨酸硫
酸盐产品与常规的配合饲料尧浓缩饲料和饲料原料不
同袁其 L-赖氨酸的含量高达 50%以上袁因此在样品的
前处理时不能完全照搬标准遥 参照 GB/T18246要
2000袁结合我们实际工作经验袁现将 L-赖氨酸硫酸盐
产品中 L-赖氨酸总量测定所用试剂和材料尧 样品处
理步骤和注意事项介绍如下遥
2.1.1 试剂和材料

淤 酸解剂要要要盐酸溶液渊浓度为 6 mol/l冤院将优
级纯盐酸与水等体积混合遥

于 稀释和上机用柠檬酸钠缓冲液渊pH 值 2.2袁Na+

浓度为 0.2 mol/l冤院称取柠檬酸三钠 19.6 g袁用水溶解
后加入优级纯盐酸16.5 ml尧硫二甘醇 5.0 ml尧苯酚 1 g袁加
水定容至 1 000 ml袁摇匀袁用 0.45 滋m滤膜过滤袁备用遥

张丽英，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员，100094，北京圆明
园西路 2号。
杨文军、李冰颖，农业部饲料效价与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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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 中和用氢氧化钠溶液渊浓度为 4 mol/l冤院将优
级纯氢氧化钠 160 g溶解于约 800 ml水中袁冷却后定
容至 1 000 ml袁摇匀袁用 0.45 滋m滤膜过滤袁备用遥

榆 25 ml带螺口玻璃水解管遥
2.1.2 样品处理步骤

淤 用 1/100 000天平准确称取过 60目筛的代表
性样品约 30 mg置于水解管袁 加 6 mol/l盐酸溶液 20
ml袁充氮气 30 s袁密封袁在 110 益条件下水解 20~22 h遥

于 以干物质为基础表示测定结果袁 需要同时做
干物质测定遥

盂 取试样水解液滤液 1 ml袁用水定容至 100 ml袁
混匀遥

榆 将上述稀释后试样水解溶液以 14 000 r/min
离心 10 min遥

虞 依次取柠檬酸钠缓冲液渊pH 值 2.2冤750 滋l袁
4 mol/l氢氧化钠溶液 150 滋l袁试样离心上清液 100 滋l
置于安培管中袁在涡旋器上混匀袁过 0.45 滋m 滤膜后
上机测定遥
2.1.3 注意事项

试样分析测定过程中应充分注意以下几点院
淤 正确采集和制备样品遥
于 建议不要用测定水分后的样品称样袁因为样品

一经粉碎其包被被破坏袁很容易吸潮袁影响测定结果遥
盂 上机溶液赖氨酸浓度控制在 15 滋g/ml左右遥
榆 不要通过过度减少试样称取的数量袁 使水解

液的 L-赖氨酸浓度控制在上机浓度遥 因为这样做会
影响用于测定样品的代表性袁影响分析结果的可靠性遥

虞 注意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或 HPLC等仪器操作
参数的控制遥 在氨基酸分析过程中袁尽管样品的前处
理很重要袁但如果仪器操作参数控制不当袁同样会影
响测定结果的准确性遥

愚 由于样品中赖氨酸含量很高袁 试样水解液需
要高倍稀释遥为了减少操作误差袁如果可能袁建议在定
量方法上选择外标法和内标法相结合袁以最大限度消
除测定过程中随机因素的影响遥
2.2 游离 L-赖氨酸含量测定

按照叶饲料中氨基酸的测定曳GB/T18246要2000袁
配合饲料尧浓缩饲料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中游离赖氨
酸等的测定可采用酸提取法袁即称取 1~2 g 试样袁用
0.1 mol/l 盐酸溶液 30 ml 作为提取剂袁 搅拌提取
15 min袁沉放片刻袁将上清液过滤于 100 ml容量瓶中袁
残渣加水 25 ml袁搅拌 3 min袁重复提取 2次袁上清液过
滤到上述容量瓶中袁然后用水定容袁供上机测定遥对于
L-赖氨酸硫酸盐袁由于其产品本身的特点袁企业在制
定企业标准时袁没有采用 GB/T18246要2000中的上述

提取方法袁 而是采用 1.0 mol/l盐酸溶液作为提取剂遥
参照希杰渊聊城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标准袁结合实
际工作情况袁现将 L-赖氨酸硫酸盐产品中游离 L-赖
氨酸含量测定所需试剂和材料尧样品处理步骤和注意
事项介绍如下遥
2.2.1 试剂与材料

淤 提取剂要要要盐酸溶液渊浓度为 1.0 mol/l冤院取
83 ml优级纯盐酸袁用水定容至 1 000 ml袁混匀遥

于 1 g/l L-亮氨酸内标溶液院准确称取 0.1 g L原
亮氨酸于 100 ml 容量瓶中袁 用 1.0 mol/l盐酸溶液溶
解袁并定容至 100 ml遥

盂 柠檬酸钠缓冲液渊pH 值 2.2冤院称取柠檬酸三
钠渊Na3C6H5O7窑2H2O冤19.6 g袁用水溶解后加入优级纯盐
酸 16.5 ml袁加水定容至 1 000 ml袁摇匀袁用 0.45 滋m滤
膜过滤袁备用遥
2.2.2 试样前处理步骤

淤 准确称取 250 mg 试样置于 100 ml 容量瓶
中袁加 1.0 mol/l盐酸溶液 70 ml,放入 70 益水浴或者
超声波水浴中 30 min遥

于 冷却至室温袁用 1.0 mol/l盐酸溶液定容至刻度遥
盂 取 5.0 ml此溶液置于 50 ml容量瓶中袁 然后

准确加入 1 g/l L-亮氨酸内标溶液 5.0 ml袁 用柠檬酸
缓冲液渊pH值 2.2冤定容至刻度袁混匀遥

榆 用定量滤纸过滤袁 滤液以 14 000 r/min离心
10 min遥

虞 离心上清液过 0.45 滋m滤膜后上机测定遥
2.2.2 注意事项

淤 取样一定要有代表性遥
于 如果用 1.0 mol/l盐酸溶液 70 ml, 在 70 益水

浴中提取时袁要注意每间隔 10 min振摇一次遥
盂 有的企业标准中袁样品提取液定容后袁直接过

0.45 滋m滤膜后上机测定遥在此袁建议增加用定量滤纸
过滤袁滤液以 14 000 r/min 离心 10 min袁以减少杂质
干扰袁延长分析柱的使用寿命遥

榆 同样要注意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或 HPLC等仪
器操作参数的控制遥
3 小结

不同厂家生产的 L-赖氨酸硫酸盐产品中 L-赖氨
酸含量的内涵不同袁因此应针对具体产品袁根据企业
标准使用或引用的方法标准袁 对 L-赖氨酸总量和游
离 L-赖氨酸含量进行分析遥 在具体分析过程中袁要针
对该产品的特点袁严格控制样品前处理过程及仪器分
析参数袁以获得 L-赖氨酸硫酸盐含量的准确数据遥

（参考文献作者略）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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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了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饲料中玉米赤霉烯酮的方法。样品经乙腈原水（体积比 8416）提
取，提取液通过 Romer MycosepTM 226净化柱、浓缩，C18色谱柱分离，荧光检测器检测，外标法定量。对
添加高、中、低 3个浓度玉米赤霉烯酮的玉米样品进行加标回收实验，平均回收率为 88.5豫、85.3豫和
93.2豫，变异系数为 1.5豫耀3.9豫，最低检测限为 10 滋g/kg。实验结果表明，此法不仅定量准确、精密度
高，而且操作极为方便。

关键词 高效液相色谱法；预处理；玉米赤霉烯酮

中图分类号 S816.17
玉米赤霉烯酮又称 F-2毒素袁是主要由镰刀菌产

生的 2袁4-二羟基苯甲酸内酯类化合物袁 具有类雌激
素作用遥 也是唯一由霉菌产生的植物雌激素遥 其主要
污染玉米尧小麦尧大麦尧燕麦和小米遥 它广泛存在于世
界各地袁早在 1988年袁通过对世界 19 个国家 500 个
样品的检测袁发现麦片中玉米赤霉烯酮渊同时有其
它毒素冤的污染率达 58%袁平均水平超过 165 滋g/g遥

中国是农业大国袁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条件袁
玉米赤霉烯酮的污染就更加严重遥 据王若军等2003
年调查袁在我国华南尧华中尧华北地区袁抽取的玉米
样品中玉米赤霉烯酮的污染率达 100%袁 超标率达
30.8%渊我国规定玉米赤霉烯酮的最高限量为 100
滋g/kg冤遥 动物中猪对玉米赤霉烯酮最敏感袁受影响的
主要是生殖系统遥 表现为母猪的发情不规则尧 假发
情尧子宫扩大尧受孕率低曰公猪的精液品质下降等遥 国
外报道称袁 饲料中 1~5 滋g/g的污染量可产生猪的临
床症状曰1 滋g/g 的水平可引起小猪的高雌激素症候
群遥 有报道袁玉米赤霉烯酮在食品中的污染可引起儿
童的性早熟袁另外它与妇女的乳腺癌也有联系遥 玉米
赤霉烯酮的危害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袁但它的定量检测
一直是个难点袁目前的国标方法是薄层色谱法和酶联
免疫法渊GB/T14929.5要94袁由魏润蕴和尧阳传和等制
定冤遥 薄层色谱法操作繁琐尧污染大尧定量差尧耗时长曰
酶联免疫法虽操作简单尧灵敏度高袁但特异性差曰而高
效液相色谱法操作简便尧快速袁准确度和灵敏度高袁不
失为一种好方法遥

1 实验部分

1.1 试剂和仪器

乙腈(色谱纯)尧冰乙酸渊分析纯冤尧去离子水尧玉米
赤霉烯酮标准液渊100 滋g/ml袁溶剂为乙腈冤尧Romer My鄄
cosepTM 226净化柱尧HP1100高效液相色谱仪尧荧光检
测器遥
1.2 步骤

1.2.1 取样

取代表样品 5 kg袁粉碎袁充分混合均匀袁四分法缩
至 500 g遥 因霉菌毒素分布不均匀袁 充分混合非常重
要袁必要时取样量加大袁有地方建议取 15 kg遥
1.2.2 提取

取 25 g 粉碎样品置于 250 ml 三角烧瓶内袁加
100 ml乙腈原水渊体积比 8416冤袁在振荡器上振荡
1 h袁用定量滤纸过滤遥
1.2.3 标准溶液准备

用 500 滋l注射器吸取 250 滋l的 100 滋g/ml的玉
米赤霉烯酮储备液袁氮气吹干袁准确吸取 10.0 ml 的
流动相乙腈原水渊体积比 4555冤溶解残留物袁此为
2 500 ng/ml的标准溶液遥
1.2.4 净化浓缩

准确吸取 8.0 ml样品提取液至玻璃试管袁 加入
50 滋l的冰乙酸, 混合均匀遥 用 Romer MycosepTM 226
净化柱有橡皮塞的一端插入试管内袁缓缓向内推进袁
使 4 ml 样品液通过净化柱遥 准确吸取 2.0 ml已净
化的提取液至另一洁净试管袁在 60 益水浴条件下袁氮
气吹干遥 残渣加入 200 滋l 流动相乙腈-水渊体积比
4555冤溶解袁涡旋混合 30 s袁转移样品至 1.5 ml离心
管袁在 10 000 r/min下离心 5 min遥转移 150 滋l上清液
至 HPLC样品瓶内插管袁供高效液相色谱分析遥
1.3 仪器条件

朱孟丽，广州市农业标准与监测中心，510308，广州市新
港东路 127-129号。
彭聪、洪振涛，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6-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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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次数
样品 1测定值渊滋g/kg冤
样品 2测定值渊滋g/kg冤

1
105.3
902.7

2
103.0
897.4

3
102.0
871.4

4
105.8
853.0

5
101.6
835.8

6
100.3
830.2

7
102.6
854.5

8
100.8
811.5

平均值
102.7
857.1

RSD渊%冤
1.9
3.7

表 3 精密度实验结果

3 结论

高效液相色谱法简便易行袁快速准确袁灵敏度高袁
检测限低袁适合大批量检测袁值得推广遥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HP1100 高效液相色谱仪 曰荧光检测器 曰 C18
250 mm伊4.6 mm(i窑d)袁粒径 5 滋m色谱柱或相当者曰流
动相为水原乙腈渊体积比 5545冤袁用前过 0.45 滋m滤
膜曰柱温 30 益曰流速为 1.0 ml/min曰检测波长袁激发
波长 235 nm尧发射波长 460 nm曰进样量 50 滋l遥
2 测定结果

2.1 标准曲线及回归方程

取制定好的 2 500 ng/ml的标准溶液袁 用流动相
分别稀释成 25尧100尧250尧500尧1 250尧2 500 ng/ml 的
浓度袁制成标准曲线渊见表 1及图 1冤遥

表 1 标准曲线的基本参数

浓度渊ng/ml冤
峰面积
相关系数
回归方程
检测限

25
1.699

100
7.554

250
19.441

500
41.272

1 250
103.824

2 500
208.485

0.999 93
=8.372 6伊10-2 -1.042 5

10 滋g/kg渊按 3倍信噪比计算冤
LU

4
3
2
1

0 2 4 6 8 10 12 14

FLD1A袁Ex=235袁Em越460渊ZML\0616Z003.D冤

时间渊min冤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200

150

100

50 4321
5

6

7
=0.083 725 86 -1.042 507

R2=0.999 93

标准溶液浓度渊滋g/ml冤
图 1 玉米赤霉烯酮的标准图谱及标准曲线

2.2 不同浓度添加回收实验

取玉米样品 1份袁经多次检测袁其玉米赤霉烯酮

的含量为未检出袁拿它做空白样品,分别做高尧中尧低
3 个浓度的加标回收实验袁结果见表 2遥 玉米样品中
添加玉米赤霉烯酮标准的色谱图见图 2遥

表 2 3个浓度的样品添加回收实验结果
75

测定值

69.2
70.3
69.3
69.2
71.6
69.9

回收率
渊%冤
92.3
93.7
92.4
92.3
95.5
93.2

测定值

424.4
439.1
427.0
416.8
426.2
426.7

回收率
渊%冤
84.9
87.8
85.4
83.4
85.2
85.3

测定值

877.1
845.6
935.3
904.2
864.4
885.3

回收率
渊%冤
87.7
84.6
93.5
90.4
86.4
88.5

添加水平渊滋g/kg冤

1.5

500

1
2
3
4
5
平均

RSD(%)

添加次数

玉
米
赤
霉
烯
酮

项目 1 000

1.9 3.9

987654321
0 2 4 6 8 10 12 14

LU

时间渊min冤
图 2 玉米样品中添加玉米赤霉烯酮标准的色谱图

2.3 自然污染的 QC样品的检测
由新加坡罗马实验室提供的自然污染的国际

质量控制样品袁它的值是 264 ng/kg袁其检测色谱图
见图 3遥

LU
4
3
2
1
0 2 4 6 8 10 12 14

时间渊min冤
图 3 QC样品的检测色谱图

2.4 精密度实验

选择不同含量的玉米样品两份袁分别平行测定 8
次袁结果见表 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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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歧杆菌对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赵桂英 马 黎 周 斌 朱洪春 蒋 艳

摘 要 在 30~75日龄仔猪的基础日粮中添加不同剂量的有益优势菌双歧杆菌，添加剂量为每
千克饲料 18 ml双歧杆菌发酵液[活菌数为（7~8）伊1010个/ml]的试验域组对仔猪的生长性能表现出较
好的效果，其平均末重 23.100 kg，平均净增重 16.375 kg，平均日增重 364 g，料重比 1.371；与对照组
相比平均末重高出 42.8%，平均净增重高出 54.8%，平均日增重高出 54.9%，差异均显著（P<0.05），每增
加 1 kg活重比对照组少耗 0.8 kg饲料。说明此添加剂量对30~75日龄仔猪的生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双歧杆菌；断奶仔猪；生长性能

中图分类号 S852.61+2
双歧杆菌 (Bifidobacterium)是由法国巴斯德研究

院的 Tissier学者于 1899年采用厌氧培养法首次从吃
健康母乳的婴幼儿粪便中分离出来的一种专性厌氧

菌袁它是人和动物体内很重要的益生菌袁是健康肠道
内定植且数量占优势的一种细菌袁 具有免疫调节尧抗
肿瘤尧抗菌消炎尧抗衰老尧降血脂尧营养尧护肝尧通便等
一系列特殊生理保健功能遥

本试验用不同剂量的双歧杆菌作为仔猪饲料添

加剂饲喂仔猪袁 以研究其对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袁为
以后将双歧杆菌应用于饲料添加剂提供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仔猪的选择

试验的断奶仔猪是由云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

术学院实习猪场提供袁供试猪为长伊撒二元杂交猪袁其
品种尧胎次尧健康状况尧产仔时间尧饲养水平都相同的
35头断奶仔猪遥 试验地点为云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
学院实习猪场袁试验时间为 45 d遥
1.2 试验仔猪的分组及试验设计

试验仔猪随机分为 4组渊即对照组和 3个试验组冤院
对照组饲喂不添加抗生素和抗菌素的仔猪全价料曰试
验玉组在对照组日粮的基础上添加 15 ml/kg纯双歧
杆菌发酵液[活菌数为渊7~8冤伊1010 个 / ml ]曰试验域组
在对照组日粮的基础上添加 18 ml/kg纯双歧杆菌发
酵液曰试验芋组在对照组日粮的基础上添加 21 ml/kg
纯双歧杆菌发酵液遥

1.3 试验用饲料的配制

试验用的纯双歧杆菌制剂渊发酵液冤是用健康仔
猪肠道内菌群经纯培养制成的冻干菌袁把冻干菌激活
发酵后制成双歧杆菌发酵液袁纯双歧杆菌发酵液中含
活菌数为渊7~8冤伊1010个/ml曰按试验剂量均匀地喷洒于
仔猪试验日粮上袁搅拌混匀袁饲喂前 2 d配制遥
1.4 饲养管理

在试验期前已进行相应的免疫尧去势尧随机编号
等袁 在预试期间进行驱虫袁4组供试猪在同一环境条
件下进行饲养袁日常管理相同袁与仔猪饲养管理规程
一致遥试验猪日喂饲料 4~5次袁达到自由采食的要求遥
1.5 试验指标测定的要求

在正式试验分组后袁用对照组日粮喂仔猪 5 d后
第一次检测各试验指标袁并对其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
析袁试验组之间尧试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指标差异不
显著袁则说明试验分组具有统计学意义袁可以进行正
式试验遥 试验期共 45 d袁期间每隔 15 d测定一次试验
指标袁试验期内共测定 3次指标袁加之正式试验前的
一次袁总共 4次遥
1.6 仔猪生长性能指标测定

在整个试验期内严格记录试验仔猪的腹泻情况袁
配料尧生长及增重情况遥分别对仔猪进行称重袁每次称
重均在早晨饲喂前空腹进行遥在试验期间每天认真观
察仔猪的采食及健康状况袁注意观察并记录仔猪腹泻
的头数尧次数袁对每组仔猪所喂日粮进行称重并详细
记录遥 试验结束计算出腹泻率尧平均末重尧净增重尧日
增重尧料重比尧死亡率等袁用 SAS软件分析结果遥
1.7 仔猪试验饲料的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试验饲料由云南某饲料有限公司提供袁在基础日
粮生产过程中袁剔除金霉素尧硫酸粘杆菌素尧磺胺遥 试
验料的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1遥

赵桂英，云南农业大学动科院，副教授，650201，云南昆明。
马黎，昆明农职学院。

周斌、朱洪春、蒋艳，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6-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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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基础日粮
膨化玉米
豆粕
次粉渊三级粉冤
膨化大豆
油
预混料

组成
55.1
16.5
7.0

16.5
0.8
4.1

营养水平
粗蛋白
粗纤维
粗灰分
钙
总磷
食盐
赖氨酸
水分

逸22.0
臆4.0
臆8.0

0.7~1.5
逸0.6

0.3~0.8
逸1.4
臆12.5

2 结果分析

2.1 不同剂量的双歧杆菌对断奶仔猪生产性能的影

响渊见表 2尧表 3及图 1尧图 2冤
2.2 试验仔猪的腹泻率尧死亡率及健康状况

从表 2尧表 3 可以看出袁试验域组尧试验芋组在
试验期间没有发生腹泻袁对照组的腹泻率高出试
验玉组 296%遥

25
20
15
10

5
0
对照组 试验玉组 试验域组 试验芋组

平均净增重平均末重平均始重

组别

图 1 仔猪的平均始重、末重、净增重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对照组 试验玉组 试验域组 试验芋组

日增重

组别

图 2 仔猪的平均日增重

从表 2可以看出袁对照组和试验组都没有死亡情
况的出现遥通过试验观察袁试验组的猪只皮毛红润尧光
亮袁除试验玉组有一头猪发生一次腹泻外袁其它猪只
没发生过任何其它疾病袁 而对照组有 4头猪腹泻袁且
腹泻猪的粪便较稀尧粘袁治疗时间比试验组长遥试验结
果是试验域组尧试验芋组能较好地预防腹泻遥
2.3 试验仔猪平均末重尧净增重尧日增重的比较分析

由表 3可知袁平均末重试验域组 23.100 kg袁对照
组 16.178 kg袁 试验域组与对照组相比平均末重高出
42.8%袁差异显著渊P<0.05冤曰试验玉尧芋组与对照组相
比平均末重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平均净增重试验域组 16.375 kg袁对照组 10.578 kg袁
试验域组与对照组相比平均净增重高出 54.8%袁差异
显著渊P<0.05冤曰试验玉尧芋组与对照组相比平均净增
重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平均日增重试验域组 364 g袁对照组 235 g袁试验
域组与对照组相比平均日增重高出 54.9%袁差异显著
渊P<0.05冤曰试验玉尧芋组与对照组相比平均日增重差
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2.4 料重比

表 3 不同剂量的双歧杆菌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腹泻率渊%冤
0.99
0.25

0
0

组别
对照组
试验玉组
试验域组
试验芋组

平均始重渊kg冤
5.600依0.878a

6.467依1.721a
6.725依1.131a
6.222依1.611a

平均末重 渊kg冤
16.178依3.768a
18.601依6.385ab
23.100依3.847b

17.556依6.463a

平均净增重渊kg冤
10.578依3.174a
12.134依5.000a
16.375依3.170b

11.333依4.988a

料重比
2.171
1.641
1.371
1.751

平均日增重渊g冤
235依0.070 5a
270依0.011 1a
364依0.070 5b

252依0.110 8a

注院1.腹泻率=渊试验期腹泻总头日数/试验期饲养总头日数冤伊100豫曰
2.同列肩标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表 2 不同剂量的双歧杆菌对断奶仔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组别

对照组

试验玉组
试验域组
试验芋组

头数渊头冤
9
9
8
9

实验天数渊d冤
45
45
45
45

总始重渊kg冤
50.4
58.2
53.8
56.0

总净增重渊kg冤
95.2
109.2
131.0
102.0

总末重渊kg冤
145.6
167.4
184.8
158.0

腹泻情况
1天 1头共 2次袁
1天 2头共 1次
1天 1头共 1次

0
0

总耗料量渊kg冤
206.8
179.0
179.0
179.0

死亡头数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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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十大高效饲料添加剂

饲料非营养调控物质的研究与应用

饲料安全与动物营养调控技术研究

饲料添加剂

毛皮动物饲养技术

猪鸡常用饲料配方

养猪技术大全

养猪问答

经济动物疾病诊疗新技术

珍禽饲养技术

窑 书 讯 窑

邮局汇款地址院渊110036冤沈阳市金沙江街 16号 6门渊本社发行部收冤 联系电话院渊024冤86391237
银行汇款单位院辽宁省农牧业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开户行院中信银行沈阳分行皇姑支行
帐号院72214101826000548-49

书 名 定价(元)作 者 书 名 定价(元)作 者

蛋鸡饲养技术

肥牛饲养技术

肉牛饲养技术大全

实用犬病诊疗图册

实用猪病防治图册

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

全国规模化养猪场大全

默克兽医手册

实用养鸭技术

肉鸡生产新技术精选

李尚波等

单安山

单安山

王安

杨福合等

张洪翔等

王彪等

李树德等

程世鹏等

王峰等

白修明等

雷云国

韩荣生

赵玉军

陈国庆

杨振海等

杨桂芹

22
41
41
29
14
11
19
14
11
16

8
16
15
29
13

100
120
123

13
14

从仔猪每增加 1 kg 活重所耗饲料的结果得出院
试验域组渊料重比 1.371冤每增加 1 kg活重比对照组
渊料重比 2.171冤少耗 0.8 kg饲料曰试验玉组渊料重比
1.641冤 每增加 1 kg活重比对照组少耗 0.53 kg 饲
料曰试验芋组渊料重比 1.751冤每增加 1 kg活重比对
照组少耗 0.42 kg饲料遥
3 讨论

人们已对双歧杆菌多种特殊生理保健功能进行

过详细研究袁 尤其是免疫调节的作用研究得最多袁但
还没有对它的促生长作用进行过研究遥本试验就双歧
杆菌对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进行试验袁以研究其对动
物的促生长效果遥 从结果上看袁双歧杆菌的促生长作
用较明显袁以后还可进行更深入的试验袁为双歧杆菌
作为饲料添加剂的应用提供科学依据遥

由于仔猪断奶后抗病力降低袁易生病袁严重影响
断奶仔猪的生长袁而双歧杆菌是健康仔猪胃肠道内的
有益优势菌群袁在仔猪日粮中添加双歧杆菌袁可增加
仔猪胃肠道内的有益菌袁改善其胃肠道内的微生态环
境袁保持断奶仔猪胃肠道内微生态平衡袁双歧杆菌还
能通过与乳酸杆菌及其它厌氧菌一起共同占据肠粘

膜表面袁形成一个具有保护作用的生物屏障袁阻止病
菌的定植入侵袁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袁提高
仔猪的抗病能力袁从而可提高仔猪的生长性能遥

在饲料中添加适量的双歧杆菌能代替抗菌素类

药物在仔猪日粮中的作用袁从根本上解决了抗菌素类
药物的残留及抗药性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的问题遥由
于双歧杆菌制剂添加到饲料中无残留尧 无毒副作用袁

使生产的猪肉有较好的安全性袁 提高了猪肉的品质袁
是人们期待的一种理想的促生长添加剂遥
4 结论

通过试验结果比较分析院试验域组即对照组日粮
的基础上每千克饲料添加 18 ml [双歧杆菌发酵液含
活菌数约为渊7~8冤伊1010个/ml]纯双歧杆菌发酵液袁仔
猪的平均末重尧平均净增重尧平均日增重尧料重比都比
对照组和试验玉尧芋组好曰试验各组健康状况比对
照组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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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蛋白玉米日粮对肉仔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任时成 吴连成 库丽霞 王志祥 张继东 赵建闯

摘 要 将 180只 1日龄艾维茵肉仔鸡随机分为 3组，每组 6个重复，每个重复 10只鸡，分别比
较不同营养水平条件下高蛋白玉米等比例替代普通玉米和等营养水平条件下高蛋白玉米替代普通玉

米对肉仔鸡生产性能的影响，试验期为 7周。试验结果：在肉仔鸡日粮中分别添加相同比例的高蛋白
玉米和普通玉米，与普通玉米组相比，高蛋白玉米组肉仔鸡的料肉比降低了 4.19豫，差异显著（P<
0.05），日增重提高了 2.29豫（P>0.05）；相同营养水平下在肉仔鸡日粮中用高蛋白玉米替代普通玉米，
肉仔鸡的日增重有一定下降，但日增重、采食量、料肉比等差异均不显著（P>0.05）。本试验表明，在肉
仔鸡日粮中使用高蛋白玉米替代普通玉米，具有降低肉仔鸡料肉比，提高日增重和减少日粮中豆粕使

用量以降低饲料成本的潜力。

关键词 高蛋白玉米；肉仔鸡；日增重；采食量；料肉比

中分类号 S816.4
玉米是畜禽饲料配方中主要的能量饲料,在饲料

配方中使用量最大,一般都在 50%以上遥 由于用量大,
尽管玉米是以提供能量为主要功能,但是其提供的蛋
白质占配合饲料中总蛋白质的三分之一左右,因此玉
米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蛋白质资源[1]遥 由于饲料配制
过程中通常使用的为普通玉米袁 其蛋白质含量低
渊7豫耀9豫冤袁品质差袁缺乏赖氨酸和色氨酸[2]袁影响了其
在畜禽生产中的应用效果遥 于是袁玉米育种学家很早
就开始注意这一问题袁并致力于玉米蛋白质的改良工
作袁把提高玉米蛋白质含量和改善蛋白质品质作为玉
米选育攻关的一个重要方向遥

高蛋白玉米的特点是突出了蛋白质含量优势袁蛋
白质含量可以达到 11.6豫以上袁从墨西哥引进的高蛋
白玉米蛋白质含量达到 13.8豫袁 蛋白质含量增加了
28.8豫耀53.5豫[3]遥国外有研究报道高蛋白玉米在畜禽饲
料中的应用效果遥 在肉鸡渊Bond和 Sullivan袁1991冤尧蛋
鸡渊Bond和 Sullivan袁1991冤尧育肥猪渊Dove,1995冤尧阉牛
渊Allen,2000冤尧奶牛(Richard和 Dado,1999冤等畜禽饲料
中使用高蛋白玉米替代普通玉米袁可降低动物饲粮中
豆粕等蛋白质饲料的使用量袁减少饲料成本[4-7]遥

由于高蛋白玉米的研究在我国起步晚袁目前国内
尚未见高蛋白玉米在畜禽中的应用研究报道遥为进一
步在生产中推广和应用高蛋白玉米袁本试验选用由河

南农业大学郑州国家玉米改良分中心培育的新品种

高蛋白玉米豫单 2002袁以普通玉米为对照袁比较高蛋
白玉米和普通玉米对肉仔鸡生产性能的影响袁为今后
高蛋白玉米的推广应用提供帮助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高蛋白玉米为河南农业大学郑州国家玉米改良

分中心提供的豫单 2002曰 普通玉米购自河南广安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袁经分析测定袁高蛋白玉米和普
通玉米的营养成分如表 1所示遥
表 1 普通玉米和高蛋白玉米各成分比较（绝干基础，%）
指标
水分
粗蛋白
粗脂肪
钙
磷
粗灰分
氨基酸含量
总氨基酸
天门冬氨酸
谷氨酸
丝氨酸
精氨酸
甘氨酸
苏氨酸
脯氨酸
丙氨酸
缬氨酸
蛋氨酸
胱氨酸
异亮氨酸
亮氨酸
苯丙氨酸
组氨酸
赖氨酸
酪氨酸

普通玉米渊NC冤
12.75
8.97
5.03
0.08
0.25
2.21
8.42
0.61
1.66
0.44
0.38
0.37
0.31
0.77
0.66
0.63
0.11
0.08
0.29
1.01
0.42
0.24
0.31
0.13

高蛋白玉米渊HPC冤
11.98
10.59
5.11
0.10
0.28
2.08
9.75
0.67
1.99
0.48
0.41
0.40
0.34
0.93
0.78
0.70
0.14
0.09
0.35
1.25
0.50
0.24
0.33
0.15

任时成，河南农业大学牧医工程学院，450002，河南郑州。
吴连成、库丽霞，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

王志祥（通迅作者）、张继东、赵建闯，单位及通讯地址同

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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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动物选择尧分组及试验设计
选用 180只 1 日龄艾维茵肉仔鸡袁 随机分为 3

个处理袁每个处理 6个重复袁每个重复 10 只鸡袁组间
的初始体重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试验期 7周袁分 3
阶段饲养袁即 0耀3周龄尧4耀6周龄尧7周龄遥 试验设计
分组院处理 1 为普通玉米日粮组袁即对照组曰处理 2
为高蛋白玉米日粮玉组曰 处理 3 为高蛋白玉米日
粮域组遥 处理 2与处理 1按照普通玉米和高蛋白玉
米等比例替代曰处理 3和处理 1日粮等能量袁等蛋白袁
等赖氨酸尧蛋氨酸遥 试验日粮配方及其营养水平见
表 2~表 4遥

表 2 第一阶段（0耀3 周龄）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普通玉米日粮组 玉组

57.00
0.00
32.00
6.00
1.50
1.40
0.80
0.30
1.00
0.00
12.13
22.85
1.14
0.83
0.60
1.30
0.57

域组
60.00
0.00
29.40
6.00
1.10
1.40
0.73
0.30
1.00
0.07
12.14
22.01
1.11
0.83
0.60
1.29
0.56

0.00
57.00
32.00
6.00
1.50
1.40
0.80
0.30
1.00
0.00

12.13
22.00
1.14
0.83
0.60
1.29
0.56

日粮组成渊豫冤
高蛋白玉米
普通玉米
豆粕
鱼粉
豆油
磷酸氢钙
石粉
食盐
预混料
赖氨酸
营养水平
代谢能渊MJ/kg冤
粗蛋白渊豫冤
钙渊豫冤
磷渊豫冤
有效磷渊豫冤
赖氨酸渊豫冤
蛋氨酸渊豫冤

高蛋白玉米日粮
项目

表 3 第二阶段（4耀6 周龄）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普通玉米日粮组 玉组

60.40
0.00
32.80
2.60
1.70
1.20
0.30
1.00
0.00
12.35
20.01
1.14
0.74
0.50
1.05
0.45

域组
63.40
0.00
30.06
2.27
1.70
1.20
0.30
1.00
0.07
12.37
19.10
1.13
0.73
0.50
1.04
0.44

0.00
60.40
32.80
2.60
1.70
1.20
0.30
1.00
0.00
12.35
19.10
1.14
0.74
0.50
1.04
0.44

日粮组成渊豫冤
高蛋白玉米
普通玉米
豆粕
豆油
磷酸氢钙
石粉
食盐
预混料
赖氨酸
营养水平
代谢能渊MJ/kg冤
粗蛋白渊豫冤
钙渊豫冤
磷渊豫冤
有效磷渊豫冤
赖氨酸渊豫冤
蛋氨酸渊豫冤

高蛋白玉米日粮
项目

表 4 第三阶段（7周龄）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普通玉米日粮组 玉组

66.00
0.00
27.50
2.90
1.50
0.80
0.30
1.00
0.00
0.00
12.69
18.23
0.93
0.68
0.45
0.92
0.40

域组
69.00
0.00
24.60
2.60
1.50
0.90
0.30
1.00
0.09
0.01
12.71
17.26
0.96
0.67
0.45
0.92
0.39

0.00
66.00
27.50
2.90
1.50
0.80
0.30
1.00
0.00
0.00
12.69
17.24
0.93
0.68
0.45
0.92
0.39

日粮组成渊豫冤
高蛋白玉米
普通玉米
豆粕
豆油
磷酸氢钙
石粉
食盐
预混料
赖氨酸
蛋氨酸
营养水平
代谢能渊MJ/kg冤
粗蛋白渊豫冤
钙渊豫冤
磷渊豫冤
有效磷渊豫冤
赖氨酸渊豫冤
蛋氨酸渊豫冤

高蛋白玉米日粮
项目 普通玉米日粮组 玉组

66.00
0.00
27.50
2.90
1.50
0.80
0.30
1.00
0.00
0.00
12.69
18.23
0.93
0.68
0.45
0.92
0.40

域组
69.00
0.00
24.60
2.60
1.50
0.90
0.30
1.00
0.09
0.01
12.71
17.26
0.96
0.67
0.45
0.92
0.39

0.00
66.00
27.50
2.90
1.50
0.80
0.30
1.00
0.00
0.00
12.69
17.24
0.93
0.68
0.45
0.92
0.39

日粮组成渊豫冤
高蛋白玉米
普通玉米
豆粕
豆油
磷酸氢钙
石粉
食盐
预混料
赖氨酸
蛋氨酸
营养水平
代谢能渊MJ/kg冤
粗蛋白渊豫冤
钙渊豫冤
磷渊豫冤
有效磷渊豫冤
赖氨酸渊豫冤
蛋氨酸渊豫冤

高蛋白玉米日粮
项目

1.3 饲养管理

试验鸡按肉鸡的常规饲养管理进行袁饲养采用三
阶段笼养袁24 h光照袁自由采食粉料袁自由饮水袁免疫
程序为院10日龄滴鼻点眼免新城疫传支二联苗曰14 日
龄口服免法氏囊疫苗曰20日龄口服二免新城疫苗曰25
日龄饮水二免法氏囊疫苗遥
1.4 测定指标

分别在 1日龄尧21 日龄尧42 日龄和 49 日龄对个
体称重袁计算每个重复各个阶段的耗料量袁统计各阶
段死淘情况,扣除死淘鸡只的耗料量袁计算各阶段平
均日增重尧平均耗料量及饲料转化率遥
1.5 统计方法

试验数据采用 SAS8.0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显
著性检验遥
2 结果与分析

试验结果如表 5所示遥 从全期看袁在肉仔鸡日粮
中袁不同营养水平下用高蛋白玉米等比例替代普通玉
米袁可显著降低肉仔鸡料肉比(P<0.05)袁日增重也有一
定的增加曰在等营养水平条件下用高蛋白玉米替代普
通玉米袁肉仔鸡的日增重有一定下降袁但日增重尧采食
量尧料肉比等差异均不显著(P>0.05)遥0耀3周龄时袁采食
量以高蛋白玉米域组最高袁 但各组间差异均不显著
(P>0.05)曰日增重以高蛋白玉米玉组最高袁但各组间差
异均不显著(P>0.05)曰料肉比高蛋白玉米玉组比普通
玉米组显著降低了 4.38豫(P<0.05)袁高蛋白玉米域组与
普通玉米组差异不显著(P>0.05)遥 4耀6周龄袁在肉仔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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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试验组中平均每只鸡的耗料成本

前期项目 中期 后期

普通玉米组
高蛋白玉米玉组
高蛋白玉米域组

耗料渊kg冤
0.737
0.738
0.761

单价(元/kg)
2.11
2.11
2.07

耗料渊kg冤
2.274
2.271
2.176

单价(元/kg)
1.88
1.88
1.84

耗料渊kg冤
0.863
0.778
0.816

单价(元/kg)
1.84
1.84
1.81

7.43
7.27
7.07

全期耗料成本（元）

日粮中使用高蛋白玉米替代普通玉米表现出一定优

势袁但各组间采食量尧日增重和料肉比的差异均不显
著(P>0.05)遥7周龄袁由于天气持续高温袁舍内温度大都
在 35 益以上袁鸡群热应激反应明显袁进食较少袁生长
缓慢袁死亡淘汰率明显提高袁虽然与普通玉米组相比袁
高蛋白玉米玉组的料肉比降低了 9.01豫袁但差异不显
著遥 从全期渊0耀7周冤数据来看袁与普通玉米组相比袁高
蛋白玉米玉组日增重提高了 2.29豫(P>0.05)袁高蛋白玉
米域组降低了 3.22豫(P>0.05)袁采食量各组间差异均不
显著(P>0.05)曰料肉比高蛋白玉米玉组比普通玉米组
降低了 4.19豫袁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高蛋白玉米域组与
普通玉米组相近袁差异不显著(P>0.05)遥

表 5 高蛋白玉米对肉仔鸡平均采食量、

日增重和饲料转化率的影响（g）
高蛋白玉米玉组

35.12依1.73
22.97依1.57
1.53依0.05b

108.14依3.89
51.48依4.69
2.11依0.16

111.21依4.36b
39.30依9.50
3.03依1.00
41.92依0.09

1 880.44依25.47A
37.52依0.52A
77.28依1.52
2.06依0.04b

高蛋白玉米域组
36.23依1.78
22.65依0.91
1.60依0.05a

103.61依2.48
47.78依1.59
2.17依0.08

116.56依10.86ab
37.24依8.29
3.30依0.81
42.04依0.12

1 781.65依84.43B
35.50依1.72B
76.58依2.39
2.16依0.10a

普通玉米组

35.08依2.50
21.89依1.19
1.60依0.06a

108.28依5.52
51.00依3.43
2.13依0.13

123.23依9.70a

38.09依7.13
3.33依0.66
41.91依0.10

1 839.26依20.47AB
36.68依0.42AB
79.05依2.21
2.15依0.05a

项目
0耀3周龄
平均采食量渊g冤
平均日增重渊g冤
料肉比
4耀6周龄
平均采食量渊g冤
平均日增重渊g冤
料肉比
7周龄
平均采食量渊g冤
平均日增重渊g冤
料肉比
0耀7周龄
初始重渊g冤
末重渊g冤
平均日增重渊g冤
平均采食量渊g冤
料肉比

注:1.同行数据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袁不同
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遥

2.数据均以平均值依标准差表示遥

3 讨论

3.1 高蛋白玉米日粮对肉仔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本试验在肉仔鸡日粮中使用高蛋白玉米分别在

不同营养水平和相同营养水平条件下替代普通玉米遥
结果表明袁在不同营养水平下用高蛋白玉米等比例替

代普通玉米袁可显著降低肉仔鸡料肉比袁提高饲料转
化率袁同时日增重有一定的增加曰在等营养水平下用
高蛋白玉米替代普通玉米袁 肉仔鸡的日增重稍微降
低袁但日增重尧采食量尧料肉比等差异均不显著遥因此袁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 在肉仔鸡日粮中使用高蛋白玉米袁
能降低料肉比袁改善饲料转化率袁提高日增重曰可以降
低肉鸡日粮中豆粕的使用量袁降低饲料成本遥

吴春胜和贾士芳渊2004冤报道袁高蛋白玉米可提高
饲料质量袁降低饲料成本袁增加养殖效益,与普通玉米
相比袁高蛋白玉米在营养价值上有一定的优势袁品质
明显优于普通玉米[8]遥 本次试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该
报道遥 Bond等渊1991冤报道,在肉仔鸡日粮中使用粗蛋
白含量比普通玉米高 1.0%耀2.4%的高蛋白玉米替代
普通玉米袁在玉米添加量相同条件下袁高蛋白玉米组
肉仔鸡在 1耀21日龄的体增重高于普通玉米日粮组袁
饲料转化率显著提高曰 日粮能量和蛋白质水平相同
时袁饲喂高蛋白玉米的肉仔鸡比饲喂普通玉米的肉仔
鸡有较高的体增重和较好的饲料转化率[4]遥 本次试验
结果也表明在玉米添加量相同情况下高蛋白玉米能

提高肉仔鸡体增重和饲料转化率袁但是没有体现出在
日粮能量水平和蛋白质水平相等条件下袁饲喂高蛋白
玉米的肉鸡比饲喂普通玉米的肉仔鸡有较高的体增

重和饲料转化率袁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遥
袁森泉(1996)报道袁美国乔治亚大学 Dove用高蛋

白玉米和普通玉米配制两种试验日粮渊粗蛋白和赖氨
酸含量相等冤饲喂育肥猪袁结果两组育肥猪之间生长
速度尧饲料效率没有明显差异[5]遥 该报道表明袁在日粮
蛋白质和赖氨酸含量相等的条件下袁高蛋白玉米替换
普通玉米不会影响育肥猪的生长性能袁而且可以减少
豆粕使用量袁降低饲料成本遥 本试验表明等营养条件
下使用高蛋白玉米替换普通玉米没有明显影响肉仔

鸡的生产性能袁且可以减少豆粕使用量袁降低饲料成
本袁与高蛋白玉米在育肥猪上的应用报道相对应遥
3.2 经济效益分析

普通玉米尧 高蛋白玉米和豆粕的价格分别以
1.30尧1.30尧2.40元/kg计算袁本试验各处理组中平均每
只鸡的全期耗料成本见表 6袁经济效益分析见表 7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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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光 盘 推 荐窑

中国牧业企事业单位名录

畜牧业经济与规模化养殖场经营管理

高致病性禽流感预防与控制

家畜生理学

兽医微生物学

兽医药物学

兽医学

瘦肉型猪的繁殖与饲养

猪的养殖

猪病防治

养牛技术

人工培育天然牛黄

高产奶牛饲养技术

肉牛养殖技术

奶牛繁育技术南方梅花鹿养殖

养牛养羊学

奶牛的饲养管理

牛羊育肥技术

波杂羊繁育饲养技术中华土元养殖技术

肉鸡饲养管理与屠宰

养鸡生产

鸡的饲养

雏鸡和蛋鸡的饲养与管理

农村养鸡

良种肉鸭大棚饲养技术

鸭鹅养殖技术

鸭病防治

养鹅 蛋鸭的放牧饲养管理

四季鹅的养殖技术

獭兔

兔病防治

家兔的饲养与管理

家兔繁殖与兔病防治

养蝎技术

养蛇技术

毒蛇饲养技术

鹌鹑及蜗牛的养殖

蜗牛的室内养殖

海狸鼠养殖技术

麝鼠 果子狸养殖技术

兰狐养殖

养鹿

中国对虾的养殖

罗氏沼虾 大口鲶鱼的养殖

海参人工养殖秘诀

珍珠的养殖

河蟹的养殖

实用养鳖新技术

塑料大棚控温快速养鳖

甲鱼

海产养殖致富经

稻田养鱼 河蚌育珠

黄鳝鳗鱼福寿螺养殖技术

鲍鱼人工养殖秘诀

流水养鲟

药用虫养殖技术

观赏昆虫

品 名 定价(元)
100
125
25
325
250
200
375
25
75
50
75
25
25
50
25
125
50
25
25

25
125
50
25
25
25
25
25
25
25
50
25
25
25
75
50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50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邮局汇款地址院110036沈阳市金沙江街 16号 6门渊本社发行部收冤 联系电话院渊024冤86391237
银行汇款单位院辽宁省农牧业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开户行院中信银行沈阳分行皇姑支行 帐号院72214101826000548-49

品 名 定价(元) 品 名 定价(元)

由表 7可知袁不同营养水平下用高蛋白玉米等比
例替代普通玉米袁平均每只肉仔鸡的效益可增加 0.39
元曰等营养水平下用高蛋白玉米替代普通玉米配制肉
仔鸡全价饲料袁全期耗料成本降低 0.36元遥
4 结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在肉仔鸡日粮中袁不同营养水
平下用高蛋白玉米等比例替代普通玉米袁可以降低肉
仔鸡料肉比袁改善饲料转化率袁提高日增重曰在等营养
水平下用高蛋白玉米替代普通玉米袁 肉仔鸡的日增
重尧采食量尧料肉比都没有明显变化遥 因此袁在肉仔鸡
日粮中使用高蛋白玉米具有降低肉仔鸡料肉比袁提高
日增重和减少日粮中豆粕使用量以降低饲料成本的

潜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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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普通玉米组

高蛋白玉米玉组
高蛋白玉米域组

体重渊kg冤
1.84
1.88
1.78

肉鸡价格(元/kg)
5.60
5.60
5.60

收入(元)
10.30
10.53
9.97

饲料成本(元)
7.43
7.27
7.07

效益(元)
2.87
3.26
2.90

表 7 在肉鸡日粮中高蛋白玉米替代普通玉米的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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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怿 刘 强 张福元

摘 要 选用 4头安装永久瘤胃瘘管的西门塔尔阉牛（体重为 420 kg、年龄 2.5岁），采用 4伊4拉
丁方设计，以混合精料和风干玉米秸秆作为基础日粮，研究 1.3倍维持需要水平下，日粮添加不同水平
蛋氨酸硒（0、0.3、0.6、0.9 mg/kg，以干物质为基础）对营养物质代谢的影响。结果表明：0.3和 0.6 mg/kg
组日粮 OM、CP、EE、NFE、NDF、ADF表观消化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0.6和 0.9 mg/kg组 DN、
RN 和 RN/DN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0.6 mg/kg 组与对照组相比 Se、Ca、P、Cu、Fe、Mn的存留率显
著提高，Zn、Mo和 S的存留率无显著差异；0.6 mg/kg组血清 TG、GLU、ALB、TP、ALT、AST、SOD、GSH-
px、GSH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0.6 mg/kg组血清 Se、Cu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关键词 西门塔尔牛；蛋氨酸硒；营养物质代谢；消化率

中图分类号 S816.32
Effect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selenium methionine in
diets on nutrients digestion and metabolism in beef cattle

Zhou Yi, Liu Qiang, Zhang Fuyuan
Abstract Four simmental steer(average BW 420 kg, aged 2.5)consuming a corn straw diet were used in a
4伊4 Latin square design and supplemented selenium methionine with four concentration(0,0.3,0.6,0.9
mg/kgDM) to evaluated the effect of selenium methionine on nutrients digestion and metabolism at 1.3
times of maintenance require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M，CP，EE，NFE，NDF，ADF digestibility of
diet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5)by supplemental selenium methionine at 0.3，0.6 mg/kgSe of DM
than control group; DN、RN&RN/DN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P<0.05)by supplemental selenium methionine
at 0.6，0.9 mg/kgSe of DM than control group;Se，Ca，P，Cu，Mn，Fe retained placenta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Zn，Mo and S retained placenta were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5); TG，GLU，ALB，TP，
ALT，AST，SOD，GSH -px，GSH in serum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 <0.05)by supplemental selenium
methionine at 0.6 mg/kgSe of DM than control group;Se，Cu in serum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P<0.05)by
supplemental selenium methionine at 0.6 mg/kgSe of DM than control group.
Key words simmental steer；selenium methionine；nutrient metabolism；digestibility
硒(Se)是牛维持正常生长尧生产和繁殖性能所必

需的微量元素遥 Se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组成成
分袁可保护细胞膜免受过氧化物的损害袁是自由基的
捕获剂袁还是其它某些酶的组成成分遥与无机硒相比袁
有机硒易于被动物体吸收袁生物利用率高遥 有机硒可
提高血液尧组织中的硒浓度以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的活性遥 有机硒在改善生长育肥猪及家禽的生产性
能袁改善胴体品质等方面都明显优于无机硒遥 目前对
有机硒在反刍动物体内代谢规律的研究报道较少袁本

试验通过在西门塔尔牛日粮中添加不同水平的蛋氨

酸硒袁测定血液指标尧日粮营养物质消化利用率和矿
物质表观消化率袁评价蛋氨酸硒对西门塔尔牛营养代
谢的影响袁为蛋氨酸硒在反刍动物饲养上的应用提供
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和试验设计

选用 4头装有永久性瘤胃瘘管袁年龄 2.5岁袁体况
良好袁体重 420 kg的中国西门塔尔阉牛遥试验所用蛋
氨酸硒由浙江某饲料兽药有限公司提供袁硒含量逸1
500 mg/kg遥 试验分 4个阶段袁每阶段预试期 10 d袁正试
期 10 d遥 采用 4伊4拉丁方设计袁 各处理饲喂日粮如
下院对照组袁基础日粮曰处理一组袁基础日粮+蛋氨酸硒
0.3 mg/kg 渊DM基础冤曰处理二组袁基础日粮+蛋氨酸硒

周怿，山西农业大学，030008，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南
寨 76楼 3单元 301室。

刘强（通讯作者）、张福元，山西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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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mg/kg渊DM基础冤曰处理三组袁基础日粮+蛋氨酸硒
0.9 mg/kg渊D M基础冤遥
1.2 饲养管理及试验日粮

试验牛每日饲喂 2次渊早 7:00尧晚 7:00冤袁1.3倍维
持需要饲养水平袁单槽饲养袁专人负责袁采取先精后粗
的饲喂顺序袁自由饮水遥 试验基础日粮组成和营养水
平见表 1遥

表 1 试验基础日粮组成和营养水平（干物质基础）

日粮组成
玉米秸秆
混合精料
混合精料组成
玉米
麸皮
豆粕
棉粕
菜粕
石粉
食盐
预混料

含量渊%冤
60.0
40.0
52.0
10.0
16.5
12.0
5.0
1.5
1.0
2.0

营养水平
综合净能渊MJ/kg冤渊计算值冤
粗蛋白质 渊%冤
中性洗涤纤维渊%冤
酸性洗涤纤维渊%冤
钙渊%冤
磷渊%冤
硫渊%冤
硒渊mg/kg)
铜渊mg/kg冤
锌渊mg/kg冤
铁渊mg/kg冤
锰渊mg/kg冤
钼渊mg/kg冤

6.54
10.74
56.51
35.59
0.75
0.52
0.41
0.07
8.36

45.68
340.15
41.98
1.79

注院每千克预混料含 VA 150 000 IU尧VD3 60 000 IU尧VE 750 IU尧
Fe 1 500 mg尧Cu 400 mg尧Zn 1 500mg尧Mn 2 000 mg尧I 12.5 mg尧
Co 5 mg遥

1.3 采样与样品分析

1.3.1 粪尧尿收集及测定
试验期收集全部粪尧尿袁准确测定每天的粪尧尿排

出量袁每天按比例取一定量的粪尧尿样品袁连续 5 d制
成混合样遥粪样取 2份袁其中一份鲜粪定氮袁另一份于
65耀70 益干燥箱内制成风干样备用曰 尿样采集到塑料
瓶低温保存备用遥

饲料与粪样中 DM尧OM尧CP尧EE尧NDF尧ADF尧Ca尧P
含量及尿样中 DM尧OM尧CP尧Ca尧P 等含量采用实验室
常规方法测定渊杨胜袁1996冤遥

饲料尧粪与尿中 Cu尧Fe尧Zn尧Mn采用叶饲料工业标
准汇编曳渊2002冤 的国标法以 AA-2610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测定曰硫渊S冤采用叶饲料工业标准汇编曳渊2002冤
的国标重量法测定曰钼渊Mo冤采用叶饲料工业标准汇编曳
渊2002冤的国标比色法测定遥
1.3.2 血液采集与血清制备

在试验正试期的最后 1 d袁 于早饲前颈静脉采血
40 ml袁凝血后 3 000 r/min离心 15 min袁分离血清样品袁
分装于 Eppendorf管中袁于-40 益低温冰柜中保存备用遥

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袁 采用
UV要210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测定血清样品中血
糖渊GLU冤尧总蛋白渊TP冤尧白蛋白渊ALB冤尧尿素氮渊SUN冤尧

甘油三酯渊TG冤尧总胆固醇渊TC冤尧丙二醛渊MDA冤尧铜蓝
蛋白渊Cp冤尧超氧化物歧化酶渊SOD冤尧谷胱甘肽过氧化
物酶渊GSH-px冤尧丙氨酸转氨酶渊ALT冤尧天门冬氨酸转
氨酶渊AST冤尧碱性磷酸酶渊AKP冤尧酸性磷酸酶渊ACP冤尧
乳酸脱氢酶渊LDH冤曰血清 Cu尧Fe尧Zn尧Mn 采用 AA要
2610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定遥
1.4 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应用 SPSS10.0 统计分析软件的 One-
way-Anova进行方差分析和 LSD多重比较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蛋氨酸硒对西门塔尔牛日粮营养物质消化代谢

的影响

2.1.1 对日粮养分表观消化率的影响渊见表 2冤
表 2 日粮添加不同水平蛋氨酸硒对西门塔尔牛

日粮养分表观消化率的影响（%）

有机物质
渊OM冤
粗蛋白
渊CP冤
粗脂肪
渊EE冤

无氮浸出物
渊NFE冤

中性洗涤纤维
渊NDF冤

酸性洗涤纤维
渊ADF冤

0
57.92依1.23b

54.11依1.04b

48.72依1.06b

62.54依1.26b

45.34依0.83c

44.26依0.97c

0.3
64.52依0.37a

59.87依0.94a

58.79依0.53a

69.89依0.62a

55.85依0.65a

56.64依0.43a

0.6
66.58依0.74a

60.45依0.86a

59.34依0.74a

71.23依0.75a

58.79依0.42a

58.85依0.48a

0.9
63.76依0.58ab

58.84依1.02ab

49.25依0.58b

67.15依0.46a

52.79依0.53b

49.54依0.36b

项目
蛋氨酸硒添加量渊mg/kg冤

注院1.同行肩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相同字母表示
差异不显著渊P跃0.05冤曰

2.蛋氨酸硒添加量以干物质为基础袁以下各表同遥
由表 2可见袁0.3和 0.6 mg/kg组日粮 OM和 CP表

观消化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渊P<0.05冤袁0.3 和 0.6 mg/kg
组日粮 EE尧NDF和 ADF表观消化率显著高于 0.9 mg/kg
组和对照组渊P<0.05冤曰处理组 NFE表观消化率显著高
于对照组渊P<0.05冤袁但处理组之间差异不显著遥
2.1.2 对日粮氮平衡的影响渊见表 3冤

表 3 日粮添加不同水平蛋氨酸硒对

西门塔尔牛日粮氮平衡的影响

食入氮渊g/d冤
粪氮渊g/d冤
尿氮渊g/d冤
可消化氮渊g/d冤
沉积氮渊g/d冤

沉积氮/可消化氮
渊%冤

0
123.93依2.35a
53.15依1.03a
52.83依0.65b
70.78依1.34c
17.95依0.58b

25.36依0.85b

0.3
134.50依1.86a
54.67依1.24a
57.36依0.87b
79.83依0.99b
22.47依1.02a

28.15依0.59ab

0.6
140.64依2.14a
57.67依1.18b
58.84依1.20ab
82.97依1.32a
24.13依0.49a

29.08依0.62a

0.9
136.12依2.63a
53.37依0.82ab
56.79依0.97a
82.75依1.19a
25.96依0.52c

31.37依0.45c

项目
蛋氨酸硒添加量渊mg/kg冤

反刍动物营养周怿等：日粮添加不同水平蛋氨酸硒对肉牛营养物质代谢的影响

48



组ALB与 TP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渊P<0.05冤曰血清 SUN
含量各组间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曰0.6和 0.9 mg/kg 组
ALT活性显著高于对照组渊P<0.05冤曰处理组 AST活性
显著高于对照组渊P<0.05冤袁但处理组间差异不显著曰
血清 AKP尧ACP 和 LDH 活性各组间均无显著差异
渊P>0.05冤曰血清 Cp 活性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曰0.3 和
0.6 mg/kg 组 SOD尧GSH-px活性显著高于 0.9 mg/kg组
和对照组 渊P<0.05冤曰MDA 含量呈现下降趋势袁0.6 和
0.9 mg/kg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和 0.3 mg/kg组渊P<0.05冤曰
0.6 mg/kg组 GSH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 渊P<0.05冤曰血

清 Se 含量逐渐增加袁0.6和 0.9 mg/kg组显著高于对照
组渊P<0.05冤曰血清 Fe含量各组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曰
0.9 mg/kg 组血清 Zn和 Mn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渊P<
0.05冤曰血清 Cu含量各处理组显著高于对照组渊P<0.05冤遥
3 讨论

3.1 蛋氨酸硒与日粮营养物质消化代谢的关系

适量 Se 可以通过提高酶的活性促进营养物质
的消化利用袁Se 也能促进瘤胃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渊Hidroglou袁1968冤袁提高瘤胃微生物的活性袁从而提高
营养物质的瘤胃消化率遥本试验中蛋氨酸硒的添加提

由表 3可见袁 添加不同水平蛋氨酸硒对食入氮尧
粪氮和尿氮影响不显著曰可消化氮渊DN冤尧沉积氮渊RN冤尧
沉积氮/可消化氮有增加的趋势袁0.6和 0.9 mg/kg组显
著高于对照组渊P<0.05冤遥
2.1.3 对矿物质存留率的影响渊见表 4冤

表 4 日粮添加不同水平蛋氨酸硒对

西门塔尔牛矿物质存留率的影响（%）
0

21.52依1.41c

16.32依2.02c
21.08依1.51c
31.41依2.78b
10.89依1.34b

54.53依1.84a
27.35依2.26c
21.86依3.38a
20.97依3.38a

0.3
47.41依1.15b

21.34依1.84b
25.72依0.98b
49.85依1.68a
11.69依1.35b

55.98依2.26a

36.36依2.14b
26.25依2.24ab
26.14依3.15a

0.6
50.25依2.33a
38.46依1.54a
35.84依1.35a
54.52依2.16a
17.84依1.74a

56.85依1.83a

48.65依2.35a
29.34依1.32a
23.82依4.24a

0.9
52.46依1.54a

32.55依1.38a
29.75依1.47b
38.68依1.21b
15.16依1.64ab

54.96依2.35a

46.54依2.38a
23.59依1.58b
20.66依2.17a

Se
Ca
P

Cu
Fe
Zn
Mn
Mo
S

项目
蛋氨酸硒添加量渊mg/kg冤

由表 4可见袁0.6和0.9 mg/kg组 Se尧Ca与 Mn的存
留率显著高于 0.3 mg/kg组袁0.3 mg/kg组显著高于对照
组渊P<0.05冤曰0.6 mg/kg组 P的存留率显著高于各组渊P<
0.05冤曰0.3和 0.6 mg/kg组 Cu的存留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和 0.9 mg/kg组渊P<0.05冤曰Zn的存留率各组无显著变化曰
0.6 mg/kg组 Fe的存留率显著高于 0.3 mg/kg组和对照
组 渊P <0.05冤曰0.6 mg/kg 组 Mo 的存留率显著高于
0.9 mg/kg组渊P<0.05冤曰处理组 S的存留率随蛋氨酸硒
的添加量增加呈下降趋势袁各组间无显著差异渊P>0.05冤遥
2.2 蛋氨酸硒对西门塔尔牛血液指标和抗氧化能力

的影响渊见表 5冤
由表 5可见袁处理组血清 TG 含量显著增加渊P<

0.05冤袁0.6 mg/kg 组 TG显著高于 0.3 mg/kg组渊P<0.05冤曰
0.6 mg/kg组 GLU 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渊P<0.05冤曰TC
含量各组间无显著差异渊P>0.05冤曰0.6 和 0.9 mg/kg

0
0.35依0.02c
3.31依0.04b
3.47依0.05a

34.39依4.66b
56.74依1.27b
3.97依0.46a
4.74依1.92b
8.65依1.81b
12.46依1.91a

2.18依0.43a

7.99依0.48a
25.71依4.71a

74.41依18.41b

52.56依9.43c

4.55依0.72a
85.90依5.69b
0.15依0.03b

262.49依5.42a
1.35依0.14b
6.20依0.12a
35.14依2.16a

0.3
0.46依0.01b
3.49依0.03ab
3.83依0.03a

39.67依2.98ab
59.39依2.28ab
3.68依0.35a

6.91依1.14ab
14.56依2.21a
12.85依1.32a

2.36依0.59a

8.24依0.32a
26.56依1.74a

154.53依14.36a
143.53依8.29a

4.04依0.53a

98.73依3.67ab
0.36依0.05ab

287.74依5.81a
2.42依0.17a
5.87依0.11ab
36.23依1.38a

0.6
0.64依0.01a
3.83依0.02a
3.95依0.04a
43.56依1.97a
60.54依2.15a
3.52依0.21a

9.05依1.35a
15.84依1.54a
12.94依0.95a

2.47依0.34a

8.35依0.56a
27.23依2.52a

175.21依12.34a
161.77依9.20a

1.87依0.42b

121.34依2.46a
0.42依0.04a

296.32依5.32a
2.34依0.21a
5.69依0.15ab
34.62依1.14a

0.9
0.56依0.01ab
3.52依0.02ab

3.84依0.05a

42.75依1.76a
62.45依1.57a
3.63依0.32a
10.23依1.31a
15.46依1.27a
11.87依1.53a

2.05依0.41a
8.12依0.31a
24.97依1.05a

112.15依8.52b

127.31依9.73b
1.69依0.41b

103.54依5.17ab
0.49依0.06a

313.84依4.83a

2.13依0.14a
4.51依0.12b

24.56依1.25b

TG渊mmol/l冤
GLU渊mmol/l冤
TC渊mmol/l冤
ALB渊g/l冤
TP渊g/l冤
SUN渊mmol/l冤
ALT渊IU/l冤
AST渊IU/l冤
AKP渊U/dl冤
ACP渊U/dl冤
LDH渊U/l冤
Cp渊U/l冤
SOD渊U/ml冤
GSH-px渊U/ml冤
MDA渊nmol/l冤
GSH渊mg/l冤
Se渊滋g/dl冤
Fe渊滋g/dl冤
Cu渊滋g/dl冤
Zn渊滋g/dl冤
Mn渊滋g/dl冤

项目
蛋氨酸硒添加量渊mg/kg冤

表 5 日粮添加不同水平蛋氨酸硒对西门塔尔牛血液指标和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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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日粮养分的表观消化率袁其中 0.3和 0.6 mg/kg组
提高幅度较大遥本试验蛋氨酸硒的添加提高了日粮中
DN尧RN尧RN/DN含量袁以 0.6和 0.9 mg/kg组提高幅度
较大袁说明 Se可以促进氮的吸收和利用曰当蛋氨酸硒
添加量超过 0.6 mg/kg时袁 对瘤胃微生物没有毒害作
用遥正常情况下袁反刍动物体内 Se存留量为摄入量的
20%耀25%渊Georgievkii袁1981冤袁本试验中蛋氨酸硒显著
提高了 Se的存留率袁 是因为瘤胃微生物对有机硒源
产生影响较小渊Henry袁1995冤遥 本试验蛋氨酸硒的添加
有提高矿物质存留率的趋势袁 其中 0.6 mg/kg组 Se尧
Ca尧 Mn尧P尧Fe与 Cu的存留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曰Zn
的存留率呈上升趋势袁 各组差异不显著曰S的存留率
呈下降趋势但变化不显著遥 这可能是因为 Se与 Cu尧
Fe尧Mn和 Zn存在协同作用遥
3.2 蛋氨酸硒对血液指标和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血清 TG和 TC含量的增减可作为脂肪代谢和肝
功能指标袁试验中随着日粮 Se水平的增加袁血清 TG
含量增加袁0.6 mg/kg组最高曰TC含量无显著变化袁说
明蛋氨酸硒的添加提高了日粮脂类代谢遥

血清 GLU尧ALB尧TP和 SUN含量的增减可作为糖
和蛋白质代谢的指标袁 试验中 0.6 mg/kg 组 GLU尧
ALB尧TP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袁SUN含量各组差异
不显著袁说明蛋氨酸硒提高了日粮蛋白质代谢遥

在氨基酸代谢和蛋白质尧脂肪及糖三者的转换过
程中袁转氨酶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袁本研究 ALT和 AST
活性有升高趋势袁0.6 和 0.9 mg/kg 组显著高于对照
组袁说明蛋氨酸硒促进了氨基酸代谢和蛋白质尧脂肪
及糖的转换遥AKP的活性增高表明软骨细胞的分化能
力增强袁本试验中 AKP差异不显著遥 当少量组织坏死
时袁LDH即释放入血中而使其在血液中的活性升高袁
本试验中 LDH无显著变化袁 说明添加蛋氨酸硒对肝
没有造成损伤遥

动物体内防御系统包括酶组分与非酶组分 2个体
系袁酶组分体系包括 SOD尧CAT尧POD尧GSH-px曰非酶组
分体系包括 VE尧VC尧VA尧GSH 和辅酶 Q 渊石庆发 袁
1993冤遥 Se是 GSH-px发挥活性的重要组成成分袁GSH-
px的作用是清除 H2O2袁 并将 ROOH还原成相应醇袁从
而减轻细胞膜多不饱和脂肪酸过氧化作用袁 以及
ROOH分解产物引起的细胞损伤遥 SOD则能催化氧阴
离子自由基歧化生成过氧化氢和氧气袁 再由过氧化氢
酶和过氧化物酶转化成水和氧或氧化物袁 从而有效清
除自由基袁达到保护机体的作用遥 MDA广泛地作为各
种氧自由基损伤机体的指标渊黄克和袁1995冤袁故血液中

GSH-px尧SOD的活性及 MDA含量是反映机体抗氧化
功能的重要指标遥 MDA是生物体内自由基的指示物袁是
反映机体抗氧化功能的重要指标遥 本试验 0.3和 0.6 mg/
kg组 GSH-px和 SOD活性显著提高袁0.6尧0.9 mg/kg组
MDA含量显著下降袁说明日粮添加蛋氨酸硒可降低体
内的过氧化程度袁减少脂质过氧化物对机体的损害遥

血清 Se 含量反映 Se在体内的代谢状况和饲料
Se的利用率袁 血清 Se含量随日粮 Se水平增加而增
加袁表明饲料 Se的吸收增加袁体内 Se 的代谢过程旺
盛遥本试验中随着日粮 Se添加水平的增加袁血清中 Se
含量逐渐增加袁0.6 和 0.9 mg/kg 组显著高于对照组袁
表明饲料 Se的吸收增加袁体内 Se的代谢过程旺盛曰血
清 Fe含量各组差异不显著曰血清 Zn和 Mn含量呈下
降趋势袁0.9 mg/kg组显著低于对照组袁说明 Se添加水
平高于 0.9 mg/kg时袁可干扰 Zn和 Mn的吸收和利用遥
4 小结

淤日粮 OM尧CP尧NFE尧NDF 和 ADF 表观消化率袁
氮的消化率和利用率及矿物质表观存留率以添加蛋

氨酸硒 0.6 mg/kg 最佳曰于添加蛋氨酸硒 0.6 mg/kg可
明显提高抗氧化能力袁并且吸收率最佳曰盂根据试验
结果袁兼顾基础日粮含硒量袁结合实际生产袁建议以蛋
氨酸硒为硒源时日粮硒水平为 0.67 mg/kg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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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红芳 刁其玉

摘 要 试验研究了奶牛日粮中添加过瘤胃共轭亚油酸（Ca-CLA），同时添加葵花油对奶牛生产
性能和饲料利用率的影响。选择健康、泌乳月份与产奶量相近的多胎荷斯坦泌乳牛 20头，随机分成 5
组，每组 4头。对照组（A组）基础日粮为 60豫粗饲料（苜蓿、羊草、青贮）和 40豫精料（以 DM为基础），
处理组在对照组日粮基础上每天每头牛分别添加 Ca-CLA 100 g（B组）、葵花油 350 g（C组）、Ca-CLA
100 g垣葵花油 350 g（D组）、Ca-CLA 50 g垣葵花油 175 g（E组）。试验共进行 52 d。结果表明：C组产奶量
较对照组差异不显著（P跃0.05），B、D、E组产奶量较对照组都分别显著提高 2.20%、9.95%、11.16%（P约
0.05）；B、C、D、E组牛奶的乳脂率较对照组都分别显著降低 15.00豫、6.74豫、21.74豫、14.35豫（P约0.05）。
与对照组相比，B组显著提高饲料中 EE、CP、NDF、ADF消化率；C组除脂肪外其它营养成分消化率有
降低的趋势但差异不显著；D、E组除脂肪消化率显著提高外，其它营养成分消化率差异不显著。

关键词 共轭亚油酸钙盐；葵花油；产奶量；乳脂率；消化率

中图分类号 S816.32
Effects of supplemental rumen-protected conjugated linoleic acid(Ca-CLA) and

sunflower oil on milk performance and feeds digestibility in dairy cows
Du Hongfang, Diao Qiyu

Abstract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effect of rumen-protected conjugated linoleic acid
（Ca -CLA）plus sunflower oil in diet on milk performance and feeds digestibility in dairy cows. Twenty
multiparous healthy holstein cows with similar milk period and similar milk yield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one of five treatments(4 cows per treatment) in 52 d trial. The control diet consisted of 60% forage (Corn
silage,Chinese wildrye and alfalfa hay)and 40% concentrate on a dry matter (DM) basis,fed as a total mixed
ration (TMR). The treatment groups were partially added in the control diet with 100 g/d. cow Ca-CLA
(CLA),350 g/d.cow sunflower oil(Sunf),100 g/d.cow Ca-CLA and 350 g/d.cow funflower oil (CLA/Sunf)，50 g/
d.cow Ca-CLA and 175 g/d.cow sunflower oil(1/2CLA/Sunf).In conclusion,milk yield did not differ between
sunf and control,however,milk yield were increased 2.20% ,9.95% ,11.16% among CLA,CLA/sunf,1/2CLA/
sunf than control,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milk fat percentage was decreased 15.0豫,6.74豫,21.74豫，
14.35豫 among CLA,Sunf，CLA/Sunf,1/2CLA/Sunf, the differences were also significant.Comparing with
control, feeds digestibility were markerly inproved with CLA and were depressed in trend with sunf,but di原
gestibility of fat was inproved with CLA/Sunf and feeds digestibility were not significant in 1/2CLA/sunf.
Key words calcium salts of conjugated linoleic acid；sunflower oil；milk yield；milk fat percentage；
digestibility
近年来研究发现袁共轭亚油酸渊Conjugated linoleic

acid袁CLA冤具有一系列重要的生理功能袁而在天然食
品中袁反刍动物的肉和奶是 CLA最丰富的来源遥 CLA

有许多异构体, 包括功能很强的 c9袁t11原CLA 和 t10袁
c12原CLA袁 尽管 t10袁c12原CLA 异构体在乳脂中含量
低袁 但是对营养分配和脂肪代谢的调节作用最强袁
具有防止动脉硬化 (Kritchevsky 等袁2000)和降脂的作
用(Thomas等袁2003)遥 因此袁研究 CLA与乳脂合成代谢
的关系袁 探索通过调控饲料营养生产低乳脂及 CLA
功能牛奶袁不仅能提高牛奶营养学价值尧改善牛奶品
质袁而且也能为人类保健提供新的途径遥

杜红芳，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100081，北京海淀
区中关村 12号。
刁其玉，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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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试验表明袁日粮中补充商业来源的共轭亚
油酸钙盐渊Ca-CLA冤或真胃灌注 CLA会使牛奶乳脂率
下降袁t10袁c12原CLA含量提高遥 Giesy渊2002冤研究每天
每头奶牛日粮中添加 CLA渊以 Ca -CLA 形式冤50尧
100 g袁结果发现乳脂率分别降低 29%和 34%曰乳脂率
从 3.35%降低到 3.34%需要 3 g CLA袁 而从 2.4%降低
到 2.3%则需要 31.8 g CLA袁 说明每天添加 50 g CLA
降低乳脂率从经济方面来讲比较合理袁但乳脂率降低
还没有达到最大化遥 许多研究表明袁日粮中添加一定
数量的植物油作为一种自然来源的油酸尧亚油酸或亚
麻酸袁 可以提高奶中 c9袁t11原CLA和 t10袁c12原CLA含
量袁 降低乳脂率袁 但在大剂量添加葵花油提高乳中
CLA尧降低乳脂率的同时又抑制瘤胃的发酵袁影响生
产遥 真胃灌注一般主要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手段袁对于
实际生产中用以长期大批量提高奶中的 CLA袁降低乳
脂率具有不可持续操作性袁 虽然 Ca-CLA 作为一种
CLA 瘤胃保护方式,试验证明 100%有效(Hawley 等袁
2001)袁但由于价格过高限制其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袁
且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 Ca-CLA 在奶牛日粮中应用
的研究报道遥 本试验目的是研究在奶牛日粮中添加
Ca-CLA同时添加葵花油对奶牛的生产性能及饲料消
化率的影响遥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场地及试验动物

本试验在北京大兴沧达福奶牛场进行袁 选择 20
头二胎尧泌乳中后期尧健康尧泌乳月份与日产奶量相近
的中国荷斯坦泌乳奶牛遥
1.2 试验设计及材料

试验所选用的 20头奶牛袁根据预饲期产奶量尧平
均乳脂率相近的原则进行随机分组遥 5个处理组分
别为基础对照组 A袁试验 B尧C尧D尧E 组袁每天每头奶
牛 B 组添加 Ca-CLA 100 g尧C组添加葵花油 350 g尧D
组添加 Ca-CLA 100 g+葵花油 350 g尧E 组添加 Ca-
CLA 50 g+葵花油 175 g遥 试验共进行 52 d袁前 10 d为
预饲期袁后 42 d为试验期遥 试验选用的共轭亚油酸钙
盐购自青岛澳海生物有限公司渊含 CLA 78豫袁其中包括
c9袁t11原CLA 37豫尧t10袁c12原CLA 37豫冤曰 高亚油酸含量
的葵花油从内蒙包头市场上购买渊含亚油酸 59.36%冤遥
1.3 试验日粮及饲养管理

日粮组成参照 NRC (1988)配制遥基础日粮由青贮
玉米尧苜蓿尧羊草尧豆腐渣尧精料补充料组成渊见表 1冤袁
以 TMR渊全混合日粮冤方式饲喂袁试验组在基础日粮

基础上再对每个处理组牛添加各自的添加物遥每天投
喂日粮 3次渊7:00尧15:00尧21:00冤袁自由饮水遥 管道式鱼
骨机器机械式挤奶遥 精料补充料根据产奶量供给袁每
产 3 kg奶供给混合精料 1 kg袁精粗比 4060遥每天以
TMR剩余少量为基础袁第二天清早清理剩余草料遥
表 1 饲养试验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DM基础）
原料
玉米
麸皮
豆粕
棉粕
玉米酒精糟
小苏打
食盐
磷酸氢钙
石粉
1%预混料
青贮玉米
苜蓿干草
羊草
啤酒渣

组成
20.33
3.82
4.97
3.82
3.44
0.76
0.76
0.38
0.76
0.38

33.33
5.56

16.67
5.00

营养水平
粗脂肪渊EE冤
粗蛋白渊CP冤
灰分渊Ash冤
中性洗涤纤维渊NDF冤
酸性洗涤纤维渊ADF冤

2.691
3.4

9.32
48.27
29.33

注院 每千克预混料含 VA 210万 IU尧VD 335万 IU尧VE 8 500 mg尧
铜 2.6 g尧铁 10 g尧锰 10 g尧锌 14 g尧碘 145 mg尧硒 85 mg尧钴
42 mg遥

1.4 测试指标及方法

1.4.1 生产性能

每天分 3次(8:30尧15:00尧23:00)记录每头牛的产奶
量遥 每隔 10 d每头奶牛取一次全天奶样袁按早尧中尧晚
343比例混合袁4 益保存过夜袁 第 2 d早晨送至北
京市奶牛中心袁用近红外分光光度法渊Denmark Foss
4000冤测定奶样中乳脂率尧乳蛋白尧乳糖以及乳非脂肪
固形物渊SNF冤含量遥
1.4.2 饲料消化率

料样采集院 每隔 10 d和试验正式开始 2周后连
续 5 d用四分法采集一次全天 TMR料样袁 测定绝干
重渊DM袁105 益烘干 12 h冤尧脂肪(EE袁乙醚浸提法) 尧粗
蛋白渊CP袁半微量测氮法冤尧灰分渊Ash冤尧酸不溶灰分
渊600 益灼烧 12 h冤尧有机物渊OM袁100-Ash冤尧中性洗涤
纤维和酸性洗涤纤维渊NDF 和 ADF袁Van Soest 等 袁
1991冤袁分析结果详见表 1遥

粪样采集院试验正式开始 2周后连续采集 5 d奶
牛的粪样袁每天每头至少采集 3次渊早尧中尧晚冤袁混合袁
一部分称重袁制备风干样袁40目粉碎,粪样常规成分测
定方法与料样相同曰另一部分加入粪样重量 20豫的硫
酸渊浓度 10豫冤袁-20 益保存袁待 5 d粪样采集结束后袁
制备得风干样袁 40目粉碎,用半微量测氮法测定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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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含量遥
用 4N-HCl测定料样和粪样酸不溶灰分渊AIA冤遥
饲料消化率的计算方法院
某饲料消化率渊豫冤=100伊渊1- 1伊 2

2伊 1
冤

式中院 1要要要饲料中 AIA含量渊%冤曰
2要要要粪中 AIA含量渊%冤曰
1要要要饲料营养物质含量渊%冤曰
2要要要粪中营养物质含量渊%冤遥

1.5 试验数据的处理

试验数据先用 EXCEL 表格进行处理后袁 再用
SAS软件 ANOVA单方面分类进行方差分析袁Duncan鸳s
法进行多重比较袁显著水平定为 P<0.05遥
2 结果及分析

2.1 共轭亚油酸钙盐和葵花油添加对产奶量的影响

预饲期阶段各组奶牛产奶量差异不显著遥试验期
奶牛饲喂不同日粮对产奶量的影响见表 2袁不同处理
组之间产奶量差异显著遥

由表 2可知袁B组奶牛产奶量较对照组显著提高
2.20豫渊P约0.05冤曰C组与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袁 但有增
加的趋势 (P跃0.05)曰而 D组尧E组则较对照组产奶量分
别显著提高 9.95%尧11.16%袁 且两组间差异不显著袁但
显著高于 B组和 C组渊P约0.05冤袁B组和 C组之间没有
显著差异遥

由于试验所用奶牛均处于产奶中尧后期袁产奶量都
开始逐渐下降袁 但试验组奶牛产奶量下降的幅度较
小袁两者同时添加下降的幅度更小渊见图 1冤遥

24
22
20
18
16
14 5 15 2010 25 30

A组 B组 C组 D组 E组

35 40 420
饲养时间渊d冤

图 1 不同处理组奶牛产奶量随时间的变化

2.2 共轭亚油酸钙盐和葵花油对乳脂率和乳中其它

常规成分的影响

所有处理组在预饲期测量乳脂率各组之间差异

不显著渊见表 3冤遥 由表 2可知袁不同处理组间对乳脂
率的影响差异显著(P<0.05)遥 以前的研究发现袁给奶牛
饲喂豆油尧 瘤胃保护的 CLA或真胃灌注 CLA能显著
降低乳脂率渊Giesy等袁2002曰Dhiman等袁2000曰Chouinard
等袁1999冤遥 本试验发现袁日粮中同时添加 Ca-CLA和
葵花油能显著降低乳脂率袁D 组尧E 组较对照组分别
降低 21.74%和 14.35%袁 并且 D组显著低于 E组袁也
显著低于 B组和 C组曰而 E组尧B组之间乳脂率差异
不显著袁 但都显著低于 C组和对照组袁C组也显著低
于对照组遥

试验也发现袁Ca-CLA无论单独或与葵花油同时
使用乳蛋白都较对照组显著降低渊P<0.05冤袁而对乳
糖尧非脂肪固形物含量的影响袁除了两者以大剂量同
时使用时袁非脂肪固形物含量显著降低外袁其它都没
有影响遥
2.3 共轭亚油酸钙盐和葵花油对饲料消化率的影响

渊见表 4冤
由表 4可知袁 与对照组相比袁B组 EE尧CP尧NDF尧

表 2 试验期不同处理组对产奶量和乳常规成分的影响

项目
产奶量渊kg/d冤
乳脂率渊%冤
乳蛋白渊%冤
乳糖渊%冤
非脂肪固形物渊%冤

A组
19.09依1.06 1a

4.60依0.241 2a
3.31依0.105 6a
4.80依0.041 5

13.23依0.308 8a

B组
19.51依0.790b

3.91依0.191 5c
3.18依0.032 5b

4.92依0.048 9
12.71依0.144a

C组
19.3依0.693ab

4.29依0.066 5b
3.21依0.056 5ab
4.96依0.059 4

13.24依0.119 8a

D组
20.99依0.814c

3.60依0.093 2d
3.13依0.078 8b
4.57依0.560 4

11.55依1.338 3b

E组
21.22依0.710c

3.94依0.096 6c
3.01依0.061 7c

4.88依0.026 3
12.53依0.151 3a

P
0.000 1
0.000 1
0.000 4
0.235 2
0.009 7

注院同行肩标不同小写字母 a尧b尧c之间表示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袁肩标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跃0.05冤遥

反刍动物营养 杜红芳等：日粮添加共轭亚油酸钙盐和葵花油对奶牛产奶性能及饲料消化率的影响

项目
乳脂率

A组
4.67依0.249 4a

B组
4.53依0.411 3a

C组
4.53依0.191 0a

D组
4.47依0.309 1a

E组
4.48依0.121 8a

P
0.355 1

表 3 预饲期不同处理组乳脂率测定结果（豫）

注院同行肩标不同小写字母 a尧b尧c之间表示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袁肩标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跃0.05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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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F消化率显著提高曰C 组各营养成分消化率差异不
显著袁 但除脂肪外其它营养元素有降低的趋势曰D组
和 E组除脂肪的消化率显著提高外袁其它营养元素消
化率之间没有显著差异遥 各处理组间袁B组 OM尧CP尧
NDF尧ADF消化率显著高于 C组尧D组和 E组袁而后三
组之间 OM尧CP尧NDF尧ADF消化率没有显著差异曰B组
DM尧EE消化率显著高于 C组袁 而与 D组没有显著差
异袁DM消化率显著高于 E组袁EE消化率与 E组差异
不显著曰C组 DM尧EE消化率显著低于 D组袁但 DM消
化率与 E组没有显著差异袁EE消化率显著低于 E组曰
D 组除 DM消化率显著高于 E组外袁其它营养成分消
化率没有显著差异遥
3 讨论

本试验表明院单独使用 350 g葵花油有增加产奶
量的趋势袁但显著降低乳脂率遥 这与郑会超渊2004冤研
究添加 500 g豆油产奶量有提高趋势尧乳脂率显著降
低的结果相符遥

奶牛日粮添加 100 g Ca-CLA能显著提高产奶量
2.20豫尧 降低乳脂率 15.0豫遥 这低于 Giesy等渊2002冤尧
Piperova 等渊2004冤及 Perfield等渊2004冤研究添加 Ca-
CLA 100 g分别降低乳脂率 34%尧25%尧22%的结果袁可
能是由于饲喂方式渊瘤胃灌注冤尧添加过瘤胃 CLA 中
c9袁t11原CLA和 t10袁c12原CLA含量不同及季节气候的
不同产生的差异遥两者联合使用则能显著提高每天每
头牛产奶量 1~2 kg袁降低乳脂率袁且随联合添加量
的不同降低的幅度也不同遥 产奶量的提高可能是由
于乳脂率降低引起的袁因为产奶量与乳脂率呈负相
关袁 而乳脂率下降又与瘤胃发酵模式渊Powell ,1939冤尧
日粮中 t10袁c12原CLA含量渊Perfield等袁2004曰Baumgard
等袁2002曰Chouinard 等袁1999冤及 t10袁C181 的含量
渊Piperova等袁2004冤等有关遥而关于 Ca-CLA和葵花油
联合使用对奶牛产奶量的显著提高和乳脂率的显著

下降是否是由于二者有协同作用袁则有待于进一步试
验研究遥

瘤胃保护 CLA尧葵花油对乳蛋白的影响目前国外
各试验报道不一渊Bell等袁2003曰 Giesy 等袁2002冤袁本试

验乳蛋白含量的降低袁 可能是由于产奶量显著提高袁
而乳蛋白率与产奶量也呈显著负相关 渊冯仰廉等袁
2004曰Bernal-Santos等袁2003冤遥 Ca-CLA和葵花油同时
以较高剂量使用时袁SNF含量显著降低袁 可能是由于
乳脂率降低幅度较大袁乳蛋白含量也降低袁而乳糖含
量没有变化袁导致乳非脂肪固形物含量减少遥

添加 Ca-CLA饲料消化率提高袁由于 Ca-CLA在
真胃酸性环境降解后袁在小肠中有较高的不饱和脂肪
酸袁而不饱和脂肪酸比饱和脂肪酸容易吸收袁从而使
脂肪酸钙盐比葵花油更易消化 渊Wu 等袁1991曰Sklau
等袁1988冤曰二者联合使用后袁可能是由于不饱和脂肪
酸对饱和脂肪酸有协同作用袁 从而提高饲料的利用
率袁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遥

有试验报道袁脂肪酸钙盐渊Ca-FA冤通过瘤胃保护
进入真胃到达乳腺细胞增加乳中 CLA时袁 有一部分
Ca -FA 由于没有完全保护而被瘤胃微生物氢化
(Klusmeyer等, 1991曰 Wu 等袁1991)遥 Perfield等渊2002冤
研究证明袁Ca-CLA通过瘤胃时和 Ca-FA一样袁 有部
分在瘤胃中被代谢袁是否是由于通过瘤胃时被微生物
降解后参与瘤胃微生物氢化以及添加多少葵花油能

最大化减少 Ca-CLA在瘤胃中的代谢袁从而使添加少
量 Ca-CLA就能达到较大化的降低乳脂袁以及二者同
时使用对乳中 CLA含量的影响袁 还需要进一步进行
大量体内尧体外的试验来研究遥
4 结论

奶牛日粮中单独添加一定量葵花油产奶量有增

加的趋势袁乳脂率降低袁而无论单独添加过瘤胃 CLA
还是和葵花油同时使用袁都能显著增加产奶量袁提高
饲料消化率袁降低乳脂率曰并且两者联合使用时袁能显
著提高产奶量和降低乳脂率遥若从实际生产的角度来
考虑对产奶量提高尧乳脂率降低的影响袁则使用一半
添加量瘤胃保护 CLA和一半添加量葵花油可以达到
和相同添加量瘤胃保护 CLA的效果袁 而不影响饲料
的消化率遥

（参考文献 19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刘敏跃，lm-y@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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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干物质渊DM冤消化率
有机物渊OM冤消化率
脂肪渊EE冤消化率
粗蛋白渊CP冤消化率
中性洗涤纤维渊NDF冤消化率
酸性洗涤纤维渊ADF冤消化率

A 组
83.43依2.25ab
66.39依3.38ab

62.47依5.46a
63.43依3.20b
54.96依5.38b

79.00依2.53b

B组
85.88依1.84b
72.23依5.07a

79.66依2.03b

71.83依3.94a
64.81依5.67a
82.63依2.31a

C组
81.79依1.55a
62.62依2.65b

66.72依3.12a

59.37依4.68b
50.22依3.34b
76.54依1.37b

D组
85.48依2.58b
65.18依4.87b

77.28依6.31b

61.52依5.95b
56.50依6.29b
76.92依2.37b

E组
80.90依2.21a
64.20依2.96b

76.36依4.83b

60.69依5.02b
53.15依1.05b
78.10依1.75b

P
0.016 1
0.031 8
0.000 3
0.013 3
0.007 1
0.007 2

表 4 奶牛饲喂不同日粮对饲料消化率的影响（%）

注院同行肩标不同小写字母 a尧b尧c之间表示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袁肩标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跃0.05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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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渣 的 开 发 利 用 研 究

石 勇 何 平 陈茂彬

我国是世界上水果生产大国,水果总产量居世界
首位袁并且随着我国果业迅猛发展袁水果产量大幅上
升袁对加工业提出了迫切的要求遥 而随着水果加工量
的增大袁每年产生大量的水果果渣袁长期以来未得到
有效利用袁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袁同时也严重污染环
境袁因此开发利用果渣资源是当前水果加工业的一项
战略任务遥

由于国家的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袁果渣在很多
方面都得到了利用袁但由于技术等相关因素的制约袁果
渣在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中的应用仍十分有限袁而作为
饲料或饲料添加成分的应用却相当广泛遥 现在就苹

果尧柑橘两种主要水果果渣的综合应用情况加以综述遥
1 苹果渣

1.1 苹果渣营养成分分析

苹果渣是苹果生产罐头尧果汁尧果酱和果酒等剩
下的下脚料袁主要是由苹果皮尧果芯和部分果肉组成遥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苹果生产国袁年产鲜果 1 113万吨袁
目前约有 10%进行加工处理袁 加工数量逐年上升袁出
渣率 20%耀30%袁总产量十分可观遥苹果渣营养成分丰
富渊见表 1冤袁微量元素含量也较高渊见表 2冤遥苹果渣中
所含赖氨酸尧蛋氨酸尧精氨酸以及 VB1尧VB2都远远高
于玉米粉遥

石勇，湖北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院，430068，湖北武汉。
何平、陈茂彬，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6-11-18

1.2 苹果渣的开发利用

1.2.1 苹果渣饲料

苹果渣做饲料时袁可以鲜饲尧青贮或做成苹果渣
干粉遥 关于鲜苹果渣的饲喂效果袁报道也不一致遥 Bae
等渊1994冤用含 39%苹果渣的全混合日粮饲喂荷斯
坦奶牛袁与对照组相比袁干物质采食量和产奶量分别
提高 32%渊P<0援05冤尧13.8%袁乳蛋白含量显著增加 (P约
0.05冤袁乳糖含量显著下降渊P约0.05冤曰乳脂和非乳脂固形
物渊SNF冤无明显差异袁体重略有增加袁经济效益明显
提高遥

鲜饲时袁鲜果渣含水率高袁堆放几天就会酸败变
质曰青贮需要建造青贮窖袁且青贮含水量高尧干物质
少袁远距离运输费用高袁作为商品流通受到区域限制曰

鲜苹果渣制成苹果渣干粉袁可以用其配制混合饲料或
颗粒饲料袁取代部分玉米和麸皮袁而且其生产可与榨
汁同时进行袁产品的商品化率高遥因此袁理想的途径是
制作苹果渣干粉遥 苹果渣干粉生产工艺流程为院鲜苹
果渣寅品质检验寅碱中和处理寅机械破碎寅干燥寅
粉碎过筛寅成品包装遥
1.2.2 利用苹果渣发酵生产柠檬酸

柠檬酸是一种广泛应用于食品尧医药和化工等领
域的重要有机酸遥目前袁国内柠檬酸的生产供不应求袁
但均以玉米尧瓜干尧糖蜜为原料袁产品成本较高遥 以苹
果渣为原料袁黑曲霉固态发酵生产柠檬酸袁其工艺简
单尧设备投资少遥同时袁果渣经发酵后不仅能提取柠檬
酸袁还可以产生大量果胶酶袁可用于果胶酶的提取遥提
取柠檬酸的生产工艺流程为院 鲜果渣寅预处理寅接
种寅发酵寅成品遥
1.2.3 利用苹果渣提取果胶

果胶是一种以半乳糖醛酸为主的复合多糖物质袁
由于其良好的凝胶特性在食品尧制药尧纺织等行业内

项目
含量

Cu渊mg/kg冤
11.8

Fe渊mg/kg冤
158.0

Zn渊mg/kg冤
15.4

Mn渊mg/kg冤
14.0

Se渊mg/kg冤
0.08

Mg渊%冤
0.07

K渊%冤
0.75

Na渊%冤
0.02

表 2 苹果渣混合样中微量元素含量

表 1 苹果渣的营养成分和营养水平

干物质
渊%冤
20.2
89.0
21.4

粗蛋白
渊%冤
1.1
4.4
1.7

粗纤维
渊%冤
3.4

14.8
4.4

粗脂肪
渊%冤
1.2
4.2
1.3

无氮浸出物
渊%冤
13.7
62.8
12.9

粗灰分
渊%冤
0.8
2.3
1.1

钙
渊%冤
0.02
0.11
0.02

磷
渊豫冤
0.02
0.10
0.02

消化能
渊牛冤渊MJ/kg冤

2.814
14.424
2.94

代谢能
渊牛冤渊MJ/kg冤

2.310
9.306
2.394

苹果渣(湿)
苹果渣(干)
苹果渣(青贮)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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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应用袁在国际市场上非常紧俏遥近年来袁我国果胶
用量居高不下袁 主要靠从国外进口满足市场需求袁因
此开发新的果胶资源势在必行遥干苹果渣的果胶含量
约为 15%耀18%袁 苹果胶的主要成分为多缩半乳糖醛
酸甲酯袁 它与糖和酸在适当的条件下可形成凝胶袁是
一种完全无毒尧无害的天然食品添加剂遥

目前可以通过利用从苹果渣中提取的低甲基化

了的果胶来实现果胶生产袁且效果较为理想遥 提取果
胶的工艺流程为院鲜果渣寅干燥寅粉碎寅酸液水解寅
过滤寅浓缩寅沉析寅干燥寅粉碎寅检验寅标准化处
理寅成品遥
1.2.4 利用苹果渣提取酒精

美国 Cornell大学的食品科学专家 Y. D. Hang教
授发现 Aspergillus foetidus 菌株可以产生高活性的
茁-葡萄糖苷酶袁 对果渣中的纤维素有很强的分解能
力遥 使其转化为葡萄糖袁再经酵母固体发酵转化为酒
精遥 这同玉米发酵和生产酒精的原理是一样的遥 在国
外已有利用苹果渣进行固态酒精发酵生产酒精袁但在
国内还没有遥 其生产工艺为院苹果渣预处理寅接种寅
发酵寅蒸馏寅成品遥
1.2.5 利用苹果渣提取苹果酚

经专家测定袁 利用苹果渣加工出来的苹果酚袁其
感官指标良好遥 苹果酚中含有丰富的果糖尧蔗糖和果
胶袁所以具有较高的生物价值袁可应用于面包和糖果
生产遥 在制作食品过程中袁采用苹果酚不仅可以节省
精制糖袁而且还可以提高食品的生物效应遥 在面包生
产中袁 添加苹果酚不但可以改善面包制品的内在质
量尧味道尧膨松度以及改进面包的瓤色曰而且可以降低
原料消耗尧增加产品质量遥苹果酚的加工工艺为院鲜苹
果渣寅干燥寅粉碎寅离析寅成品遥
1.2.6 利用苹果渣提取天然香料

从果渣中提取的香精油是具有天然香味的保健

食用油袁富含多种维生素袁可用以调配饮料尧酒类和糕
点等食品的风味遥日本弘前大学农学生命科学部与日
本果品加工公司共同研究从苹果渣中提取浓缩天然

香料遥 将苹果渣离心分离尧过滤尧除渣袁利用酵母发酵
除去糖分袁再过滤尧浓缩袁得到的产品富含天然果香
味袁使人有愉悦感袁用于果汁饮料尧化妆品尧芳香剂和
保健食品中遥
1.2.7 利用苹果渣发酵生产饲料蛋白

生产单细胞蛋白是提供蛋白质来源的重要途径

之一遥 苹果渣的无氮浸出物含量较高袁其主要成分是
可溶性的碳水化合物尧果胶尧除脂肪酸以外的有机酸
和半纤维素遥 通过添加合适的氮源袁经微生物发酵可
将其转化为单细胞蛋白饲料遥利用苹果渣生产生物饲
料的工艺流程为院 苹果渣预处理寅培养基接种寅发
酵寅干燥寅成品遥
2 柑橘渣

我国是柑橘原产地之一遥自 19世纪 80年代国家
对包括柑橘在内的水果进行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流通

体制改革以来袁柑橘产业迅猛发展袁已经成为我国南
方主产区农村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遥我国柑橘渣资源
丰富袁柑橘生产及加工业发展迅速袁但长期以来袁研究
的缺乏及技术的落后使其大部分弃而不用袁造成资源
浪费及环境污染遥 柑橘渣用途广泛袁综合利用可创造
相当于甚至超过果实加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遥
2.1 柑橘渣营养成分分析

柑橘渣是柑橘果实加工制汁或制罐后的下脚

料袁主要有皮尧种子尧橘络和残余果肉等袁约占果实的
40豫耀50豫遥 柑橘渣营养成分渊见表 3冤丰富袁维生素 C
含量高遥
2.2 柑橘渣的开发利用

2.2.1 柑橘渣饲料

柑橘渣饲料营养丰富袁既可作为饲料添加剂饲喂
单胃动物袁又可作为精饲料饲喂复胃动物遥 通常柑橘
渣饲料可分成鲜饲料尧干饲料尧发酵饲料遥由于鲜饲料
供给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地域性袁并且柑橘渣水分含量
较大袁难于储存和运输袁因此在实际生产中以干饲料
和发酵饲料为主遥

柑橘渣干粉生产可采用自然晾晒和机械制作两

种方法遥 前者系采用野有日则晒袁无日则贮冶的生产管
理模式袁 在天气晴朗时将柑橘鲜渣晾晒至含水量约
10%后粉成粉状物即可遥 该法简单易行袁设备投资少袁
但规模有限袁且产品质量不稳定袁不利于大面积推广
应用遥 后者将柑橘鲜渣切碎成约 0.6 cm的颗粒袁加入
其重量的 0.2%耀0.5%的石灰粉袁混合反应至颜色变成

表 3 柑橘渣的营养成分

成分
含量
成分
含量

TDN渊%冤
79.8

CP渊%冤
6.9

DE渊牛冤渊MJ/kg冤
14.448
EE渊%冤

4.9

MEn渊牛冤渊MJ/kg冤
11.592

NDF渊%冤
24.2

NEL渊牛冤渊MJ/kg冤
7.392

ADF渊%冤
22.2

NEM渊牛冤渊MJ/kg冤
7.938

Lignin渊%冤
0.9

NEG渊牛冤渊MJ/kg冤
5.25

Ash渊%冤
7.2

DM渊%冤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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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灰色时袁或经压榨尧回添浓缩糖浆袁或不经压榨袁干
燥至含水量低于 10%后冷却尧粉碎遥该法工艺复杂袁虽
需大量投资袁但产品质量高袁有利于规模化生产遥

柑橘渣发酵饲料系鲜渣经某些微生物发酵后制

成的干饲料遥 通常只要菌种选择适当及发酵方法适
宜袁柑橘渣的营养价值将有很大改观遥焦必林等(1992)
试验表明袁柑橘渣发酵的最佳菌种为黑曲霉域号和产
朊假丝酵母 I 号的混合菌袁其发酵方法为院按两种菌
的常温固态混合发酵法袁将两种菌扩大培养袁各按物
料重量 1%比例接种于刚杀菌并冷却到约 40 益的柑
橘鲜渣中袁混匀并用塑料薄膜密封发酵缸口袁待皮渣
表面长满菌丝后即出料袁60耀80 益下烘干至水分降到
12豫以下袁粉碎尧包装即可遥
2.2.2 利用柑橘渣提取果胶

柑橘渣富含果胶袁是制取果胶的理想原料袁世界
上 70%的商品果胶是从中提取的遥果胶产品有果胶液
和果胶粉两种袁而后者多由前者喷雾干燥或酒精沉淀
而来遥 近年来袁国内利用柑橘皮生产果胶的工艺技术
已形成袁但规模化生产少见袁主要原因是院投资大袁产
品产量低袁且质量有待提高遥
2.2.3 利用柑橘渣生产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Dietary Fibre袁DF)指不被人体消化吸收
的以多糖类为主体的高分子物质的总称袁具有一系列
的保健功能袁如预防和治疗高血压尧高血脂尧肥胖病尧
糖尿病尧癌症等疾病遥研究表明袁柑橘皮提取果胶后的
残渣可生产食用纤维素粉袁其工艺简单袁成本低袁有望
成为一种生产 DF行之有效的途径遥
3 小结

苹果渣尧柑橘渣资源丰富袁用途广泛遥 多年来袁由
于缺乏深入研究袁未大力开发袁使其资源优势不但未

得以发挥袁反而带来环境污染的问题遥 由于这些果渣
含水量高尧可溶性物质多袁研究发现袁在很短时间内极
易腐败变质袁很难贮存利用或远距离输送遥所以袁果汁
生产厂家应在榨汁的同时袁对生产过程中得到的果渣
及时进行烘干处理遥这样一方面便于贮存尧输送袁另一
方面也减小了体积袁提高了产品的商品性遥目前袁这些
果渣利用的最有效途径还是果渣饲料的利用和开发袁
利用好了这些果渣饲料不仅解决了资源浪费和环境

污染问题袁 并且进一步提高了我国的畜牧业发展水
平袁因此果渣资源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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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多酚的抗氧化机理及其在畜牧业中应用的前景
黎 伟 边连全 王 昊 周 阳

摘 要 综述了茶多酚的抗氧化作用在畜牧业中应用的可行性及实际效果。着重阐述了茶多酚

的抗氧化作用机理，为充分发挥茶多酚在生产实践中的作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茶多酚；抗氧化；作用机理

中图分类号 S816.7
1 茶多酚渊Tea polyphenol冤的理化性质及其化学组成

茶多酚渊又称茶单宁尧茶鞣质冤是从茶叶中提取的
多酚类物质的总称遥纯净的茶多酚是白色的无定形的
结晶状物质袁提取过程中由于有少量的茶多酚氧化聚
合而成为淡黄色至褐色袁略带茶香袁有涩味曰易溶于
水尧乙醇尧乙酸乙酯袁微溶于油脂曰对热尧酸较稳定袁
160 益油脂中 30 min 降解 20%曰略有吸潮性,水溶液
的 pH 值在 3耀4 之间袁pH 值在 2耀8 之间稳定袁pH逸8
和光照下易氧化聚合曰遇铁变黑绿色络合物曰其水溶
液收敛性强遥

绿茶中茶多酚的含量较高袁 占其质量的 15%~
30%遥茶多酚由约 30多种含酚基的物质组成袁其中主
要有:黄烷醇类(Flavanols)尧黄烷酮类(Flavanones)尧花色
苷类(Glycosids and their aglycons of plant pigments)和
酚酸类(Phenolicacids) 4种[1]袁其中以黄烷醇类[主要是
以儿茶素类(Catechines)化合物]最为重要袁占茶多酚
总量的 60%~80%袁分子量为 200耀300袁其次是黄烷酮
类袁其它酚类物质比较少遥 儿茶素类化合物是茶多酚
的主要成分袁各种儿茶素在茶多酚中所占的比例分别
为[2]: 渊原冤原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渊EGCg冤50%~
60%尧渊原冤原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渊ECG冤15%~20%尧
渊原冤原表没食子儿茶素渊EGC冤10%~15%尧渊原冤原表儿茶
素渊EC冤 4%~6%遥含量最高的是 EGCg和 ECG两种脂
型儿茶素遥
2 茶多酚的抗氧化作用机理

儿茶素类化合物的基本结构均为 2-连渊或邻冤苯
酚基苯并吡喃衍生物袁正是这种结构中具有连渊或邻冤
苯酚基袁作为抗氧化剂的活性就高于一般的非酚类或

单酚羟基类抗氧化剂遥从化学结构可以看出茶多酚分
子有非常多的羟基,由于苯环上的 仔电子与氧原子尚
不成对的单电子相互作用袁发生共轭效应袁其结果是
不成对的单电子靠向苯环袁氢氧键减弱遥所以袁含酚基
的物质具有较活泼的羟基氢袁能提供氢离子袁竞争性
地与不饱和脂肪酸争夺活性氧曰能与脂肪酸自由基结
合,使自由基转化为惰性化合物袁中止自由基的连锁
反应袁即中止油脂自动氧化遥 同时各茶多酚分子在抗
氧化后产生的游离基间也会互相作用袁生成新的酚型
化合物袁而其继续具有抗氧化功能[3] 遥 由于茶多酚分
子苯环上有 4耀8 个羟基袁 故其抗氧化能力强而持久袁
是非常优良的强抗氧化剂遥

茶多酚不仅能捕获氧化过程中产生的自由基袁而
且能作用于与自由基有关的酶遥 生物体内许多氧化酶
与自由基的生成有关袁 如黄嘌呤氧化酶系尧P-450 酶
系尧髓过氧化酶尧脂氧化酶和环氧酶遥 研究表明,茶多酚
对上述各种氧化酶有抑制作用遥 许多研究表明,茶多酚
不仅能防护体内抗氧化酶袁还能促进和调动机体内抗
氧化酶[主要有超氧化物歧化酶渊SOD冤 尧谷胱甘肽酶
渊GSH冤和过氧化氢酶渊CAT冤]的活性遥 茶多酚还能再生
VE尧VA尧GSH尧SOD袁从而保护和修复抗氧化系统遥 杨贤
强等(1992)在沙土鼠脑缺血再灌注试验中观察到袁茶多
酚可以防止 SOD 活性的显著下降和丙二醛渊MDA冤含
量的上升遥赵秀兰(1997)报道袁绿茶对小鼠各脏器中的
谷胱甘肽 S-转移酶(GST)含量均有一定的诱导作用袁其
中肝脏尧肺脏中的 GST活性以及肝脏尧肾脏尧小肠中的
GSH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遥 Rancimat法测定茶多酚的
抗氧化性比丁基羟基茴香醚渊BHA冤强 3倍以上袁比二
丁基羟基甲苯渊BHT冤强 4倍以上袁是 VE和 VC的 20~
30倍[4]遥

在茶多酚中抗氧化能力最强的是其中的四种儿

茶素袁 经测试袁 其等浓度的抗氧化能力比较如表 1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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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四种儿茶素的相对抗氧化效能[5]

名称
EC

ECG
EGC
EGCg

相对分子质量
290
442
306
485

相对抗氧化能力
1.00
1.36
3.64
3.73

可以看出袁其中相对抗氧化能力渊以 EC为 1.00冤
最强的是 EGCg袁因此袁一般商品均属高含量 EGCg产
品袁如茶多酚总含量为 98%的优质产品袁其儿茶素总
量为 80%以上袁EGCg含量在 50%以上遥
3 茶多酚在畜牧业中应用的可行性

3.1 毒理试验

国内外学者对茶多酚进行了急性毒性尧亚急性毒
性和各种药理试验研究袁 结果表明茶多酚安全无毒遥
据杨贤强(1992)报道,在急性毒性试验中,小鼠的 LD50
的置信区间为渊2 496依326冤 mg/kg 袁属低毒性袁且在
1/20 LD50的浓度内均无蓄积毒性遥 慢性毒性试验表
明袁饲料中 TP含量为 0.1%时袁对果蝇寿命无不良影
响遥 其致突变的 Ames 试验尧骨髓微核试验尧骨髓细胞
染色体畸变试验及果蝇 SLRL 诱变试验结果均为阴
性遥 果蝇终生饲养和小白鼠喂养试验表明袁茶多酚在
适当范围内添加到饲料和饮料中袁 对果蝇的生长尧发
育和寿命与对小白鼠的血红蛋白尧红细胞数尧白细胞
数尧胸腺细胞数尧脾脏细胞数尧肝脏重及体重均无不良
影响,反而有促进作用遥 上述毒性试验结果表明茶多
酚无论是作为食品添加剂还是饲料添加剂都是比较

安全的遥 BHT 的毒性是油溶性茶多酚的 4 倍以上袁
BHA的毒性是其 3倍左右遥
3.2 茶多酚的改性

水溶性茶多酚的改性机理院 尽管水溶性茶多酚
具有很强的供氢还原能力袁 但其水溶特性又使其在
油脂中的抗氧化作用不能很好发挥遥 目前通过分子
修饰作用可改变茶多酚的水溶性而使其脂溶性明显

提高遥改性工作和它对油的抗氧化已有报道[6] 遥经过
改性后的油溶性茶多酚袁油溶性好袁无沉淀析出袁对
油脂的色泽和亮度的影响接近于常用的化学合成抗

氧化剂袁但油溶性茶多酚具有半天然性质袁抗氧化性
优于 BHA尧BHT遥
3.3 茶多酚的来源

提取茶多酚的原料通常为绿茶等不发酵或发酵

轻的茶叶以及其副产物遥 我国茶资源丰富袁年产量约
60万吨袁在茶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茶末尧修剪叶
以及滞销的粗老茶袁目前几乎全部作废物处理遥 在这

些未经提取的废茶或茶粉中袁有 6% 以上的 TP袁废弃
的茶渣中仍有 1%~2% 的 TP袁充分利用茶叶生产过程
中的大量茶灰或茶末作为饲料添加剂袁有较大的开发
潜力遥
4 茶多酚的实际应用效果

饲料中油脂的氧化会导致饲料发生酸败袁对于动
物体来说袁自由基会攻击细胞膜中的磷脂和不饱和脂
肪酸袁使其氧化破裂袁细胞内液外流袁脂类氧化的最终
产物是醛尧酮尧醇尧碳氢化物等一些小分子物质以及深
色的有毒聚合物[7]遥这些将导致肌肉系水力下降袁肉品
质的香味尧风味和肉色变差以及肌体内过氧化脂质含
量的升高等不良影响遥而茶多酚的抗氧化性在畜牧业
中就主要被应用于饲料中油脂的抗氧化和提高畜禽

产品品质这两个方面遥
4.1 饲料行业

在饲料中油脂添加比例超过 2%袁气温在 30 益左
右时袁饲料存放 20 d后袁酸败很容易发生遥 国内大多
数饲料企业采用乙氧喹啉渊抗氧喹冤粉剂作为饲料的
抗氧化剂遥 丁晓菲等[8]在 1997年的实验研究表明袁在
饲料中添加茶多酚和抗氧喹袁茶多酚的抗氧化持续时
间比抗氧喹长而且用量少遥 就经济效益分析袁脂溶性
茶多酚目前市场价 35万元/吨袁 抗氧喹 1.5 万元/吨
渊33%有效成分的含量冤遥 其试验方法是在茶多酚组
的油脂中分别添加茶多酚母液 500 mg/kg和 1 000
mg/kg袁搅匀袁再将油脂的 2%添加到乳猪全价料中搅
拌曰抗氧喹组是直接在乳猪全价料中分别加入抗氧喹
100 mg/kg尧2豫豆油和 120 mg/kg尧2%的豆油遥 500 mg/
kg茶多酚母液组 3.5 元/吨袁1 000 mg/kg 茶多酚母液
组 7 元/吨袁100 mg/kg 抗氧喹组 4.5 元/吨袁120 mg/
kg 抗氧喹组 5.4元/吨遥 试验结果为院全价饲料保质 1
个月以内时袁 用 500 mg/kg 茶多酚母液与 120 mg/kg
抗氧喹均可保质袁但用茶多酚成本相对便宜 1.9元/吨袁
在保质期 1个月以上时袁 应该用 1 000 mg/kg 茶多酚母
液袁 虽然成本相对 120 mg/kg抗氧化喹组提高了 1.6
元/吨袁但保质期显著延长袁且抗氧化效果好袁在炎热
的夏季尤其必要遥
4.2 养殖行业

4.2.1 在养猪业中的应用

Hara 等(1995)的研究结果表明袁以含 0.2%茶多酚
的饲料饲喂 30日龄仔猪袁2周后可使猪粪中 pH值略
有下降袁臭味显著降低遥日本农业新闻社报道袁饲喂添
加茶叶饲料的猪袁屠宰后猪肉中腥味大幅度降低袁VE
含量增加袁决定鲜味的次黄嘌呤核酸含量增加遥 林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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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渊2003冤[9]的试验结果表明袁在饲料中添加 1%的茶多
酚干废液袁猪肉系水力提高了 3.6%遥
4.2.2 在养禽业中的应用

茶多酚制剂应用在肉鸡生产中能降低鸡肉产品

胆固醇的沉积袁提高肉品的系水率和贮藏品质遥 提高
肉鸡非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改善
肉鸡皮肤着色遥Konwar BK(1985)在小鸡饲料渊玉米尧花
生饼冤中添加废茶 5%尧10%尧15%饲喂 8 周袁可使小鸡
增重尧 采食量和饲料转化效率提高遥 佐野满昭等
渊1996冤[10]研究发现袁用 3%茶叶粉末喂肉鸡袁对体重尧
采食无影响袁但鲜嫩度好袁鸡肉脂质过氧化物含量降
低袁VE尧VA 含量高遥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渊2004冤进行了
两次饲养试验袁 结果表明日粮中添加 0.1%茶多酚可
提高蛋黄中 VE 58.99%尧VA 20.96%遥
4.2.3 在养牛业中的应用

茶多酚在养牛业上应用的较少袁放牧牛的肉中含
有大量 琢-生育酚等源于牧草天然化合物的抗氧化
剂遥不过, 放牧牛可能对内源抗氧化剂的要求更高, 因
为其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 可能会影响肉色和脂类
稳定性袁VE可提高肉脂质的稳定性和肉色袁而茶多酚
可显著提高 VE的含量遥
5 在动物生产中应用的前景

传统上常添加 BHA尧BHT尧叔丁基对苯二酚 (TB鄄
HQ)等人工合成的抗氧化剂遥 虽然这些合成抗氧化剂
能有效地抑制油脂氧化袁 但多年的实验研究发现袁大
量的 BHA尧BHT引起动物肝脏增大袁造成鼠类畸形胎
及血清胆固醇的增加袁并有致癌的可能性袁而且高剂
量的 BHT会影响灵长目动物和啮齿类动物的脂质代
谢[11]遥因此袁1977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将 BHT
从 GRAS(Generaliy Recognized as Safe袁一般认为安全)
一览表中除名遥 日本消费者也倾向使用天然抗氧化
剂袁 特别是 1983年伊东等人报告了 BHA 的致癌性
后袁对 BHT尧BHA就开始限制使用或暂停使用遥 尽管
对 BHT尧BHA尧 TBHQ的看法尚有争议袁但随着人们对

动物性食品安全的关注日益增强袁以及人类回归自然
的倾向的增强袁人工合成的抗氧化剂因其安全性问题
受到消费者日益严厉的抵制袁而许多植物中含有的天
然抗氧化成分毒性远远低于人工合成的抗氧化剂遥开
发利用天然抗氧化剂己成为当今食品科学发展的热

潮袁茶多酚作为一种新型的抗氧化饲料添加剂袁低毒
高效的特性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遥 另外袁茶多酚
具有促进生长尧提高免疫机能尧杀菌抗病毒等功效遥目
前袁 我国现在已有 40余家大小不一的茶多酚生产厂
家袁茶多酚的需要量估计在 2 000吨/年以上袁内销及
出口势头良好袁因而茶多酚在畜牧业中应用的前景十
分广阔[1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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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颗粒料在规模化猪场的应用
吴金堂 吴红星

我国是养猪大国袁生猪存栏量和猪肉总产量都是
世界第一袁然而代表我国养猪业未来发展方向的规模
化猪场袁无论是经济效益袁还是生产技术指标都与发
达国家相差甚远遥 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袁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规模化猪场饲料生
产总体水平不高袁在整个养猪过程中袁饲料成本占总
成本 2/3以上袁而饲料生产水平是影响养猪经济效益
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遥 我们认为袁可以在规模化猪场推
广全程饲喂颗粒料袁提高规模化猪场的养殖水平遥 本
文就此展开讨论袁 为规模化猪场的发展提供一个思
路袁以供参考遥
1 饲料厂的定位及人力资源调配

许多养猪场的规模相当可观袁猪舍等硬件设施也
不错袁绝大多数规模猪场有配套的饲料厂遥但这些饲料
厂往往只有简易的粉状料加工机组袁没有化验检测设
备袁更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袁仅依靠预混料生产厂提
供技术支持遥而目前预混料厂的售后服务人员一般都
是疫病防治方面的行家里手袁对饲料生产了解比较少遥

饲料生产在我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行业袁成熟的
专业技术人员和熟练的技术工人不多袁这些人又都被
专业饲料公司所网罗曰 再加上规模化猪场位置偏僻尧
工资较低袁一般吸引不到这类人才遥因此袁中小型猪场
还是采购专业饲料公司的全价料比较划算曰专业饲料
公司应该薄利多销袁力争取得双赢遥 有条件的大中型
猪场要把建设饲料厂与建设养猪场同样重视袁改造设
备袁引进人才袁把养猪场的饲料生产水平逐步提高袁才
能适应养猪业发展的需要遥
2 颗粒料与粉状料的比较

在养猪生产中袁饲喂颗粒料的效果比饲喂粉状料
好袁是不争的事实遥然而袁不少规模化猪场认为饲喂颗
粒料弊大于利袁主要是生产成本增加了袁这种观点为
业界不少人认同遥 他们除了给乳猪尧保育猪饲喂颗粒

料外袁其它阶段全部用粉状料袁甚至有的猪场有颗粒
料加工设备也弃之不用袁猪场全程饲喂粉状料遥
2.1 颗粒料与粉状料的投入比较

我们所在猪场全年出栏商品猪两万头袁全程饲喂
颗粒料遥 我们以本猪场为例袁计算一下颗粒料比粉状
料增加的成本遥 本猪场的饲料厂采用 32型颗粒饲料
加工机组袁时产猪颗粒料 4 t左右遥
2.1.1 增加设备投资

表 1 增加设备价格

设备
锅炉及锅炉房
32型制粒机
冷却器渊包括风机等冤
回转筛
钢架平台
提升机
合计

价格渊万元冤
4.5
5.0
1.5
1.0
1.0
1.0
14.0

表 1列出了需要增加的设备及其成本袁本套设备
使用八年袁每年增加折旧费用 1.75万元遥
2.1.2 增加人员工资

一个锅炉工袁一个制粒工袁每年增加工资支出 4
万元遥
2.1.3 其它增加费用

每年增加水费 0.3万元袁电费 5.2万元袁煤炭费 6
万元袁环模等易损件费用 1.5万元袁合计 13万元遥

每年总共增加成本 18.75万元袁 该猪场全年用料
5 500 t袁每吨增加成本 34 元左右袁大约占饲料成本
1.7%遥
2.2 颗粒料的饲喂效果

该猪场选用杜伊长伊大三元杂交猪袁 人工授精
和 SEW渊隔离式早期断奶冤生产模式遥 2005年的主要
生产指标如下院平均每头母猪全年提供出栏猪 20头袁
全群料肉比 3.02袁背膘合格率大于 90%遥 凭着这个生
产技术水平袁该场在养猪处于低谷的年份也能够保本
经营遥 该猪场的硬件设施并不算好袁夏天没有湿帘降
温系统袁冬天没有热风供暖设备遥试想袁如果不是采用
全程饲喂颗粒料袁要取得如此成绩袁肯定困难得多遥

总而言之袁规模化猪场全程饲喂颗粒料袁其发挥

吴金堂，江苏省大丰市海丰农场饲料厂，畜牧师，22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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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应该远远大于增加的成本遥 我们分析袁猪场全
程饲喂颗粒料袁除了具有减少采食浪费尧提高饲料转
化率渊至少 5%冤等好处之外袁还对规模化猪场的疾病
防治袁特别是对呼吸道疾病防治有很好的辅助作用遥

规模化猪场普遍采用在饲料中阶段加药控制疾

病的方法遥颗粒料具有各种成分渊包括药物冤均匀分布
的特点袁保证了饲料中所有成分的一体性袁所以用药
效果很好遥 也许有人认为袁粉状料一样可以拌得很均
匀袁且不说包装和运输过程中会出现分级现象袁猪在
采食粉状料渊包括湿拌料冤时袁长嘴巴往食槽里几下一

拱袁就会使本来拌得很均匀的料变得不均匀袁用药效
果当然大打折扣袁由此袁也可以说明那种因为制粒时
损失了部分维生素就否定颗粒料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遥
饲喂颗粒料还避免了猪采食时飞扬的粉尘袁有利于对
呼吸道疾病的控制遥

随着国家饲料安全监管体系逐步完善袁规模化猪
场的饲料生产会逐渐受到重视遥规模化猪场的经营者
要未雨绸缪袁提高饲料生产水平袁把猪场的经济效益
搞上去遥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刘传青

专业化和多元化战略是按照经营领域宽窄划分

的两种战略类型遥 对企业成长来说袁是走专业化之路
好袁还是推行多元化战略好袁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困
扰着企业袁理论界也一直争论不休遥

饲料业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综合性工业门类袁
其上游连着种植业袁下游接着畜牧养殖业和食品加工
业袁因而大力发展饲料业不仅能够带动饲料作物种植
和养殖业的发展袁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袁而且还
可以促进粮食加工尧转化与增值袁推进第二尧第三产业
的发展袁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遥

我国饲料业包括饲料原料尧饲料加工尧饲料添加
剂尧饲料加工机械等子行业遥我国饲料工业发展迅猛袁
饲料企业已达到 14 000 多家袁2004年全国饲料总产
量达到 9 600多万吨遥 全国排名前 10位饲料生产企
业的饲料总产量达到 1 800多万吨袁约占全国饲料总
产量的 20%左右遥 年产 10万吨的企业数量与上年相
比增加 20%以上袁 全国集团化或年生产 20万吨饲料
的大型企业已经超过 40家遥 集团化企业饲料生产量
已占全国饲料总产量的 33%左右遥 这些企业主要有院
正大尧希望尧六和尧温氏尧通威尧唐人神尧恒兴尧正邦尧普

瑞纳尧正虹尧大北农尧禾丰牧业等遥 这些企业都不同程
度地实施了多元化战略袁那么如何来认识和理解饲料
企业战略中的专业化与多元化问题呢钥
1 解析专业化与多元化

1援1 专业化与多元化是相对而言的

专业化包括产品专业化和产业专业化遥产品专业
化是指经营一种或一类产品袁如很多饲料企业专业化
生产经营浓缩全价饲料袁华芬尧溢多利等企业专业生
产经营酶制剂产品遥 产业专业化袁是指经营范围限于
某一产业袁不跨行业经营袁立足本行业遥

多元化包括产业之内多元化和产业之间多元化遥
产业之内多元化是指在一个产业内经营多种产品遥很
多饲料企业既生产浓缩全价饲料袁 又生产预混合饲
料尧饲料添加剂尧饲料原料等产品袁如挑战集团既生产
预混料袁也生产浓缩全价料尧饲料添加剂产品袁甚至还
生产兽药袁实施的就是产业之内多元化遥 产业之间多
元化袁是指企业跨行业经营袁各行业之间无关联遥如新
希望集团既做饲料又做房地产尧金融业袁走的是产业
之间多元化的道路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袁产业专业化与产业之内多
元化是等价的袁 产业专业化必然是产业之内多元化袁
否则就是产品专业化了曰而产业之内多元化也必然是
产业专业化的袁否则就是产业之间多元化了遥

产业之内多元化与产业之间多元化也是相对而

言的袁这里的相对是指产业的范围是相对的遥 如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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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管理师，100023，北京市朝阳区垡头西里 3区 18号。
收稿日期：2006-11-04

企 划 纵 横《饲料工业》·圆园园7年第 圆8卷第 1期

62

mailto:cuicengde@tom.com


业定义为野饲料产业冶的话袁挑战集团就变为产业之间
多元化了袁因为它还跨了野养殖产业冶曰而将产业定义
为野畜牧产业冶的话袁挑战集团就是产业之内多元化
了遥 但无论产业的定义如何扩大袁像新希望集团这样
的企业袁只能归于产业之间多元化遥
1.2 专业化与多元化是动态的

企业既有从专业化走向多元化袁如希望集团从专
业化做饲料行业走向饲料尧房地产尧金融等遥也有从多
元化走回专业化袁 如万科从多元化归回于房地产业袁
很多国有粮食企业有面粉厂尧养殖厂尧饲料厂等袁最后
都关尧停尧并尧转了遥

专业化与多元化是动态发展的袁 企业规模大了袁
实力增强了袁尤其是资金多了袁现有的产业已经饱和袁
无需再追加投资袁就可以考虑多元化发展曰而有些企
业创业时方向不是很明确袁什么都做袁但经过时间推
移和经验的积累袁方向也明确了袁最终又转回最熟悉尧
最精通的产业袁由多元化又回归专业化遥
1援3 专业化与多元化的优势和劣势

一般来讲袁实施专业化战略袁对企业有以下几点
突出的好处院淤从劳动分工的原理来看袁即使其它条
件不变袁单纯的专业化生产作业袁就能提高生产力水
平曰于专业化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袁使单位产品生产
费用降低袁比小规模尧小批量生产获得更大的经济效
益曰盂专业化有利于建立特色经济袁形成企业的主导
产业和主导产品袁有利于企业做强尧做精尧做久袁有利
于企业在某一产业做到领先水平袁有利于企业竞争力
的提升遥

既然专业化有这样多的长处袁那么袁企业发展的
基本方向似乎理所当然地就应该逐渐走向专业化了袁
然而实际并非如此遥 现代大企业袁恰恰不是走向专业
化袁而是逐步多元化袁即同时经营多项事业袁包括多种
产品尧多个市场乃至多个产业遥这是为什么呢钥因为多
元化具有专业化所没有的一些优越性遥

淤 各项事业之间能产生关联效应袁相互支撑尧相
互促进袁带来各方面的创新尧发展和效益袁即所谓的
野1+1>2冶的效果遥

于 资源共享袁 提高有形和无形的全部资产的运
营效益遥 这是因为袁企业为从事某项事业而投入的资
源袁常常很难被该项事业充分利用袁部分积累尧沉淀在
企业中遥 通过多种经营袁 就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遥
特别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袁如专利尧技术诀窍尧商标尧商

誉尧营销网络等等袁其潜力极大袁分享这部分资源袁要
比那些从零开始尧独立开发新产业的竞争对手具有先
天优势遥

盂 扩大规模袁增强实力遥美国学者开展的一项研
究表明袁企业赢利并不是伴随市场占有率的提高而一
直提高遥 超过一定限度袁追逐更高市场份额的成本就
会超过其收益袁 使盈利率下降袁50%的市场份额是个
临界点遥 这个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袁通过专业化实现规
模经济尧扩大市场尧增加赢利袁是有一定限度的遥 企业
要想成长袁就得依靠多元化来另辟蹊径遥

榆 分散风险袁 提高企业生产经营的安全性和灵
活性遥由于市场需求复杂多变袁有时难以预料曰科学技
术突飞猛进袁新技术尧新产品层出不穷袁现有产品和技
术的寿命周期不断缩短曰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有时会发
生突变袁给企业造成灭顶之灾袁诸如此类的环境因素
要求企业必须增强灵活性和安全性遥解决这一问题的
办法之一就是多元化袁借以分散风险袁即所谓不能把
鸡蛋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遥
1援4 专业化与多元化的有机结合

无论是产业之内多元化还是产业之间多元化袁都
要做好专业化与多元化的有机结合袁 切不可小而全遥
刘永好掌舵的新希望集团是产业之间多元化的集团

公司袁但具体到某一产业时又是绝对专业化的袁甚至
某一产业的某一方面都是专业化的袁其房地产集团就
下设六个分公司袁都是非常专业化的袁不作其它考虑遥
总而言之袁专业化和多元化各有客观需要袁也各有优
越性袁凡是追求成长而不是小富即安尧得过且过的企
业袁都得走专业化和多元化相结合的道路袁但他们的
各项事业袁应力求专业化袁以享受规模经济尧特色经济
的好处袁他们的整个企业袁要拥有若干产品尧产业和市
场袁以享受多元化经济的恩惠袁最终形成野专业化的工
厂或生产经营单位+多元化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冶的组
织结构模式遥 只有建立这样的结构袁才能比较好地全
面满足市场竞争对企业经济性尧成长性尧适应性和安
全性的要求遥
2 产业之内多元化与野树形战略结构冶

饲料企业尤其是中小型饲料企业应该实施产业

之内多元化袁产业之内多元化融合了专业化与多元化
的优势袁 是中小型饲料企业发展的较好选择和准确
定位遥

有的畜牧企业从事产业内多元化袁但表现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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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的上游尧中游盈利袁而下游渊如畜产品深加工冤亏损遥
笔者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产业链本身的不好袁这一方面
是该企业从事新事业有个入门的过程袁另一方面还在
于该企业是否取利有所倾斜袁即将利润转移至产业链
的上游尧中游袁而将下游的利润放得很薄袁既可达到调
节税收的目的袁又可抬高下游的门槛渊进入壁垒冤袁使
竞争者不敢轻易涉入遥因为从规范的自由竞争的理论
来看袁做产业链可以抵消产业内的风险袁至少可以达
到产业的平均收益水平遥 如果在产业里处于垄断地
位袁还可获取垄断利润遥

对于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结合袁还可以从企业的产
业结构特征来分析遥 一个企业所从事的各项产业袁地
位尧作用不同袁形成过程也有一定机理袁把这些归纳概
括起来袁可称之为野树形战略结构冶袁如图 1所示遥

机会产业

支柱产业

根基产业

图1 树形战略结构

根基产业指的是袁企业拥有多年积累起来的各种
优势袁 特别是其中包含着他人难以学到手的经营之
道尧技术诀窍以及客户群体等特殊资源袁竞争对手的
进入障碍极高袁因而能够经受住市场竞争大风大浪的
冲击袁确保企业长期生存遥支柱产业袁包括树的主干和
大的支干遥这就是说袁一个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袁支柱
产业可能是一个袁也可能有几个遥 能称得上是支柱产
业的袁应该是规模大尧实力强尧占用资源多尧贡献的利
润总额也很多尧在全部产业中占据大部分比重的那些
产业遥一旦失去支柱产业袁企业就会立即萎缩遥机会产
业袁这就好像大树树冠的枝枝杈杈和叶子袁只要有适
量的水分尧养料和适宜的外部环境袁它就可以生长出
来袁一旦这些条件变差了袁一些枝杈和叶子虽然会死
亡袁但并不影响整棵大树遥

不言而喻袁这样良好的野树形战略结构冶必须通

过辛勤栽培尧修枝剪叶才能形成遥 企业经营者必须付
出大量的劳动和智慧袁通过艰苦创业和筛选袁才能造
就根基产业和支柱产业遥 既然存在根基尧支柱尧机会
等不同产业之分袁对经营者来说袁就得具备野有所
为尧有所不为冶的战略眼光与胆略袁否则袁方向不明尧
资源分散袁最后只能搞成一堆灌木丛袁长不出参天
大树来遥
3 科学地把握产业扩张的程度与时机

要想成长为一个生命长久的精而强的企业总是

要进行产业扩张袁在这个过程中袁要注意处理好两个
重大问题院一是产业扩张的野度冶袁过度了就会事与愿
违曰二是产业扩张的时机袁即必须适时扩张袁过早与过
晚同样都会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遥
3.1 把握好产业扩张的野度冶

多元化虽然如前所述具有不少好处袁但绝不是越
多越好袁它存在一个客观的野度冶遥其规律是院淤当企业
达到一个合理的多元化程度之前袁多元化的发展会使
企业的成长率和收益率同时上升曰于一旦超过这一合
理的野度冶袁成长率还可能上升袁但收益率却是下降的袁
这样的多元化便得不偿失了曰 盂如果不改弦更张袁多
元化再往下发展袁就将导致企业成长率和收益率同时
下降袁那就会危及企业生存了遥 上述规律可用图 2表示遥

成
果

收益率

成长率

一个下降
一个上升

两率同时上升 两率同时下降

多元化程度

图 2 成长率、收益率与多元化程度的关系

为什么多元化超过合理的度就会给企业造成危

害呢钥 这是因为院第一袁资源过度分散袁结果原有产业
渊或事业冤的利润和资金被抽走袁发展受到影响袁新上
产业渊或事业冤仍然供给不足袁发展缓慢袁两头都遭殃袁
一旦竞争形势恶化袁企业新尧旧事业可能全部垮台曰第
二袁经营者精力过度分散袁顾此失彼袁穷于应付曰第三袁
组织规模膨胀袁超过了现有管理能力袁导致内部管理
混乱袁漏洞百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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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产业扩张过度而导致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

产的实例袁国内外比比皆是袁这里不再赘述袁下面主要
讨论一下如何判断多元化是否过度的标志问题遥这是
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袁从实践经验来看袁笔者认为袁可
以根据以下一些可供考察的事实来分析判断遥
3.1.1 现有事业的经营状况

例如袁 现有事业在竞争环境中是否具有一定优
势袁地位是否稳固曰经营管理状况是否良好袁其战略尧
组织尧运营和机制等诸方面是否存在明显问题遥总之袁
就是现有基础如何袁如果现有基础问题很多袁尚无暇
解决袁却还要腾出一只手来去发展新事业袁那便可以
说这是野过度冶遥
3.1.2 资源供给与使用情况

包括资源是否过于紧张袁 是否处于捉襟见肘尧拆
东墙补西墙的境地曰对于资源不足的问题袁是否有切
实可行的办法解决遥 如果资源本来就不足袁又没有有
效办法解决袁却硬着头皮去上新的事业袁那就是多元
化野过度冶了遥
3.1.3 合适的人才队伍

任何事业都要有人去做袁 除了挂帅人物以外袁还
需要成龙配套的业务骨干人员遥 一般来说袁他们当中
的大部分要靠企业自己培养和选拔遥 因此袁发展新事
业袁必须有人才储备与来源袁经营者才能获得施展多
元化谋略的自由遥
3.1.4 企业经营者的精力与必要的经验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把某一项事业搞起来袁是很
不容易的遥 所以袁如果经营者操持现有事业就已感到
力不从心袁 恨不得一天 24 h工作变成能有 48 h工作
不可袁同时又对新事业毫无经验袁那就不能贪多求大
发展多元化遥 而如果企业经营队伍配套袁领导授权有
方袁经营者应付现有产业游刃有余袁是可以考虑多元
化发展的遥
3.2 把握好产业扩张的时机

就是适时发展新的产业袁既不过早袁也不过晚遥如
果急于求成袁产业扩张搞得过早袁很可能由于产生以
下一些情况而给企业带来很大危害院 一是资源分散袁
新事业上不去袁老事业也元气大伤袁最后把企业拖垮曰
二是新事业形不成规模经济袁虽然尚可生产袁但无优
势袁成长缓慢袁市场稍有风吹草动袁就很容易夭亡曰三
是管理跟不上去袁无论是人员尧组织还是管理方式袁都
来不及调整和转变袁加之缺乏经验袁结果出现大面积

失控袁致使企业难以维持下去曰四是经营者手忙脚乱袁
顾得了东顾不了西袁这样袁即便暂时出不了问题袁长此
以往袁早晚也要出大事遥

但是袁在承认产业扩张过早的危害性时袁也不能
走向另一个极端袁因循守旧袁出现扩张过晚的问题袁其
主要危害是院第一袁失去发展机会遥 商场如战场袁有了
机会袁大家都会抢袁因此机会难得袁稍纵即逝遥 有远见
的经营者袁当某种机会尚处于朦胧状态时袁他就能敏
锐地察觉到袁做出判断袁采取行动遥 尤其是重大机会袁
如若错过袁便会被竞争对手远远抛在后面遥第二袁固守
单一经营袁市场面过窄袁经营风险很大遥一旦市场发生
逆转袁别的企业东方不亮西方亮袁而本企业却只能死
守待变袁支持不住就可能被淘汰遥第三袁难以分享多元
化经营的各种好处袁企业经济效益不佳遥

那么怎样判断和把握适当的产业扩张时机呢钥根
据企业经营规律和一些企业的实践经验袁大体可从以
下 4个方面去分析遥

淤 现有事业已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袁 占有相当
比重的市场份额袁包括市场覆盖面较大尧市场占有率
较高袁这表明本企业的现有事业已具备一定实力和相
当经验遥

于 现有事业在技术上有一定优势袁 具有自主开
发能力袁 拥有随时可以启用的技术储备和后续资源袁
包括资金等遥 因此袁当本企业涉足新事业尧竞争者想
借机发起攻击时袁 本企业马上就能采取防御或反击
措施遥

盂 产品形成特色袁 可以按预定计划一步一步向
前发展遥

榆 有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袁 拥有相当
数量的品牌偏好客户群袁这为发展新事业提供了极好
条件遥

达到上述条件后袁多元化进入还须考虑以下四方
面因素院一是本企业所处产业的生命周期与新产业趋
势提供的增长机会问题曰二是新技术创新发展的时机
洞察问题曰三是政策法令强制因素问题曰四是竞争程
度与专业技能问题遥处于夕阳产业或国家产业政策限
制的企业宜及早进入多元化经营袁尽快进行主导产业
的转移遥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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