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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实际生产条件下，将 108头体重 12.1 kg左右的杜伊长伊大三元杂交仔猪分为 3个处理
组，每组 4个重复，每个重复 9头猪，用来研究二甲酸钾的使用方法。研究表明，二甲酸钾改善了仔猪
的日增重和料重比，尤其在饲养前期效果明显；二甲酸钾对仔猪的断奶应激有一定预防效果。二甲酸

钾产品与抗生素无拮抗作用，且在抵御疾病上有一定的协同作用，在降低腹泻和死亡率方面有一定作

用。日粮中添加 1%的二甲酸钾不影响仔猪对饲料的适口性。
关键词 二甲酸钾；仔猪；生产性能

中图分类号 S816.32
Effect of potassium diformate on piglet performances

Wu Shugeng, Gao Xiuhua, Qi Guanghai, Yang Luliang, Zhang Haijun, Diao Qiyu
Abstract The effect of potassium diformate on piglet performances were evaluated in this trail. 108
Duroc伊LW伊BW piglets with weight 12.1 kg were distributed in a completely randomized design with 3
treatments, 4 replicates, 9 heads each replicates,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method of potassium diformat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otassium diformate improved average daily gain and feed conversion rate,
and the improvement is more in the first period, it also can prevent ablactation stress of the piglet on a
certain extent. Potassium diformate has reduced the diarrhea rate and mortality of the piglets, and the
supplement of 1% potassium diformate in the diet has not effect the palatability. Potassium diformate
can also cooperate with antibiotics on prevent disease.
Key Words potassium diformate曰piglet曰performances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二甲酸钾

二甲酸钾商品名福尔,为白色晶体状袁有效成分含
量为 97豫,流散性好袁易溶于水袁由北京挑战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挑战)惠赠遥 在配合饲料中应用时,
先用适量粉碎好的豆粕预混合, 而后加入猪配合饲料
中与其它原料一起混合遥
1.1.2 试验动物及分组

选用 108头(杜洛克伊长白伊大白)三元杂交仔猪袁体
重在 12.1 kg左右,试验设 3个处理组,每个处理组 4个
重复,每个重复 9头猪(每个重复饲养在同一猪舍内),采

用高床立体养殖遥 本试验在北京平谷某养猪场进行遥
1.2 试验设计

1.2.1 二甲酸钾添加量的设计渊见表 1冤
表 1 试验设计

项目
处理 1组渊对照冤
处理 2组
处理 3组

添加物
玉米粉 10 kg/t
二甲酸钾 10 kg/t
二甲酸钾 10 kg/t

黄霉素
添加 20 mg/kg
添加 20 mg/kg
不添加

采用一个添加梯度 渊10 kg/t冤袁 对照组相应添加
10 kg/t的玉米粉遥 处理 3组完全不用抗生素遥
1.2.2 试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完全随机试验设计遥试验仔猪直接从
母猪舍转出(42日龄,开始采食颗粒饲料),预饲期 1周,
在此期间由颗粒饲料逐渐转为粉状对照组日粮袁而后
开始为期 28 d的正式试验遥 试验尽量使每个重复从
地理位置尧单个仔猪重量尧采光尧窝重等指标均匀地分
布于猪舍遥
1.2.3 试验日粮

试验日粮参照 NRC 渊1998冤 和我国猪饲养标准
渊NY/T 65要2004冤袁并结合该猪场具体情况进行配制袁
所用饲料原料均达到国标 2级标准袁试验日粮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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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指标力求达到一致袁 所有试验日粮为粉状饲料袁
其配方及营养水平见表 2遥

表 2 基础日粮组成

饲料原料
玉米(2级)
麸皮
植物油
大豆粕
鱼粉
预混料
合计

含量渊%冤
58.50
10.00
2.00

24.00
1.50
4.00

100.00

营养水平
消化能(MJ/kg)
粗蛋白(%)
钙(%)
总磷(%)
有效磷(%)
赖氨酸(%)
蛋氨酸(%)
蛋+胱氨酸(%)

13.71
17.99
0.92
0.55
0.30
1.18
0.24
0.54

注院预混料向每千克日粮提供院维生素 A 9 080 IU尧维生素 D 660 IU尧
琢-生育酚乙酸酯 26 mg尧维生素 K3 0.75 mg尧核黄素 7.5 mg尧D-泛
酸钙 9.7 mg尧烟酸 26.4 mg尧维生素 B12 0.011 g尧生物素 0.31 mg尧
叶酸 3.1 mg尧 维生素 B6 3.1 mg尧 硫胺素 5 mg尧 锰 31.2 mg尧锌
115.2 mg尧铁 169.1 mg尧铜 200 mg尧碘 1 mg尧硒 0.3 mg尧食盐
0.3%尧氯化胆碱 500 mg遥

1.3 饲养管理

试验仔猪自由采食渊饲养员随时添料冤尧自由饮水

渊乳头式饮水器冤袁高床饲养渊栏内地面前部分是带有
保温层的水泥地板袁后半部分为漏缝地板冤遥试验期内
每天观察并记录仔猪腹泻尧疾病情况遥 粪便清理和饲
槽清刷等以及光照均按常规要求进行袁所有试验仔猪
处于相同的环境和管理条件袁 其它方法按常规进行遥
正式试验分两个阶段院前期渊0耀14 日龄冤和后期渊14耀
28日龄冤袁所有试验猪均由专人负责饲喂和治疗遥
1.4 测定指标

1.4.1 温度

试验过程中袁 每天 6院00尧14院00时测定各圈舍内
温度袁取两次的平均值作为舍内温度的依据遥 试验全
期记录了仔猪的圈舍温度的变化渊见表 3冤遥 从表 3可
以看出袁试验前期(0耀14日龄)的平均温度为 28.46 益袁
后期渊15耀28日龄冤的平均温度为 29.89 益袁试验全期
渊0耀28日龄冤的平均温度为 29.18 益遥 因为试验时正值
夏天袁天气比较暖和袁可能对试猪的生产性能有一定
的影响遥

日期
温度
日期
温度

6.24
27.6
7.8
29.2

6.25
27.6
7.9
29.0

6.26
29.25
7.10
29.8

6.27
30.7
7.11
28.7

6.28
30.35
7.12
29.0

6.29
27.3
7.13
29.7

6.30
24.7
7.14
28.9

7.1
27.5
7.15
29.4

7.6
29.7
7.20
32.1

7.5
28.6
7.19
30.4

7.4
29.5
7.18
29.4

7.3
28.16
7.17
30.3

7.2
28.0
7.16
29.8

7.7
27.7
7.21
32.7

表 3 试验期间猪舍温度变化（益）

1.4.2 体重和耗料

每 2周按个体称重袁个体打耳标记录曰每 2周按
重复结料一次遥
1.4.3 腹泻观察及腹泻率计算

腹泻率以发生腹泻的仔猪头次占总头次渊每处理
组仔猪头数伊天数冤的百分比表示渊1头仔猪在 1 d内
的腹泻为 1腹泻头次袁总天数为 28 d冤遥本试验中因为
腹泻头次比较少袁 未采用腹泻指数判定进一步分析袁
仅用腹泻头次进行了表示遥
1.5 统计分析

以猪个体或重复渊栏冤为单位袁计算各阶段每个处
理组日增重尧采食量尧料重比尧腹泻率袁并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和邓肯氏多重比较遥因为试验开始时 3个处
理组猪平均体重差异显著袁因此用试验开始时的猪个
体重袁通过 SAS软件的协方差分析袁对体重尧日增重尧
采食量和料重比进行校正遥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二甲酸钾对仔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试验期间仔猪体重变化情况见表 4遥 试验开始
时袁处理 2组的平均体重最低袁极显著低于处理 1组

(P<0.01)袁相差 1.3 kg(近 10%),处理 3组的体重介于两
者之间曰经过 14 d的饲养,3个处理组均达到了 18 kg
以上袁而且 3个处理组之间差异不显著渊P=0.680 0冤曰
再经过 14 d的饲养袁处理 1组的体重依然最高,且显
著高于处理 3组(P<0.05),相差 1.6 kg,处理 2组的体重
介于 1组和 3组之间遥处理 1组和处理 2组之间的差
距由开始的 1.34 kg降低到了 0.42 kg,经过 28 d的饲
养,处理 2组平均体重多增加了 1 kg遥 体重校正后处
理 2组的体重最大,试验 14 d后与其它两处理相差约
0.5 kg,试验 28 d后差值进一步拉大,大于 1 kg;处理 3
组最小;但各处理组之间的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遥

表 4 试验仔猪体重变化情况（kg）
处理 1组

12.66依1.82aA
18.66依2.47
26.72依3.06a

18.03依0.39
25.32依0.80

处理 2组
11.32依1.84bB
18.22依2.43
26.30依3.12ab

18.58依0.39
26.41依0.79

处理 3组
12.32依1.08aAB
18.24依2.20
25.11依3.78b

17.99依0.37
24.88依0.76

P值
0.002 0
0.680 0
0.122 4
0.491 1
0.379 1

初始体重

未校正

校正后

0 d
14 d
28 d
14 d
28 d

项目

注院同行数据肩标小写字母不相同者表示差异显著(P<0.05)袁大写
字母不相同者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遥 下表同遥

2.1.1 二甲酸钾对仔猪日增重的影响渊见表 5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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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二甲酸钾对仔猪日增重的影响变化（g/d）
处理 1组

436.86依107.16bAB
571.04依108.04A
500.49+86.24abAB

422.62依18.01B

564.49依21.67A
494.19+18.00aAB

处理 2组
495.02依76.16aA
576.90依84.97A
535.96依67.44aA

504.56依17.80A

585.44依21.41A
544.23依17.79aA

处理 3组
434.20依95.15bB
495.47依138.61B
458.40依115.49Bb

420.74依16.91B

479.40依20.35B
440.87依17.14bB

P值
0.011 3
0.004 8
0.002 8
0.001 5
0.001 0
0.000 4

未校正

校正后

0耀14 d
14耀28 d
0耀28 d
0耀14 d

14耀28 d
0耀28 d

项目

由表 5可见,试验前期日粮中额外添加二甲酸钾
(处理 2)显著提高了仔猪的日增重,高于处理 1组(P<
0.05),极显著高于处理 3 组(P<0.01)曰试验后期处理 1
组的日增重有所提高袁但仍未超过处理 2 组袁处理 3
组最低袁极显著低于处理 1组和 2 组渊P<0.01冤曰从试
验全期的结果看袁处理 2组猪的日增重极显著高于处
理 3组(P<0.01)袁高于处理 1组(P>0.05)遥用初始体重校
正后的 ADG袁处理 2组比处理 1组和 3组的增加更为
明显袁试验前期极显著大于处理 1组和 3组(P<0.01)袁
试验后期由于处理 1组增重明显袁与处理 1组差异不
显著袁极显著大于处理 3组渊P<0.01冤遥
2.1.2 二甲酸钾对仔猪采食量的影响渊见表 6冤

表 远 二甲酸钾对仔猪采食量的影响[g/(头·d)]
处理 1组

655.41依97.62
1 081.23依51.14
830.07依75.49
636.50依54.29

1 078.78依43.15
814.38依54.89

处理 2组
697.65依73.64

1 015.56依79.85
813.06依79.50
723.00依55.38

1 021.02依50.84
834.08依55.99

处理 3组
725.63依72.31

1 046.84依111.71
859.19依43.42
719.21依53.06

1 044.66依49.67
853.86依53.64

P值
0.502 7
0.587 7
0.639 7
0.486 2
0.698 4
0.875 8

未校正

校正后

0耀14 d
14耀28 d
0耀28 d
0耀14 d
14耀28 d
0耀28 d

项目

由表 6可见袁与对照组相比袁试验前期各处理组
之间差异不显著(P=0.502 7)袁日粮中添加二甲酸钾提
高了采食量曰 试验后期的采食量 3个处理组相当袁处
理组之间均没有差异显著性渊P=0.587 7冤曰试验全期的
数据渊P=0.639 7冤显示袁处理 3 组的平均日采食量最
高袁处理 2组最低遥 但是各阶段的 3个处理组之间均
没有显著差异遥用初始体重校正后各阶段采食量仍差
异不显著袁试验前期处理 2组最高袁后期处理 1组最
高袁全期则处理 3组最高遥
2.1.3 二甲酸钾对仔猪料重比的影响渊见表 7冤

表 苑 二甲酸钾对仔猪料重比的影响
处理 1组

1.56依0.11bAB
1.90依0.13aA

1.75依0.082bA

1.54依0.031bB
1.90依0.052A
1.74依0.031bA

处理 2组
1.40依0.041cB
1.61依0.056bB
1.51依0.039cB
1.43依0.032cB
1.60依0.053B
1.52依0.031cB

处理 3组
1.72依0.051aA
1.96依0.079aA
1.85依0.048aA
1.71依0.031aA
1.96依0.051A
1.84依0.030aA

P值
0.001 0
0.001 2
0.000 1
0.000 7
0.003 1
0.000 3

未校正

校正后

0耀14 d
14耀28 d
0耀28 d
0耀14 d

14耀28 d
0耀28 d

项目

由表 7可见袁与对照组相比袁试验前期处理 2组
的料重比最低袁极显著低于处理 3组渊P<0.01冤和显著
低于处理 1组渊P<0.05冤,处理 3组最高袁显著高于处理
1组渊P<0.05冤曰试验后期袁处理 2组的料重比最低袁极
显著低于处理 1组和处理 3组渊P<0.01冤袁处理 1组和
处理 3 组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渊P>0.05冤曰试验全期袁
处理 2组的料重比最低袁极显著低于处理 1组和处理
3组渊P<0.01冤,处理 3组的料重比最高袁显著高于处理
1组渊P<0.05冤袁用初始体重校正后的数值与未校正的
趋势一致遥 二甲酸钾对改善料重比有显著作用袁而不
用抗生素仅用二甲酸钾的处理组因为个体间的差异

较大袁造成增重较差袁从而导致了料重比的增高遥
由生产性能数据分析表明袁二甲酸钾对前期的生

产性能改善比较明显袁对后期不太明显袁这可能与前
期仔猪还处于断奶应激阶段有关袁这也说明二甲酸钾
对改善仔猪应激有一定的作用遥
2.2 二甲酸钾对仔猪腹泻率的影响

因为整个试验期处于猪场生产的最佳时期袁再加
上猪场的饲养管理及人员配备比较精良袁整个猪场在
试验期间的猪存活率均高于 97%遥本试验期间猪只的
死亡淘汰率以及发生腹泻的头次均较低遥 28 d的试验
期内处理 1组只有两头次的猪发生了腹泻袁通过打针
得到了及时的治疗袁处理 3组有 1头次发生腹泻的猪
只袁 处理 2组在整个试验期内没有发生腹泻情况袁因
此生长情况比较良好遥处理 2组没有死亡和淘汰的猪
只袁处理 1组有 1头袁处理 3组猪的生长和整齐度均
较差袁有 2头死亡遥在试验结束时袁处理 3组的第 4个
重复有 2头即将死亡袁处理 3组猪的长势较差袁有些
猪只生长较快袁有些较差遥 总体上说二甲酸钾对仔猪
的死亡淘汰和腹泻情况有所改善袁与抗生素有协同效
应袁但二甲酸钾还不足以抵抗疾病遥

表 8 二甲酸钾对仔猪腹泻率和死淘率的影响（%）
项目
腹泻率
死淘率

处理 1组
5.56
2.78

处理 2组
0
0

处理 3组
2.78
5.56

3 讨论

3.1 二甲酸钾对断奶仔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Paulicks等渊2000冤研究不同谷物和不同能量浓度
的饲料中添加二甲酸钾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袁
添加二甲酸钾可提高日增重和采食量袁分别提高 14%
和 9%袁在大麦尧小麦和大麦要小麦要玉米型的混合日
粮中添加二甲酸钾可使饲料转化效率分别提高 6%尧
4% 和 7%遥 本研究采用了玉米要豆粕型日粮袁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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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相比袁添加二甲酸钾渊2组冤提高日增重 7.1%袁稍影
响采食量袁降低料重比 13.71%遥与文献报道的不同可
能与选用的仔猪年龄有关袁本文选用的仔猪周龄较大
(体重 12.1 kg),所以试验前期二甲酸钾对改善仔猪生
产性能更加有效,后期的效果不太明显遥 另外,Roth等
(1998) 研究不同赖氨酸水平日粮中添加二甲酸钾对
仔猪氮代谢及营养物质消化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添
加二甲酸钾提高干物质的消化率 84.0%耀85.0%袁其中
粗蛋白质 80.7%耀82.6%尧能量 83.5%耀84.7%尧磷 8%耀
9%尧钙 2%耀3%尧镁 3%耀8%尧锌 9%耀17%尧铜 52%耀
60%尧锰 6%耀6%遥 Paulicks等渊1996冤研究显示袁不同剂
量二甲酸钾对生长小猪的生产性能和料重比也有显

著改善作用遥
3.2 二甲酸钾对仔猪健康状况的影响

Canibe等 (2001) 研究仔猪叫槽料中添加二甲酸
钾及有机酸对仔猪肠道尧胃液的酸度和微生物数量的
影响袁研究表明袁二甲酸钾降低了消化道各段食糜中
厌氧菌尧乳酸杆菌尧大肠杆菌和酵母菌的含量袁但不影
响胃和小肠 pH值遥 另外袁本试验还发现袁二甲酸钾与
抗生素协同作用降低了仔猪的死亡率遥

Overland 等渊2003冤提出二甲酸钾是后抗生素时
代的一种替代猪用生长促进剂的观点遥 Knarreborg等
渊2002冤 用体外法研究了二甲酸钾在 pH值为 3的胃
液和 pH 值为 4.5 的小肠液环境中对大肠杆菌数量
的影响袁 发现二甲酸钾的添加抑制了大肠杆菌的生
长袁同时有机酸的类型和浓度也影响到试验效果遥 但
是袁 本研究认为二甲酸钾不足以完全替代日粮中的
抗生素遥
4 小结

二甲酸钾与抗生素无拮抗作用袁在抵御疾病上有
一定的协同作用遥在降低腹泻和死亡率方面有一定作
用曰日粮中添加 1%渊10 kg/t冤的二甲酸钾不影响饲料
对仔猪的适口性曰二甲酸钾可以改善仔猪的日增重和
料重比遥 二甲酸钾比较容易吸潮袁但是试验期间未见
含有二甲酸钾产品的饲料发生结块等现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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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玲 高士争

在我国袁天然中草药作为饲料添加剂一直被用
作家畜的生长和保健促进剂遥目前天然中草药大约
有 6 000耀8 000种袁其中具有免疫活性的不到 5%遥 多
糖被认为是中草药当中能起到免疫促进和免疫调节

作用的最重要成分袁香菇多糖也是研究较早的具有免
疫调节作用的真菌多糖之一遥 然而袁人们对不论是来
自中草药还是菌类的多糖结构与其生物活性之间的

关系并不是很清楚袁本文就蘑菇和中草药多糖渊LenP尧
AstP尧TrePm冤对机体免疫机能的影响及其在家禽日粮
中的潜在作用作一综述遥
1 蘑菇和中草药多糖的免疫活性

多糖最为突出的功能就是其对机体免疫功能的

加强袁主要通过以下几条途径来完成院淤提高巨噬细
胞的吞噬能力袁诱导白细胞介素 1(IL1)和肿瘤坏死因
子(TNF)的生成渊薛静波等袁1999冤袁具有这种免疫促进
功能的多糖有香菇多糖尧黑柄炭角多糖尧裂裥菌多糖尧
细菌脂多糖尧牛膝多糖尧海藻多糖等曰于促进 T细胞增
殖袁诱导其分泌白细胞介素 2(IL2)渊王玲等袁2000冤袁具
有这类免疫促进功能的多糖有中华猕猴桃多糖尧猪苓
多糖尧人参多糖尧香菇多糖尧灵芝多糖尧银耳多糖尧黄芪
多糖等曰盂促进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LAK)活性
渊SasakiT等袁1976冤袁这类多糖有枸杞多糖尧黄芪多糖尧
鼠伤寒菌内毒素多糖等曰榆提高 B细胞活性袁增加多
种抗体的分泌袁加强机体的体液免疫功能袁这类多糖
有银耳多糖尧香菇多糖尧褐藻多糖尧苜蓿多糖等曰虞通
过不同途径激活补体系统袁有些多糖是通过替代通路
激活补体的袁有些则是通过经典途径袁这类多糖有酵
母多糖尧当归多糖尧茯苓多糖尧细菌脂多糖尧香菇多糖
等曰愚激活网状内皮系统(RES)活性袁增加红细胞抗体
生成袁这类多糖有甘草多糖尧杜仲多糖尧虫草多糖尧刺
五加多糖等渊张丽萍等袁1993冤遥

大多数多糖体内或体外均能促进脾细胞或 ConA
刺激的淋巴细胞的转化遥李宗楷等(1997)报道袁牛膝多
糖能促进小鼠脾淋巴细胞增殖遥唐雪明等(1998)报道袁

黄芪多糖体内及体外均可促进雏鸡外周血淋巴细胞

的转化率遥王格林等(1996)报道袁香菇多糖能促进鼠淋
巴细胞增殖遥 陈洪亮等渊2002冤在肉鸡上的研究也发
现袁香菇多糖促进 ConA诱导的脾淋巴细胞转化率袁表
明香菇多糖能增强脾淋巴细胞免疫功能遥 一氧化氮
(NO)是新发现的具有广泛生物活性的信息分子袁在免
疫调节中一氧化氮起重要作用已有许多报道遥多糖可
促进淋巴细胞 NO的合成遥 程富胜等(2001)尧李宗楷等
(1997)的试验表明袁用黄芪多糖和牛膝多糖均能剂量
依赖性地促进巨噬细胞一氧化氮的合成遥香菇多糖促
进鼠巨噬细胞 NO合成也有报道(黄迪南等袁1999)遥 多
糖能够促进一氧化氮合成酶基因的表达袁进而提高一
氧化氮合成酶活性(王谨雯袁1999)遥陈洪亮等渊2002冤研
究发现袁香菇多糖能同时促进淋巴细胞转化和 NO产
生遥 细胞内钙离子是一种重要的第二信使袁对细胞免
疫功能起重要的调节作用袁多糖影响淋巴细胞钙已有
报道袁如灵芝多糖 (李明春等袁1999)尧银耳多糖 (崔金
英袁1997)尧黄芪多糖(梁华平等袁1995)均可通过促进细
胞外钙的内流和胞内钙的释放来升高细胞钙遥陈洪亮
等渊2002冤研究发现袁香菇多糖能同时促进淋巴细胞转
化和 Ca2+升高遥 cAMP和 cGMP是细胞内最早发现的
第二信使系统袁能调节免疫细胞的增生尧分化和分泌袁
它们的提高能影响蘑菇和中草药多糖的免疫调节效

果(Len等袁2002)遥据报道,蘑菇和中草药多糖,如 TrePm
渊Fan 等袁1993冤和 AstP渊Mao袁1989曰Liang袁1996曰Wu 和
Wang袁1999冤 能够调节血液 cAMP和 cGMP的浓度来
促进机体的免疫功能遥 陈洪亮等渊2002冤研究发现袁香
菇多糖能提高 cAMP 浓度袁促进淋巴细胞增殖袁但是
香菇多糖对 cAMP 影响具有时间依赖性遥 李明春
(1999)研究发现袁灵芝多糖能剂量依赖性引起小鼠腹
腔巨噬细胞中 cAMP浓度快速升高袁5 min达峰值袁然
后缓慢下降袁至 30 min时基本恢复原来水平遥

有研究报道的不同处理的免疫应答差异巨大是

因为多糖的种类不同尧处理方式的不同以及免疫参数
的不同遥因此袁从这些研究中可总结出袁源于蘑菇和中
草药多糖被用作免疫促进剂和调节剂能起到以下几

点重要作用院淤促进免疫器官渊如脾脏尧胸腺和囊冤的
生长曰于增加许多相互依赖性细胞渊如 T尧B淋巴细胞袁
巨噬细胞袁 自然杀伤细胞和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

程美玲，云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650201，昆明。
高士争，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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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冤的数量和活性袁这些细胞协同保护机体免受细菌尧
寄生虫尧真菌尧病毒感染以及肿瘤的侵袭曰盂促进 T细
胞介导的免疫反应袁当血清巨噬细胞和抑制性 T细胞
对 T细胞功能袁以及脾脏尧胸腺和淋巴腺中的淋巴细
胞的变性和坏死的抑制效果降低时袁能促进 T淋巴细
胞的转染尧增生和红细胞的粘着曰榆通过促进脾脏和
血清抗体的产生袁增加溶血空斑形成细胞和溶血素的
数量袁从而促进体液免疫应答曰虞诱导经抗原激活的
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的细胞因子和补体的分泌袁抗
原能使克隆 T细胞增生袁B细胞抗体产生,促进巨噬细
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的增生和活性遥
2 蘑菇和中草药多糖在家禽保健中的效果

2.1 抗病毒感染

作为免疫促进剂的蘑菇和中草药多糖 (LenP尧
AstP尧TrePm)袁 其主要作用是降低家禽疾病的发生率,
以及在鸡发生病毒感染袁如马立克氏病(Wei等,1997曰
Liu 等,1996)尧鸟类髓细胞白血病 (Qu 等 ,1998)和传染
性延髓麻病(Yu和 Zhu,2000)时能降低鸡的死亡率遥对
鸡的研究发现袁多糖通过影响免疫反应和细胞抗氧化
防御机制袁从而使病毒侵染力明显降低(Hassan,1988)遥
据报道袁LenP和 AstP的作用显著袁如刺激感染新城疫
的鸡免疫器官生长 (P<0.01尧P<0.05)(Zhang等袁1998b),
增强感染马立克氏病鸡的 T淋巴细胞的增生(P<0.01)
(Liu等袁1999b)遥香菇多糖可促进马立克氏病感染鸡的
脾细胞分泌 IL-2,降低鸡的死亡率(刘永杰,1999)遥从玉
米花粉中分离的 TrePm能够明显增强马立克氏病尧新
城疫和卵下垂并发病毒鸡血清抗体浓度 (P<0.05)遥 因
此, 蘑菇和中草药多糖能增强感染鸡的细胞和体液免
疫应答遥 蘑菇和中草药多糖在降低脂肪过氧化中起重
要作用(Wei等袁1997)袁并且,在马立克氏病尧鸟类髓细
胞白血病病毒感染的鸡器官中, 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抗
氧化活性增强(Chi等,1998;Qu等,1997)遥这表明蘑菇和
中草药多糖可能通过参与过氧化物歧化酶的抗氧化

活性,从而降低感染动物器官的细胞病理变化遥
2.2 抗寄生虫感染

蘑菇和中草药多糖用在疫苗中袁对控制双孢子球
虫感染有了初步保证遥蘑菇多糖疫苗能显著地促进感
染双孢子球虫鸡的免疫应答和体重的增加袁蘑菇多糖
最适宜的注射剂量是 200 mg/kg袁 能抵抗鸡感染双孢
子球虫袁以 IFN-r沉积为特征袁促进 T细胞免疫应答遥
2.3 抗细菌感染

蘑菇多糖是出血性败血病疫苗的辅助成分渊Yuan
等袁1993冤遥Yuan(1998)的剂量试验表明袁对感染了出血

性败血病的鸡,分别用含蘑菇多糖为 80尧120尧150尧200
和 300 mg/kg的疫苗进行免疫,其死亡率分别是 50%尧
37%尧21%尧37%和 0%,而只注射普通疫苗的鸡死亡率
为 70%遥 因此,用蘑菇多糖作为疫苗辅助成分可以增
强对鸡的保护,其存活率可提高 67%耀160%遥 Yuan等
进一步试验表明, 对 29尧78和 105日龄连续感染出血
性败血病的鸡, 用含蘑菇多糖的疫苗按 300 mg/kg剂
量免疫后袁其死亡率为 14%尧44%和 42%袁而只注射普
通疫苗的鸡死亡率分别为 32%尧46%和 58%遥 与蘑菇
多糖结合的疫苗使鸡存活率提高 3.7%耀27%袁 表明蘑
菇多糖具有抗菌活性遥
2.4 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

最近研究表明袁非消化性渊发酵性冤碳水化合物和
纤维素在动物生产和人类健康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遥Hibson和 Roberfroid(1995)指出这些成分不能被哺
乳动物的酶所消化袁但它们能够有选择性的刺激后肠
有益菌的生长和代谢袁 有利于排除肠道内的病原体遥
药用蘑菇和中草药袁特别是它们的多糖提取物袁发酵
后能影响微生物菌群的活性和组成密度遥在发酵动力
学方面袁发酵终产物和盲肠微生物群在体外都会发生
变化袁挥发性脂肪酸产量的增加和氨气产量的减少可
通过宿主的长期健康来感知遥这些多糖在体外的发酵
可导致 pH值降低袁 主要是因为直链脂肪酸产量的增
加和氨气产量的减少渊Guo,2003冤遥
3 结论

多糖在自然界广泛分布袁尤其是在植物和真菌中
的分布袁不同物种甚至同一物种中的多糖表现出不同
的理化特性袁如分子量尧糖的组成和结构等遥多糖化学
结构与其生物活性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清楚袁但是可以
得出结论袁 多糖特别是从蘑菇和中草药中提取的多
糖袁作为免疫增强剂或调节剂袁可激发动物的天然免
疫和适应性或特异性免疫袁 包括细胞免疫和体液免
疫遥 为防止疾病的暴发袁家禽饲养中获得了许多可能
的预防和治疗方法袁但从蘑菇和中草药中提取的活性
多糖在通过加强鸡的免疫应答以降低细菌尧病毒和寄
生虫感染的影响方面显示出重要作用袁被用作鸡疫苗
的辅助成分尧治疗药物或饲料补充物袁显示出其抗病
毒尧抗细菌尧抗寄生虫的特性袁有广阔应用前景遥

（参考文献 45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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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试验以山楂、杜仲叶等多种中药提取物研制成中药协同剂，与猪用益生菌制剂混合研制

成中益合生素，并对其应用效果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该中药协同剂与益生菌制剂联合应用，能

明显促进断奶仔猪肠道乳酸菌、双歧杆菌的增殖，降低大肠杆菌的数量，比单一使用益生菌制剂更能

显著提高断奶仔猪日增重和降低料重比，表明该中药协同剂与猪用益生菌制剂联合（猪用中益合生

素）使用具有良好的协同增效作用。

关键词 中药协同剂；益生菌；中益合生素；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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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项目

中药和微生物饲料添加剂作为野绿色冶饲料添加
剂开发并在畜禽养殖业中推广应用袁对生产无公害畜
禽产品尧促进野绿色冶养殖业的发展将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遥而使这些添加剂发生作用的机理之一便是促进畜
禽肠道乳酸菌尧双歧杆菌的增殖遥 乳酸菌与双歧杆菌
的增殖不但能提高机体的消化机能袁促进营养物质的
吸收袁并竞争性地抑制某些入侵的病原菌或抑制肠道
内有害菌的增殖遥 所以增加乳酸菌尧双歧杆菌等益生
菌在肠道内的数量无疑对畜禽的健康有益遥益生菌在
胃肠道增殖后袁还能合成维生素袁增加营养袁辅助食物
消化袁促进宿主代谢袁抑制蛋白质腐败袁有助于恢复和
保持正常胃肠道功能袁增加胃肠蠕动袁促进消化和吸
收袁提高增重和降低料耗袁增加经济效益遥为了更好地
发挥益生菌的有益作用袁人们不断地寻找和研究增菌
方法袁 以提高益生菌在畜禽肠道中的数量和生存率遥
或直接喂给大量的外源性益生菌袁或通过添加物刺激
畜禽肠道内源性及外源性乳酸菌的定植和生长袁增强
益生菌的代谢活性遥 曹国文等渊2003冤研究表明袁中药
作为畜禽饲料添加剂袁 不仅可以提高动物的生产性
能袁还能促进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增殖袁而且毒尧副作
用极小遥曹国文等渊2004冤以 6种中药提取物进行体外
增殖乳酸菌试验袁进一步证实了中药对乳酸菌确有增

殖作用遥 因此袁我们在研究畜禽微生物饲料添加剂的
基础上袁对猪用中益合生素的应用效果进行了研究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中药协同剂的研制

中药院杜仲叶采自荣昌县杜仲基地袁山楂等中药
购自荣昌县长寿中药行遥

协同剂的筛选与制备:采用曹国文等(2004)乳酸
菌增殖试验和常规挖孔抑菌法进行筛选试验,筛选具
有促进乳酸菌增殖且对组方中药益生菌无抑制作用的

中药按一定比例组方,采用乙醇与水(温度为 80 益)分
别浸提,混合提取液,沉淀去杂,浓缩,喷雾干燥即成遥
1.2 猪用复合益生菌制剂

由重庆市畜牧科学院叶畜禽微生物饲料添加剂的
研究曳课题组研制渊含芽孢杆菌尧酵母菌等袁活菌数为
5伊109 个/g冤遥
1.3 猪用中益合生素的制备

按重量加入 25%的猪用复合益生菌制剂和 75%
的中药协同剂混合配制而成袁 使其含活菌数为 5伊
108 个/g遥
1.4 主要设备与仪器

FC-160全不锈钢高效万能粉碎机(湖南衡阳市制
药设备厂生产);CTG-10中草药多功能提取罐(湖南衡
阳市药物机械厂生产);MDRP-5喷雾干燥器(无锡市现
代喷雾干燥设备有限公司生产);CS101电热鼓风干燥
箱渊重庆银河试验仪器有限公司制造冤曰紫外分光光度
计 UVIKON923(瑞士 BIO-TEK KONTRON公司生产);
高效液相色谱仪 waters600E(美国 waters公司生产)遥
1.5 试验猪

60头 45日龄健康长白伊荣昌杂交断奶仔猪购自
荣昌县仔猪生产基地遥
1.6 试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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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60头体重相近的 45日龄长白伊荣昌杂交断奶
仔猪随机分为 5个组渊见表 1冤袁每组 12头袁设 3个重
复遥 试验期为两个阶段袁共 60 d遥

表 1 试验分组

组别
1组
2组
3组
4组
5组

饲料
基础料+0.1%猪用复合益生菌制剂
基础料+0.2%猪用复合益生菌制剂
基础料+0.3%中药协同剂渊相当于原药 1%冤
基础料+0.4%中益合生素
空白对照渊基础料冤

1.7 试验用饲粮与饲养管理

试验猪用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2遥 试验
前进行常规免疫和驱虫袁饲养管理按常规方法进行遥

表 2 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日粮组成
玉米
豆饼
麦麸
菜籽饼
蚕蛹
米糠
磷酸氢钙
碳酸钙
食盐

含量渊%冤
62.5
14.0
9.0
6.0
2.0
3.4
1.4
0.8
0.3

营养水平
消化能渊MJ/kg冤
粗蛋白渊%冤
赖氨酸渊%冤
蛋氨酸+胱氨酸渊%冤
钙渊%冤
总磷渊%冤
赖氨酸渊%冤
矿物添加剂渊%冤

12.9
16.13
0.91
0.61
0.72
0.67
0.1
0.5

注院每千克矿物添加剂含 Cu 9 mg尧Fe 100 mg尧Zn 110 mg尧Mn 60 mg尧
复合多维 200 mg遥

1.8 测定指标

1.8.1 平均日增重渊ADG冤尧料肉比渊F/G冤的测定
试验猪在每个阶段起始和结束时袁 空腹 12 h后

称重袁同时结算剩余料量遥测定平均日增重渊ADG冤尧料
肉比渊F/G冤遥
1.8.2 肠道菌群分析

参照何明清等渊1985冤的方法袁测定各组猪肠道大
肠杆菌尧乳酸杆菌尧双歧杆菌指数袁观察其中药协同剂
与中益合生素对试验猪肠道菌群的影响遥
1.8.3 协同剂主要有效成分的测定

多糖的测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兽药质

量标准渊1996第二册冤对黄芪多糖测定的方法进行测
定遥黄酮的测定(以芦丁计)参照许海琴等(2003)介绍的
方法进行测定遥

绿原酸的测定参照高效液相色谱法(中国药典附
录遇D)测定院

淤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遥 用十八烷基硅
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曰甲醇-水-冰醋酸-三乙胺(15
8510.3)为流动相曰检测波长为 324 nm遥 理论板数

按绿原酸峰计算应不低于 6 000遥
于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遥 取绿原酸对照品适量袁精

密称定袁加水制成每 1 ml含 0.02 mg的溶液遥
盂供试品溶液的制备遥 取本品 60 mg袁精密称定袁

置 50 ml量瓶中袁用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遥
榆测定法遥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溶

液各 20 滋l袁注入液相色谱仪袁测定袁计算即得遥
1.9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SPSS 11.0数据处理软件进行分析
处理遥
2 结果与讨论

2.1 中药协同剂的研制

通过乳酸菌增菌试验和对组方中益生菌的抑菌

试验袁筛选出了山楂尧杜仲叶等多味对乳酸菌有较好
增菌效果且对组方中益生菌渊芽孢杆菌尧乳酸菌尧酵母
菌冤不产生抑制作用的中药袁按一定比例组方袁经提取
浓缩喷雾干燥后制成中药协同剂遥 经测定袁协同剂中
多糖尧黄酮渊以芦丁计冤和有机酸渊以绿原酸计冤的含量
分别达到逸40豫尧逸3豫和逸1.5豫遥
2.2 益生素与中益合生素对试验猪肠道大肠杆菌尧
乳酸菌和双歧杆菌的影响渊见表 3冤

表 3 益生素与中益合生素对大肠杆菌、乳酸菌

和双歧杆菌的影响

大肠杆菌
双歧杆菌
乳酸杆菌

菌类

4
4
4

检测数(头) 粪便含菌数渊个/g冤
中益合生素组(4组)

2.10伊106a
6.58伊1010a

4.96伊1010a

对照组(5组)
5.65伊108b
3.71伊108b

2.53伊108b

益生素组(2组)
2.50伊106
2.58伊109

2.91伊1010

注院同行数据肩标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从表 3可以看出袁益生素组与中益合生素组直肠
粪便中的大肠杆菌数低于对照组袁而双歧杆菌尧乳酸
杆菌数试验组均高于对照组袁尤以中益合生素组最为
显著遥 结果表明袁投喂益生素尤其是当益生素与协同
剂配合使用时袁可以明显促进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等
有益菌的增殖袁 从而提高有益菌在肠道中的数量袁并
使有害菌大肠杆菌受到抑制而数量明显降低遥肠道益
生菌数量的增加袁可激活肠道消化与免疫功能袁促进
猪只的消化与吸收袁并抑制有害菌的繁殖袁减少肠道
疾病的发生袁从而起到保健促生长的作用遥
2.3 益生素与中益合生素对断奶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渊见表 4冤
从表 4中可以看出袁7耀20 kg阶段, 仔猪日增重院

益生素 1尧2 组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8.6豫 (P >0.0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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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豫渊P<0.05冤, 中药协同剂组与中益合生素组分别
比对照组提高 6.81豫(P>0.05)和 22.22豫(P<0.01)袁而中
益合生素组又比益生素 1尧2组提高 12.54豫(P<0.05)和
3.64豫(P>0.05)曰料重比院益生素 1尧2组分别比对照组
降低 6.67豫和 4.29豫袁 中药协同剂组与中益合生素组
分别比对照组降低 9.05豫和 12.38豫袁而中益合生素组
比益生素 1尧2组分别降低 6.12豫和 8.46豫袁 差异均不
显著遥
表 4 益生素与中益合生素对断奶猪生产性能影响的比较

对照组
7.18依0.27

0.279Bd
0.549b
2.10
2.91

1组
7.14依0.28

0.303cd
0.554
1.96
2.86

2组
7.13依0.28
0.329abc
0.590
2.01
2.81

3组
7.17依0.26

0.298bd
0.574
1.91
2.85

4组
7.12依0.37
0.341Aa
0.612a
1.84
2.75

ADG(kg/d)
F/G

处理
始重渊kg冤

7耀20 kg
20耀40 kg
7耀20 kg
20耀40 kg

注院同行数字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袁不同小写字
母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20耀40 kg阶段袁日增重院益生素 1尧2 组分别比对
照组提高 0.91豫渊P>0.05冤和 7.46豫渊P>0.05冤袁中药协同
剂组与中益合生素组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4.55豫渊P>
0.05冤和 11.47豫渊P<0.05冤袁而中益合生素组又比益生
素 1尧2组提高 10.46豫和 3.73豫渊P>0.05冤遥 料重比院益
生素 1尧2组分别比对照组降低 1.72豫和 3.44豫袁 中药
协同剂组与中益合生素组分别比对照组降低 2.06豫
和 5.50豫曰而中益合生素组比益生素 1尧2组分别降低
3.85豫和 2.14豫袁差异均不显著遥

从上面两个阶段日增重和料重比的比较来看袁
中药协同剂与益生素联合应用具有明显的协同增效

作用遥
3 结论

本试验以山楂尧杜仲叶等多种中药提取物研制成
的中药协同剂与猪用益生菌制剂混合研制成中益合

生素袁并对其制剂的增效作用进行了研究遥 研究结果
表明袁中药协同剂与益生菌制剂联合应用渊中益合生
素冤袁能明显促进断奶仔猪肠道乳酸菌尧双歧杆菌的增
殖袁降低大肠杆菌的数量曰比单一使用益生菌制剂更
能显著提高断奶仔猪日增重和降低料重比袁表明中药
协同剂与猪用益生菌制剂联合使用具有良好的协同

增效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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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5月 22日，复旦原新华扬酶制剂研发中心在复旦大学举行揭牌仪式。全国畜牧总站副站
长、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沙玉圣和复旦大学科技处

处长胡建华代表合作双方揭牌。

会上，沙站长表示：饲料工业经过 20多年的发展，涌现出大量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但目前整个
饲料工业存在较大压力，企业规模小、科技创新力度不高、无法形成领军群体是较为突出的问题，新华

扬与复旦大学的合作极具战略性眼光和高度，为实现企业与科研单位的资源互补、优势共享提供了平

台。同时，沙站长希望双方将合作仅视为开始，在今后更多的创新工作中不断探讨、共同推进，继续走

在行业科技创新的前列。

复旦大学科技处处长胡建华、生科院党委书记叶敬仲等均表示：复旦大学与新华扬的强强联合，

符合国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要求，有利于国家知

识产权构架调整的战略，有利于科研单位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有利于企业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不

断推动行业进步。

研究中心成立后，新华扬和复旦大学将在菌种筛选、基因改良工程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与合作。

恭 贺 复 旦 原 新 华 扬 酶 制 剂 研 发 中 心 揭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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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敏 张宏福 李长忠

赵敏，青海大学动物营养与饲料加工专业，810016，青海
省西宁市宁张路 97号青海大学研究生部。

张宏福，动物营养学国家重点开放实验室。

李长忠，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7-03-12
绎 国家公益性项目“饲料营养价值及转基因饲用安全评定技

术（2004DIB4J152）”资助

摘 要 选用木聚糖酶（ ）、茁-葡聚糖酶（ ）、纤维素酶（ ）和果胶酶（ ）4种非淀粉多糖(NSP) 酶
制剂, 利用胃蛋白酶-胰液素法分别研究其对蛋鸡玉米—杂粕型日粮能量的当量调控。结果表明，4 种
NSP酶对蛋鸡玉米—杂粕型日粮的离体消化能改进值分别为：木聚糖酶 0.544 2 MJ/kg、茁-葡聚糖酶
0.479 1 MJ/kg、纤维素酶 0.334 5 MJ/kg、果胶酶 0.445 7 MJ/kg。4 种 NSP酶的添加水平与离体消化能
（）进行 S 曲线拟合，其回归方程分别为： =10.621 9-0.635 4/{1+exp [（ -446.612 3）/146.00 0]}（R2=
0.996 1）； =10.506 5-0.568 7/{1+exp[( -282.985 7)/146.599]}（R2=0.996 4）； =10.361 2-0.346 4/{1+exp
[( -468.488 0)/93.931]}( R2=0.993 9)； =10.468 4-0.466 9/{1+exp[( -367.432 1)/100.142]}(R2=0.998 9)。

关键词 非淀粉多糖酶；蛋鸡；玉米—杂粕型日粮；离体消化能

中图分类号 S816.32
产蛋鸡属于成年家禽袁其消化道内源酶系发育已

经完全袁 对日粮中的淀粉和蛋白质具有较高的降解
率袁但不能抵抗非淀粉多糖所引发的抗营养效应遥 非
淀粉多糖渊NSP冤与日粮的表观代谢能呈负相关[1,2]遥 据
报道袁常规饲料资源市场呈现短缺趋势袁而玉米和杂
粕中含有较多 NSP [3原5]袁 所以在玉米要杂粕型日粮中
添加 NSP 酶,提高日粮养分利用率(尤其是能量利用
率冤袁对开发非常规饲料资源意义重大遥本试验旨在采
用胃蛋白酶-胰液素法袁 针对国内蛋鸡玉米要杂粕型
日粮选用木聚糖酶尧纤维素酶尧茁-葡聚糖酶尧果胶酶 4
种 NSP酶袁 研究其对蛋鸡日粮能量当量调控效应袁并
建立了精确的回归预测模型袁为扩大饲料资源利用和
NSP酶在蛋鸡日粮中的应用提供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酶制剂种类及酶活测定方法

本试验选用木聚糖酶尧茁-葡聚糖酶尧 纤维素酶和果
胶酶 4种 NSP酶遥其酶活分别为:木聚糖酶 1365 626U/g尧
茁-葡聚糖酶 4 145 488 U/g尧 纤维素酶 11 386 U/g尧果
胶酶 6 189 U/g遥 酶活单位渊U冤定义:在渊40依0.2冤 益尧pH
值 5.0 条件下, 每分钟释放出 1 滋mol还原糖所需要

的酶量袁为一个酶活单位遥
1.2 试验日粮

本试验选用玉米要杂粕渊棉粕尧菜籽粕和花生粕冤
型蛋鸡日粮袁蛋鸡基础日粮配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蛋鸡营养专业标准渊ZBB43005要86冤遥基础日粮配方及
营养水平见表 1遥

表 1 产蛋高峰期蛋鸡基础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

成分
玉米
棉粕
菜籽粕
花生粕
磷酸氢钙
石粉
食盐
预混料
DL-蛋氨酸
合计

含量渊%冤
64.10
3.00
5.00

17.30
1.20
8.40
0.30
0.60
0.10

100.00

营养水平
代谢能渊MJ/kg冤
粗蛋白渊%冤
总磷渊%冤
蛋氨酸渊%冤
钙渊%冤
赖氨酸渊%冤

10.80
16.50
0.60
0.36
3.50
0.73

注院预混料向每千克全价料提供院Fe 33.3 g尧Cu 5.3 g尧Mn 31.4 g尧Zn
38.6 g尧Se 5.8 g尧I 5 g尧维生素A 1 333 333 IU尧维生素 D3 266 667 IU尧
维生素 E 833 IU尧维生素 K3 0.09 g尧维生素 B1 0.14 g尧维生素 B2
0.52 g尧维生素 B6 0.51 g尧维生素 B12 0.07 g尧烟酸 3.40 g尧泛酸
0.37 g尧叶酸 0.04 g尧生物素 0.83 g遥

1.3 试验设计
采用单因子随机试验设计遥每种酶各设 9个添加

水平院0尧100尧200尧300尧400尧500尧600尧700和 800 滋g/g遥
1.4 试验方法

1.4.1 离体消化试验[6原10]

胃蛋白酶处理阶段渊胃消化阶段冤院准确称取 1 g
饲料样品渊精确至 0.1 mg袁饲料颗粒直径﹤1 mm,含不
同浓度水平的酶制剂袁每个样品设 2 个平行,所有样
品都要备份冤置于 100 ml具塞的锥形瓶中遥 向锥形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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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 15 ml磷酸缓冲液(0.2 M尧pH值 6.0),轻微震荡摇
匀后,加入 0.2 M HCl溶液 10 ml,将食糜 pH值调至 2.0
(用 1 M的 HCl或 1 M的 NaOH溶液), 然后加入 1 ml
20 mg/ml新鲜的胃蛋白酶盐酸溶液 (Sigma公司提供袁
Pepsin,P-7000),并使 pH值保持在 2.0遥 然后用橡皮塞
封口袁放置于 40 益恒温水浴摇床中渊120次/min冤袁5 min
后开始计时袁消化 4 h遥

胰液素处理阶段渊小肠消化阶段冤院胃消化阶段结
束后袁向食糜中加入 10 ml磷酸缓冲液渊0.2 M袁pH 值
6.8冤和 0.6 M NaOH溶液 5 ml袁调节食糜 pH值至 6.5
(用 1 M的 HCl或 1 M的 NaOH溶液), 然后加入 1 ml
40 mg/ml新鲜的胰液素 渊Sigma公司提供袁Pancreatin袁
P-7545冤磷酸盐缓冲液袁并使 pH值仍保持在 6.5遥用橡
皮塞封口,放置于 40 益恒温水浴摇床中(120 次/min)袁
5 min后开始计时袁继续消化 4 h遥
1.4.2 消化残渣收集及指标检测

将锥形瓶中的残留物用去离子水完全冲洗到漏斗

中,真空抽滤,最终将残渣连同已知重量和燃烧值的无
氮干燥滤纸置于已知重量的称量瓶中,在 105 益的烘箱
中烘至恒重,称重,测定残渣能值,并计算离体消化能遥
1.5 测定指标及分析方法

测定指标院饲料燃烧值和残渣燃烧值遥 用 PARR
1281型全自动测热仪进行测定遥

离体消化能(MJ/kg)越{饲料样品重(g)伊饲料绝干物
质含量(%)伊饲料干物质燃烧值(Cal/g)原[绝干滤纸和残
渣总重(g)伊绝干滤纸和残渣的总燃烧值(Cal/g)原滤纸绝
干重(g)伊绝干滤纸的燃烧值(Cal/g冤]}伊4.18伊1 000(MJ/kg)/
饲料样品重渊g冤伊饲料绝干物质含量(%)遥
1.6 数据统计与分析

利用 Excel 2003对数据进行初步整理和分析,运
用 Origin professional 7.5 软件中的 Sigmoidal 模型进
行 S 曲线拟合, 并用 SAS 9.0进行方差分析和 Dun鄄
can爷s多重比较遥

拟合曲线模型: =A2+(A1-A2)/{1+exp[( - 0)/dx]}遥
A1和 A2为待定参数袁 分别表示 的最小值和最

大值曰exp表示自然对数底数 e的次幂曰 0表示 为最

大值一半时的 值遥
2 结果

2.1 玉米要杂粕型蛋鸡日粮中 NSP酶添加量与离体
消化能的关系

NSP 酶添加量与离体消化能的 S拟合曲线见图
1遥木聚糖酶和果胶酶添加量分别达到 800和 600 滋g/g
时袁离体消化能的改善值不显著袁说明酶和底物的结
合已达到饱和状态,S曲线趋于平稳曰茁-葡聚糖酶和纤
维素酶添加量达到 700 滋g/g时袁离体消化能改善程度

不显著遥 NSP酶添加剂量对蛋鸡日粮的能量调控效应
回归方程见表 2遥

10.6510.6010.5510.5010.4510.4010.3510.3010.2510.2010.1510.1010.0510.009.95 0 200 400 600 800

a

木聚糖酶添加量渊滋g/g冤
10.55
10.50
10.45
10.40
10.35
10.30
10.25
10.20
10.15
10.10
10.05
10.00

9.95 0 200 400 600 800

b

茁-葡聚糖酶添加量渊滋g/g冤
10.35
10.30
10.25
10.20
10.15
10.10
10.05
10.00

0 200 400 600 800

c

纤维素酶添加量渊滋g/g冤
10.50
10.45
10.40
10.35
10.30
10.25
10.20
10.15
10.10
10.05
10.00
9.95 0 200 400 600 800

d

果胶酶添加量渊滋g/g冤
图 1 NSP酶对蛋鸡玉米—杂粕型日粮能量

代谢调控 S拟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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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NSP酶对蛋鸡玉米要杂粕型日粮能量调控效应
比较

在玉米要杂粕型蛋鸡日粮中添加 NSP酶袁可提高
日粮的离体消化能,但不同酶提高程度不同(见图 2)遥
通过比较各回归方程中的 A2值(离体消化能最大改进
值)得出,4种 NSP酶对日粮离体消化能当量调控效应
依次为院木聚糖酶>茁-葡聚糖酶>果胶酶>纤维素酶遥

木聚糖酶 茁-葡聚糖酶 纤维素酶

0.6
0.5
0.4
0.3
0.2
0.1

0
果胶酶

图 2 NSP酶对蛋鸡玉米—杂粕型日粮能量调控效应比较

3 结论

随着添加量的增加袁非淀粉多糖酶对蛋鸡玉米要
杂粕型日粮的能量调控呈现剂量递增效应袁最后趋于
平衡遥加酶后的离体消化能值显著高于玉米要杂粕型
不加酶日粮组和玉米要豆粕型不加酶日粮组 (P﹤
0.05)遥本试验中木聚糖酶尧茁-葡聚糖酶尧纤维素酶和果
胶酶的最佳添加量分别为 800尧700尧700和 600 滋g/g遥
源种非淀粉多糖酶对蛋鸡玉米要杂粕型日粮的能量
调控效应顺序依次为院 木聚糖酶>茁-葡聚糖酶> 果胶
酶> 纤维素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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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NSP酶对蛋鸡玉米—杂粕型日粮能量当量调控的回归方程
酶种类
木聚糖酶
茁-葡聚糖酶
纤维素酶
果胶酶

回归方程
=10.621 9-0.635 4/{1+exp[渊 -446.612 3冤/146.000]}
=10.506 5-0.568 7/{1+exp[渊 -282.985 7冤/146.599]}
=10.361 2-0.346 4/{1+exp[渊 -468.488 0冤/93.931]}
=10.468 4-0.466 9/{1+exp[渊 -367.432 1冤/100.142]}

决定系数渊R2冤
0.996 1
0.996 4
0.993 9
0.998 9

P值
P<0.000 1
P<0.000 1
P<0.000 1
P<0.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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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03-12
绎 青海省科技厅成果推广类项目（2003-N-518）

摘 要 选择 18头临床表现健康的 3岁左右的去势公牦牛，随机分为 3组，每组 6头。试验 1组
为对照组，试验 2、3组为饲用纤维素复合酶的试验组，方法分别为：将酶制剂加到精料中和喷洒在麦
秸秆草上。结果表明，试验的 3个组之间牦牛的日采食量差异不显著（P>0.05），分别为 3 079.9 g、
2 966.57 g、2 953.23 g。干物质消化率和日增重分别为：对照组为 54.56%和 222.23 g、试验 2组为
59.13%和 317.46 g、试验 3组为 60.74%和 301.59 g。经分析，干物质消化率和日增重一样，两个试验组
与对照组相比呈明显提高趋势（P<0.01），但两个试验组差异不显著（P>0.05）。

关键词 牦牛；饲用纤维素复合酶;日采食量；消化率；日增重
中图分类号 S816.32

牦牛是青藏高原上重要的放牧家畜之一袁是藏民
的主要生活来源袁 其兴衰关系到高原牧民的生活水
平遥 但在青藏高原长达 7个月之久的枯草期里袁牧草
奇缺袁由此导致草原牲畜长期处于夏壮尧秋肥尧冬瘦尧
春死亡的恶性循环中[1]遥我国年产秸秆 6亿吨袁但利用
率很低[2]遥 饲用纤维素复合酶作为一种绿色饲料添加
剂袁能提高饲料的转化率以及动物的生产性能袁越来
越受到人们的重视[3]遥本试验研究在舍饲条件下袁用饲
用纤维素复合酶饲喂牦牛袁测定牦牛以小麦秸秆为粗
饲料的一些生理指标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

选择 18头临床表现健康的 3岁左右的去势公牦
牛袁随机分为 3组袁每组 6头遥试验 1组未加酶为对照
组袁试验 2组每次将 5 g纤维素复合酶制剂加到精料
中拌匀袁试验 3组每次将 5 g纤维素复合酶制剂用温
水稀释后喷洒在小麦秸秆上饲喂牦牛遥
1.2 酶制剂

本试验用的酶主要成分为 CMC酶尧 木聚糖酶尧
茁-葡聚糖酶尧果胶酶尧蛋白酶等酶种及维生素尧营养
均匀剂遥
1.3 日粮

日粮由粗料小麦秸秆和混合精料组成,先喂精料,
再喂粗料遥 混合精料的配合比例及营养水平见表 1遥

表 1 混合精料组成与营养水平

项目
含量

玉米渊豫冤
30.00

麦麸渊豫冤
10.00

菜籽饼渊豫冤
59.00

食盐渊豫冤
1.00

粗蛋白渊豫冤
21.09

粗脂肪渊豫冤
6.89

粗纤维渊豫冤
7.15

粗灰分渊豫冤
5.08

消化能(MJ/kg)
12.98

1.4 试验地点及时间

试验地点为青海省西宁市青海畜牧兽医科学院遥
试验从 2006年 11月 1日开始袁 到 11月 22日结束遥
预试期 14 d袁正试期 7 d遥
1.5 饲养管理

试验前对牦牛进行驱虫保健遥试验开始后每日上
午 8:30尧下午 16:30饲喂 2次袁精料每次每头喂 0.5 kg袁
粗料每次每头 1.5 kg遥自由采食尧饮水遥每天清扫牛棚
2次袁棚内自然通风遥

试验开始尧结束时清晨 8:00空腹称重遥 正试期内
记录每头牦牛剩余小麦秸秆的重量,用集粪袋收集粪
便,每天 3 次,时间分别为早 6:00尧中午 12:00 和下午
18:00遥
1.6 样品的采集与处理

日粮的采集院在正式试验期内袁每天取将要饲喂
给牦牛的日粮一少部分袁 然后将 7 d的样品混匀袁再
取一少部分作为分析样品遥

粪样的采集院在正试期内袁取每天每头牦牛排粪
量的 1/100分别放入大的铝盒中袁 立即在 60 益下烘
干遥 每头牦牛 7 d的粪样为一个分析样品遥

将所有样品风干尧粉碎尧过 40目筛袁放在 105 益
的烘箱内测定其干物质重遥
1.7 测定指标

记录牦牛的初重尧末重尧日采食量尧排粪量等指标,
由此计算牦牛的日增重尧日采食量以及干物质消化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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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数据处理与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SAS 9.0进行 ANOVA单因素方差
分析遥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饲用纤维素复合酶对牦牛日采食量及干物质消

化率的影响渊见表 2冤

从表 3可以看出,试验组的平均日增重与对照组
相比差异显著(P<0.05)袁试验 2组最好袁其次是试验 3
组遥 试验 2组牦牛平均日增重比对照组增加 42.85%袁
而两个处理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遥 韩增祥等[9]在
绵羊上的试验表明袁在日粮中添加纤维素复合酶的处
理组日增重比对照组有显著的提高袁 与本试验一致遥
Knownlton等[10]用纤维素酶饲喂奶牛袁试验组的日增重
比对照组也有显著提高遥
3 结论

在牦牛的日粮中添加饲用纤维素复合酶,无论是添
加在精料中,还是稀释后喷洒在粗料上,都可以提高牦
牛的日增重及对干物质的消化率,但对牦牛的日采食量
影响不大,两种饲喂方法对牦牛的影响差异不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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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添加纤维素复合酶对牦牛增重结果的影响

项目
试验 1组(对照组)
试验 2组
试验 3组

头均始重渊kg冤
137.17依1.81
137.00依3.10
138.83依1.29

增重渊kg冤
4.67依0.52
6.67依0.26
6.63依1.03

头均末重渊kg冤
141.83依1.29
143.67依2.84
145.17依0.26

平均日增重渊g冤
222.23依24.59a
317.46依12.30b

301.59依49.18b

比对照组增加的幅度渊%冤
-

42.85
35.71

由表 2可以看出,添加饲用纤维素复合酶后,试验组
牦牛的干物质日采食量比对照组有所下降, 但差异不显
著(P>0.05)遥导致牦牛干物质日采食量下降的原因可能是
添加纤维素复合酶后, 产生了大量的挥发性脂肪酸
(VFA)遥 VFA是影响反刍动物采食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瘤
胃对 VFA吸收较快, 大量的 VFA进入血液并随其浓度
的升高反馈性作用于食物调节中枢,导致采食量下降[4]遥

排粪量与采食量一样,试验组比对照组也有所下
降,但差异显著(P<0.05)遥张宝成[5]给绵羊日粮按 0.12
1 000的比例添加的纤维素复合酶袁 粪便的排出比对
照组减少袁差异显著袁与本试验的结论一致遥

纤维素复合酶作为饲料酶,一方面降解饲料中不

溶性的细胞壁,使其中的淀粉和蛋白质得到利用;另一
方面消除了饲料中影响营养物质吸收的抗营养因子

(茁-葡聚糖尧木聚糖和木葡聚糖)袁改善消化道内环境,
提高纤维素的利用价值[6]遥 从表 2可以看出,添加饲用
纤维素酶制剂后,饲料干物质的消化率有所提高,对照
组为 54.56%,而两个试验组分别为 59.13%和 60.74%,
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但两个试验组
之间相比差异不显著 (P>0.05)遥 这一结果与 TiTi 等
(2003)[7]在奶牛上的试验结果一致遥 刘选珍等[8]将纤维
素酶喷洒在竹子上饲喂病弱的大熊猫,干物质的消化
率也比对照组有明显的提高遥
2.2 饲用纤维素复合酶对牦牛增重的影响渊见表 3冤

项目
试验 1组(对照组)
试验 2组
试验 3组

平均干物质日采食量(g)
3 079.90依123.94a

2 966.57依87.79a

2 953.23依25.82a

平均日排粪量(g)
1 397.50依1.70a

1 212.78依53.71b
1 159.30依20.76b

干物质消化率(%)
54.56依1.94a

59.13依0.59b

60.74依1.05b

表 2 饲用纤维素复合酶对牦牛日采食量及干物质消化率的影响

注院1.表中同列数据肩注有相同字母表示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表同遥
2.平均日排粪量按干物质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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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用 60头日龄相当、体重约 20 kg的生长猪研究饲粮中用大麦替代 30豫的玉米并添加
茁-葡聚糖酶、纤维素酶、木聚糖酶对生长猪生产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用大麦替代玉米并添加 茁-葡聚
糖酶等酶制剂对生长猪生产性能有显著影响, 添加酶制剂能显著提高生长猪的日增重和饲料利用效率,
试验 1组和试验 2组平均日增重分别比对照组提高了 6.53豫和 12.76豫。

关键词 茁-葡聚糖酶；纤维素酶；木聚糖酶；大麦
中图分类号 S816.7

何 勇 薛立新 周立国 李 军

何勇，肇东市日成酶制剂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151100，
黑龙江省肇东市八仙路 362号。
薛立新、周立国、李军，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7-04-04

非淀粉多糖(NSP)分为水溶性和水不溶性两种袁
是禾本科高等植物(谷物类)细胞壁的多糖成分袁在大
麦尧燕麦尧高粱尧大米和小麦等谷物胚乳细胞壁中的含
量尤为丰富遥 由于非淀粉多糖会包裹一些营养物质袁
使消化酶不能接触底物袁 从而降低饲料的营养价值遥
特别是其中所含的 茁-葡聚糖尧木聚糖等具有水溶性袁
可以使饲料在动物肠道中具有很大的粘性袁给动物的
生长和生产带来负面影响袁因而 茁-葡聚糖尧木聚糖等
非淀粉多糖通常被认为具有抗营养的特性袁限制了饲
料中谷物类原料的营养利用遥 通过在饲料中添加 茁-
葡聚糖酶尧木聚糖酶尧纤维素酶可有效降解非淀粉多
糖的负面作用袁对谷物类原料袁特别是大麦尧燕麦等在
饲料中的大量使用创造了条件[1]遥

1 材料与方法

1援1 试验材料

酶制剂由肇东市日成酶制剂有限公司生产的 茁-
葡聚糖酶 10 000 U/g尧纤维素酶 10 000 U/g尧木聚糖酶
10 000 U/g袁建议添加量分别为每吨全价料添加 茁-葡
聚糖酶 100~500 g尧 纤维素酶 100~200 g尧 木聚糖酶
100~200 g遥
1援2 试验设计

选择 60头日龄相当尧 体重约 20 kg的生长猪随
机分成 3 组袁即对照组尧试验 1组尧试验 2 组袁每组 2
个重复袁每个重复 10头猪袁每组公母比例相同遥 试验
猪喂养在同一栋猪舍袁猪栏朝向一致袁试验分组及日
粮组成见表 1遥

项目

日粮

对照组渊不加酶冤

65%玉米+浓缩料

试验 1组
30%大麦+35%玉米+浓缩料
茁-葡聚糖酶 150 g/t
纤维素酶 100 g/t
木聚糖酶 150 g/t

试验 2组
30%大麦+35%玉米+浓缩料
茁-葡聚糖酶 250 g/t
纤维素酶 100 g/t
木聚糖酶 150 g/t

表 1 试验分组及日粮组成

试验全期对照组试猪采用玉米要豆粕型饲粮袁试
验组用大麦替代部分玉米袁基础日粮配方见表 2遥

表 2 试验基础日粮配方（%）
原料
玉米
大麦
豆粕
棉粕
麸皮
预混料

对照组
65
原
15
5

11
4

试验 1组或试验 2组
35
30
15
原
16
4

1援3 饲养管理

试验在江苏盐城养猪场进行袁 时间为 2006年 8
月 20日至 9月 16日袁共 27 d遥 试验组预试 15 d后进
行正式试验袁正式试验开始时袁组间体重差异不显著
渊P>0.05冤遥 试验猪投食方法以一定时间内吃饱不剩食
为原则袁自由饮水遥 防疫消毒工作与其它日常管理按
猪场常规程序执行遥
1援4 试验结果

试验期内由专人负责投料袁每天清晨对猪的重量
进行统计袁试验期内每 4 d 做一个平均统计袁以此来
确定添加非淀粉多糖类酶制剂对猪日增重的影响渊见
表 3冤遥

从表 3可以看出袁通过在试验 1组和试验 2组日
粮中添加 茁-葡聚糖酶尧纤维素酶及木聚糖酶袁猪在试
验期渊15耀27 d冤的 3阶段平均日增重分别比对照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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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 6.53豫和 12.76豫袁而且在添加了酶制剂的 2个试
验组中无一例腹泻发生曰 表 3也验证了通过添加 茁-
葡聚糖酶尧纤维素酶及木聚糖酶袁用大麦替代玉米的
可行性遥 在纤维素酶和木聚糖酶添加量不变的情况
下袁通过增加 茁-葡聚糖酶的添加量袁可进一步提高猪
的日增重袁 试验 2 组的日增重比试验 1 组提高了
5.85%曰 以此确定酶制剂的最适组合为试验 2组袁即
茁-葡聚糖酶尧 纤维素酶尧 木聚糖酶的添加量分别为
250尧100尧150 g/t遥

表 3 酶制剂对各试验组猪平均日增重的影响（g/d）
日龄
0~15日龄
15~19日龄
19~23日龄
23~27日龄

对照组
812.52
808.65
810.38
822.12

试验 1组
796.37
818.75
865.37
916.45

试验 2组
805.16
855.25
902.17
995.28

2 效益与分析

表 4 大麦日粮加酶量及加酶后与原日粮组成成本对比

对照组
300

450

试验 1组
300
0.15
0.1
0.15

285.1

试验 2组
300
0.25
0.1
0.15

290.1

原料添加量渊kg冤
1.5
0.9
50
40
24

价格渊元/kg冤
玉米
大麦
茁-葡聚糖酶
纤维素酶
木聚糖酶
成本(元)

项目

从表 4可以看出袁用大麦替代玉米后袁加上用酶
成本袁试验 1组和试验 2组的饲料成本分别较原配方
降低了 164.9元/t和 159.9元/t遥 而且饲料总的营养水
平没有降低袁增重效果显著遥按生猪 8元/kg计袁试验 1
组每头猪的平均日增重收益较对照组增加了 0.43
元袁试验 2组增加了 0.83元遥
3 结论

3援1 许多研究表明袁用小麦尧大麦等作物作为畜禽的
能量饲料袁其饲喂效果不如玉米袁这是因为小麦尧大麦
等作物籽实的细胞壁中存在更多的 茁-葡聚糖尧 木聚
糖等非淀粉多糖,尤其在大麦及燕麦类中 茁-葡聚糖含
量更高袁达 3.9%袁严重阻碍了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5]遥
另外袁几乎所有的植物性饲料原料的籽实细胞壁中都
或多或少的含有 茁-葡聚糖尧木聚糖尧果胶等抗营养因
子和纤维素尧半纤维素等难以消化的物质袁这些非淀
粉多糖类物质的存在袁一方面阻碍了动物内源消化酶
与细胞内营养物质的相互作用曰另一方面在动物肠道
内形成粘性物质附着在营养物质和消化道粘膜上袁严
重影响饲料中营养物质的释放和消化袁排泄到动物体

外加大环境污染遥 通过添加 茁-葡聚糖酶和纤维素酶袁
能够有效的消除植物性饲料原料中粘性多糖的抗营

养作用袁提高饲料中营养素的消化率和代谢能袁提高
畜禽生产性能和免疫力[6]遥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通过添加酶制剂袁在以大麦为
主的日粮中袁猪的日增重较玉米日粮组成的饲料有明
显的改善袁降低了饲养成本袁每头猪的净利润也有了
很大的提高袁证明了酶制剂在大麦替代玉米的饲料中
应用的可行性袁 通过添加 茁-葡聚糖酶使饲料的营养
代谢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遥 在玉米供应不足尧价格与
大麦相差很大的情况下袁 对于开发新的饲料资源尧保
护环境尧提高养殖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遥
3援2 茁-葡聚糖酶尧纤维素酶尧木聚糖酶等非淀粉多糖
酶作为一种新型的饲料添加剂袁为开辟新的饲料资源
和挖掘畜禽最大生产性能提供了可能性遥大量的试验
表明袁酶制剂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发挥其作用院参与细
胞壁降解袁使酶与底物充分接触袁增进现有养分的消
化曰水解非淀粉多糖渊NSP冤袁降低消化道内容物的粘
度曰消除抗营养因子曰补充内源酶不足袁改进动物自身
肠道酶的作用效果曰使某些成分在消化道内的消化位
点转移袁如 NSP的消化由大肠转入小肠袁使消化后的
营养素更易于吸收曰 改变消化道内菌群分布渊Dierik袁
1996冤遥 酶制剂袁特别是 茁-葡聚糖酶作为一种新型饲
料添加剂袁不仅能降低饲料成本尧改善饲料品质袁还可
以增强动物免疫力尧提高动物生产性能尧减少疾病与
环境污染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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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大伟 华雪铭 周洪琪

摘 要 以初始体重为（1.04依0.01）g的草鱼为研究对象，在基础饲料中分别添加 0%（对照组）、
0.25%、0.50%、0.75%、1.00%的壳聚糖制成 5种试验饲料，在室内控温、24 h充气的循环水族箱中进行
为期 70 d的生长试验，测定试验鱼的生长率和对嗜水气单胞菌的抗感染能力。结果表明，壳聚糖对草
鱼的生长、对嗜水气单胞菌的抗感染能力有显著的影响(P<0.05)；试验鱼的生长率、抗病能力随着壳聚
糖添加量的增加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0.50%和 0.75%壳聚糖组相对增重率最大、对嗜水气单胞菌
的抗感染能力最强，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但两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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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草鱼野三病冶流行,草鱼出血病又出现传染
性强尧死亡率高的趋势,由于养殖过程中大量抗生素尧
有机农药以及防病抗病药物的长期使用袁已严重污染
了养殖水体,药物残留影响了水产品的品质,危害人类
健康,严重制约着草鱼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鱼类
免疫增强剂的研究日益被广大学者所重视遥 壳聚糖作
为免疫增强剂的一种, 在水产动物上的应用也倍受关
注遥 壳聚糖(Chitosan)是由甲壳素(chitin)脱乙酰基得到
的生物高分子化合物 [(1袁4)-2-氨基-2-脱氧-茁-D-葡
聚糖],是天然物质中唯一的碱性多糖,也是少数带电荷
的天然产物遥壳聚糖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可以提高鱼
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1-3]遥除此以外,壳聚糖还具有促
生长尧降脂等作用 [4袁5]遥 本文以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a)为研究对象袁研究壳聚糖对其生长和抗病能力
的影响,为壳聚糖在草鱼饲料上的应用提供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壳聚糖由本项目组自行提取曰试验用草鱼[体重
渊1.04依0.01冤g] 购自上海孙桥良种场曰 嗜水气单胞菌
(Aeromonas hydrophila)取自本实验室遥
1.2 试验设计及饲料制作

采用单因子浓度梯度法,分为 5个试验组袁分别
在基础饲料中添加 0豫(对照组)尧0.25%尧0.50%尧0.75%
和 1.00%的壳聚糖,每组设 3个重复曰以粉料为载体按
试验设计掺入壳聚糖袁用逐级扩大的方法将壳聚糖和
基础饲料混合均匀, 然后加工成直径为 2.5 mm的颗
粒饲料,晒干备用遥 基础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见表 1遥

表 1 基础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
原料
豆粕
菜粕
次粉
棉粕
米糠
鱼粉
沸石粉
多维
多矿
蛋氨酸
壳聚糖
营养水平
粗蛋白
粗脂肪
水分
灰分

对照组
25
20

24.85
10
10
5
4

0.4
0.6

0.15
0

34.77
1.22
11.00
10.68

0.25%组
25
20

24.85
10
10
5

3.75
0.4
0.6
0.15
0.25

34.83
1.25

11.59
10.66

0.50%组
25
20

24.85
10
10
5

3.50
0.4
0.6
0.15
0.50
34.91
1.22
11.37
10.75

0.75%组
25
20

24.85
10
10
5

3.25
0.4
0.6

0.15
0.75
35.00
1.27
11.21
10.84

1.00%组
25
20

24.85
10
10
5
3

0.4
0.6
0.15
1.00

35.09
1.28

11.40
10.59

注院试验以干物质计遥
1.3 饲养管理

挑选规格相近的草鱼饲养在本校养殖实验室 15
个控温尧24 h充气尧具有水处理的循环水族箱(70 cm伊
60 cm伊50 cm)中,每箱 30尾鱼遥 试验前驯养 1周,期间
投喂基础饲料遥 7月 15日至 9月 24日进行饲养试验,
每天投喂 3 次 (8:00尧12:00尧16:00),日投喂量为鱼体重
的 15豫,随着试验的进行日投喂量适时调整遥试验期间,
水温渊25依1冤 益袁DO浓度>5 mg/l袁NH3-N浓度<0.3 mg/l袁
pH值 7.9耀8.3遥
1.4 攻毒试验

嗜水气单胞菌活化 3次袁经预试验确定攻毒的浓
度为 4伊107 CFU/ml袁 注射剂量为 0.1 ml/尾袁 攻毒 5 d
后袁草鱼死亡趋于稳定遥 记录攻毒之后 10 d各组鱼的
累积死亡数袁并计算相对免疫保护率(Relative Percent
Survival袁RPS)袁试验重复一次遥

RPS(%)=渊1-免疫组死亡率
对照组死亡率

冤遥
1.5 数据统计

采用 Spss 分析软件进行单因子方差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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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can爷s多重比较遥
2 试验结果

2.1 壳聚糖对草鱼相对增重率的影响

70 d的饲养试验结果表明袁壳聚糖对草鱼生长具
有不同程度影响渊见表 2冤遥0.50%组和 0.75%组的草鱼
生长无显著差异袁 相对增重率分别为 1 109.26%和
1 121.96%,显著高于对照组和 0.25%组曰0.50%组草鱼
的相对增重率与 1.00%组相比无显著差异,0.75%组草

鱼相对增重率显著高于 1.00%组遥
2.2 壳聚糖对草鱼抗感染能力的影响

草鱼受到嗜水气单胞菌的人工感染后袁相继出现
死亡袁第 2 d和第 3 d死亡最多袁从攻毒后第 5 d到第
10 d没有出现死亡遥壳聚糖对试验鱼的抗感染能力具
有显著的影响 (见表 2)袁 其中添加量为 0.50%尧0.75%
时袁草鱼的死亡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袁免疫保护率显著
高于对照组遥

壳聚糖水平
对照组

0.25%组
0.50%组
0.75%组
1.00%组

初重 (g)
1.03依0.029
1.05依0.017
1.04依0.010
1.03依0.035
1.05依0.033

终重 (g)
9.35依0.68a
9.85依0.19ab
12.09依0.92cd
12.21依1.19cd
10.71依0.58bc

相对增重率(豫)
833.47依70.12a
885.36依19.24ab

1 109.26依91.69cd
1 121.96依79.81d
944.90依93.91bc

死亡率(豫)
83.34依4.72b
76.67依4.72ab
66.67依0.00a
70.00依4.71a
76.67依4.72ab

免疫保护率(豫)
0.00依0.00a
8.00依5.66ab
20.00依0.00c
16.00依5.65bc
8.00依5.66ab

表 2 壳聚糖对草鱼增重率和免疫保护率的影响

注院同列数据不同肩标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遥
3 讨论

3援1 壳聚糖对草鱼生长的影响

本研究饲料中添加适量的壳聚糖对草鱼的生长

具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促生长作用并不随着壳聚糖添
加量的增加而不断增强遥 Vinod等[6]报道,在饲料中添加
0.5豫壳聚糖对斑节对虾具有显著的促生长作用,与本
试验结果相一致遥 于东祥等[7]对真鲷的研究报道,饲料
中添加 0.5豫和 1.0豫的甲壳胺可以提高真鲷的相对增
重率,并且 0.5豫的添加效果比 1.0豫的效果好遥 华雪铭[8]

等对暗纹东方鲀(Fugu obscuru)幼鱼尧陈勇等 [9]对异育
银鲫的研究得出类似的结果院 在饲料中添加 0.2豫壳
聚糖能促进暗纹东方鲀的生长,添加 0.5豫壳聚糖能促
进异育银鲫的生长袁若过量添加,这种促生长作用有
减缓趋势遥 Shiau等[10]对尼奥罗非鱼的研究表明,罗非
鱼增重率随壳聚糖添加量(2豫尧5豫尧10豫)的增加而降
低,10豫壳聚糖会抑制罗非鱼的生长和降低饲料转化
率遥 在本试验条件下,壳聚糖的适宜添加量为 0.50%遥
3援2 壳聚糖对草鱼抗病能力的影响

在本试验条件下,壳聚糖能增强草鱼对嗜水气单
胞菌的抗感染能力,这与 Ayyaru等[11]对鲤鱼的研究结
果相似遥 Ayyaru等的研究发现,饲料中添加 1%壳聚糖
可以提高鲤鱼对嗜水气单胞菌的抗病能力和成活率遥
陈云波等[12]认为,壳聚糖添加量过大,异育银鲫对嗜水
气单胞菌的抗感染能力减弱遥这与本试验的研究结果
一致,即壳聚糖的添加量大于 0.50%时,草鱼对嗜水气
单胞菌的抗感染能力减弱遥 可能原因是,高剂量免疫增
强剂不仅不会增强免疫效果,反而会抑制免疫反应[13]遥

本试验条件下袁依据壳聚糖对草鱼生长及抗嗜水
气单胞菌感染能力的影响袁壳聚糖在草鱼饲料中的适
宜添加量为 0.5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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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翘嘴红 各器官、组织中 4种微量元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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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野生翘嘴红 各器官组织中，铁、锌在铁、锌、铜、锰 4种元素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这 2
种元素占 4种元素总量的 80%左右；铁在 4种元素中占的比重最大，接近或超过 70%。铜在肝脏中含
量[（151.9依3.19）mg/kg]远远高于其它器官组织；铁则在脾脏中含量[（1393.7依66.2）mg/kg]较高；锰在鳃
盖骨中含量[（26.64依1.84）mg/kg]较高；锌在肝脏中含量[（302.69+8.95）mg/kg]较高。

关键词 翘嘴红 ；微量元素；铜；铁；锰；锌

中图分类号 S917
翘嘴红 [Erythroculter ilishaefoumis渊Bleeker冤]隶

属鲤形目鲤科 亚科红 属袁广泛分布在长江流域及
附属湖泊袁是肉食性名贵鱼类,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
市场前景广阔遥 由于过度捕捞等原因袁翘嘴红 天然

资源量日益减少袁而对其研究的报道又很少袁因此有
必要开展对翘嘴红 生长尧 生理等方面进行研究袁为
其生物学的研究和配合饲料的研制提供基础数据和

参考袁促进翘嘴红 的大规模人工养殖遥
微量元素在水生动物体内虽然含量极少袁但在生

理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遥 铜尧铁尧锰尧锌是 4种最重要
的微量元素袁对机体正常生理活动的维持尧生长尧发育
等具有重要的生理尧营养作用遥同时袁由于水生动物可
以直接吸收和利用水域环境中的矿物质元素袁其机体
矿物质元素的组成和含量具有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征遥
因此袁了解鱼类肌肉及其器官组织矿物质元素含量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袁而国内此类研究资料非常
有限遥本试验主要是分析翘嘴红 各器官尧组织中铜尧
铁尧锰尧锌的含量袁除得到翘嘴红 4种矿物质元素的
基础数据外袁也为后继翘嘴红 的养殖尧营养尧饲料的
研究和开发提供参考依据遥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用鱼

翘嘴红 捕捞于太湖袁体重为 600耀1 000 g/尾袁共

12尾袁随机分为 3组袁每组 4尾遥
1.2 试验鱼处理

采用常规的解剖方法获取翘嘴红 的肌肉尧肝
脏尧脾脏尧心脏尧脑尧性腺尧头骨尧脊椎骨尧肾脏尧肠道尧鳍
条尧鳞片尧鳃盖骨袁样品在 70 益烘箱中烘至恒重袁然后
将样品磨碎袁于干燥器中保存遥
1.3 样品消化

样品的消化参照刘福岭的方法遥 准确称取样品
0.500 0 g袁置于 30 ml的瓷坩埚中袁先于电炉上小心炭
化(直到不冒烟为止)袁然后移入 550 益的高温消化炉
中灰化 6 h(灰化后样品呈灰白色)袁取出袁冷却至室温
后袁加入硝酸与高氯酸的混合酸(41)10 ml袁放置 5 h
以上渊最好过夜冤曰然后在电炉上小心用小火加热袁蒸
煮 30 min袁使灰化样品溶解渊黑色碳粒消失冤袁但不能
使溶液蒸干袁必要时可以滴加混合酸袁直至炭化颗粒
消失曰再加 10耀20 ml的蒸馏水继续蒸煮 15 min袁除去
样品液中的硝酸遥 冷却后用 25 ml的容量瓶定容尧待
测遥 以不加样品袁用同样的方法获取的试液作为空白
对照遥
1.4 样品分析

主要测定翘嘴红 肌肉尧肝脏尧脾脏尧心脏尧脑尧性
腺尧头骨尧脊椎骨尧肾脏尧肠道尧鳍条尧鳞片尧鳃盖骨中
Cu尧Fe尧Mn尧Zn的含量遥样品的测定采用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渊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atomic
emission spectrometry,ICP-AES冤遥
1.5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对数据进行处理遥
2 试验结果

分析得到翘嘴红 肌肉尧肝脏尧脾脏尧心脏尧性腺尧
头骨尧脊椎骨尧肾脏尧肠道尧鳍条尧鳞片及鳃盖骨中 Cu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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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尧Mn尧Zn的含量袁结果见表 1遥 各组织尧器官中 Cu尧
Fe尧Mn尧Zn含量占4种元素总量的百分比见表 2遥
表 1 翘嘴红 各器官、组织中 4种微量矿物质元素

的含量（mg/kg）
器官尧组织
脾脏
卵巢
肾脏
心脏
肌肉
肠道
鳍条
鳞片
肝脏
精巢
脊椎骨
头骨
鳃盖骨

Cu
22.60依1.09
31.19依2.17
20.46依3.58
26.12依2.25
12.40依0.56
21.70依2.28
12.87依0.78
12.68依0.11
151.9依3.19

49.571+3.08
10.96依0.45
12.64依0.07
12.38依0.62

Fe
1 393.7依66.2
209.78依10.6
368.02依16.6
638.51依21.3
69.524依6.24
340.55依72.7
200.73依19.6
295.95依19.9
1 038.3依26.5
204.67依10.9
67.457依6.00
74.804依15.9
70.186依9.52

Mn
0.76依0.21
0.77依0.23
2.16依0.13
2.82依0.31
0.65依0.02
2.04依0.03
26.02依1.2
16.8依0.04
3.46依0.31
1.51依0.29
21.46+0.16
25.48依0.23
26.64依1.84

Zn
53.36依2.18
110.32依6.2
72.49依6.18
88.46依4.27
36.59依0.84
120.92依3.3
199.9依54.9
201.5依0.93
302.69+8.95
75.82依7.36
72.79依0.39
86.8依1.78
75.9依10.4

表 2 翘嘴红 各器官、组织中 Cu、Fe、Mn、Zn
含量占 4种元素总量百分比（%）

器官尧组织
脾脏
卵巢
肾脏
心脏
肌肉
肠道
鳍条
鳞片
肝脏
精巢
脊椎骨
头骨
鳃盖骨

Cu
1.53
8.85
4.41
3.45
10.4
4.47
2.92
2.40
10.15
14.95
6.34
6.32
6.68

Fe
94.78
59.58
79.46
84.46
58.34
70.18
45.67
56.16
69.38
61.72
39.06
37.45
37.91

Mn
0.05
0.21
0.46
0.37
0.54
0.42
5.92
3.18
0.23
0.45
12.42
12.75
14.39

Zn
3.62

31.33
15.65
11.7
30.7

24.92
45.48
38.24
20.22
22.86
42.15
43.46
41.00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袁铁尧锌在 4种元素中所占的
比重较大袁2种元素占 4种元素总量的 80%左右曰铁
在 4种元素中占的比重最大袁接近或超过 70%遥 表明
铁尧锌含量占翘嘴红 器官组织的微量元素总量的比

重较大遥
2.1 Cu在器官尧组织中的分布

Cu虽然不是血红蛋白的成分,但为血红蛋白的合
成和红细胞的成熟所必需,也是鱼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之一遥 它是许多酶如赖氨酰氧化酶尧超氧化物歧化酶
和细胞色素 C氧化酶等生物酶的构成成分,其生理功
能也极其多样化遥 肝脏是动物储存铜的主要器官,同
时适量的铜对卵的孵化尧幼体发育是必需的遥从表 1可
以看出袁Cu在翘嘴红 肝脏中含量[(151.9依3.19) mg/kg]
最高,其次是精巢尧卵巢尧心脏尧脾脏等遥 而脊椎骨中的
Cu 的含量[(10.96依0.45) mg/kg]最低袁其次鳃盖骨尧肌
肉尧头骨尧鳞片等中 Cu的含量较低遥

2.2 Fe在器官尧组织中的分布
Fe是动物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遥 它的主要

功能是构成血红蛋白袁参与氧气的运输曰是肌红蛋白
及细胞色素酶尧过氧化物酶等的必需组成成分遥 血红
蛋白是红细胞中氧的载体袁它的形成主要在鱼脾脏的
淋巴髓质组织袁而陆生动物主要在骨髓遥 Fe对机体免
疫机制具有重要作用, 因为 Fe是核酸还原酶和生物
氧化过程中某些酶(黄嘌呤氧化酶尧琥珀酸脱氢酶等)
的活性中心或辅酶, 缺铁会影响这些酶的活性, 从而
影响 DNA的合成和 T淋巴细胞的增殖, 使外周血液
T淋巴细胞数量减少, 影响浆细胞对免疫球蛋白的合
成, 使吞噬细胞活性受损, 导致杀伤力降低遥

本试验发现袁Fe在翘嘴红 的脾脏中含量[(1 393.7依
66.2) mg/kg]最高袁其次是肝脏[(1 038.3依26.5) mg/kg]尧
心脏[(638.51依21.3) mg/kg]尧肾脏尧肠道袁而在脊椎骨中
含量[(67.457依6.00) mg/kg]最低遥 在这些器官中袁脾脏
是胚胎阶段重要的造血器官袁是血细胞的重要的储存
库袁是血液有效的过滤器官袁同时脾脏具有产生免疫
反应的重要功能袁因此袁在脾脏中 Fe的含量最高遥
2.3 Mn在器官尧组织中的分布

Mn也是多种酶的激活剂袁 能激活多种糖基转移
酶和脱羧酶袁在三羧酸循环中起重要作用遥Mn与鱼类
骨骼的正常发育关系密切袁因此袁Mn在鱼类骨骼中含
量很高遥从表 1中可以看出袁Mn在翘嘴红 的鳃盖骨

中含量[渊26.64依1.84冤 mg/kg]最高,其次是鳍条[渊26.02依
1.2冤 mg/kg]尧头骨[渊25.48依0.23冤 mg/kg]尧脊椎骨[渊21.46+
0.16冤 mg/kg],符合 Mn在鱼体内的分布规律遥 Mn在肌
肉中含量[渊0.65依0.02冤 mg/kg]最低遥
2.4 Zn在器官尧组织中的分布

Zn是碳酸酐酶尧碱性磷酸酶尧谷氨酸脱氢酶等许
多酶的成分或激活剂, 还是胰岛素结构和功能所必需
的成分遥 Zn是鱼类必需的微量元素,几乎所有的免疫
反应表现都依赖于足够的 Zn水平遥 Zn缺乏时则表现
为抗体减少, 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和非特异性细胞
毒细胞(NCC)功能受损,巨噬细胞吞噬能力和胞内杀伤
能力降低遥在翘嘴红 各器官尧组织中,Zn的含量差异不
显著遥 其中,肝脏中 Zn的含量[(302.69+8.95) mg/kg]最高,
其次是鳞片尧鳍条,而肌肉中含量[(36.59依0.84) mg/kg]
最低遥 至于产生这种分布规律的原因袁Allen认为肝脏
发挥解毒作用时袁组织内可诱导产生大量结合重金属
的金属硫蛋白渊Metallothioneins袁MT冤袁使肝脏成为鱼
体内蓄积重金属的主要部位遥

综上所述袁在翘嘴红 的器官组织中袁Cu主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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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肝脏中袁其次是精巢尧卵巢尧心脏尧脾脏曰Fe主要分
布在脾脏袁其次是肝脏尧心脏尧肾脏曰Mn主要分布在鳃
盖骨袁其次是鳍条尧头骨尧脊椎骨曰Zn 主要分布在肝
脏袁其次是鳞片尧鳍条遥
3 讨论

矿物元素是维持生命及正常的新陈代谢所必需

的物质袁 日常膳食中的含量尤显重要遥 而微量元素
Cu尧Fe尧Mn尧Zn等在鱼体内含量虽少袁但具有十分重要
的生理功能袁如酶的辅基成分或酶的激活剂尧骨骼的
形成尧造血尧调节渗透压等遥 若微量元素缺乏或过多袁
都会使鱼体产生各种不良的症状遥

本试验发现,铜在翘嘴红 肝脏中含量 [渊151.9依
3.19) mg/kg]远远高于其它器官组织,肝脏中铜锌超氧
化物歧化酶 (Cu-Zn-SOD) 和心脏细胞色素 C氧化酶
(CCO)活性是反映鱼体内铜状况的最灵敏指标曰缺铜
时斑点叉尾 (Ictaluruspunctatus)肝脏 Cu-Zn-SOD和
心脏 CCO的活性降低, 这一点与哺乳动物相似遥铁则
在脾脏中含量[(1 393.7依66.2) mg/kg]较高袁铁是核酸还
原酶和生物氧化过程中某些酶(黄嘌呤氧化酶尧琥珀
酸脱氢酶等)的活性中心或辅酶曰缺铁会影响这些酶
的活性, 从而影响 DNA 的合成和 T淋巴细胞的增殖袁
这些都是血液中的重要免疫机制袁而脾脏是胚胎阶段
重要的造血器官袁是血细胞重要的储存库袁所以脾脏
中含量较高遥 锰在鳃盖骨中含量[渊26.64依1.84冤 mg/kg]
较高袁 锰与鱼类骨骼尧 鳍条的正常发育关系密切袁因
此袁本试验中鱼鳍条尧骨骼中锰的含量均比较高遥锌在
肝脏中含量[渊302.69依8.95冤 mg/kg]较高袁适当浓度的锌
进入内环境后对维持细胞膜结构及功能具有重要意

义袁锌离子通过抑制金属催化的脂质过氧化反应使原
生质和内膜处于稳定状态袁适当浓度的锌对鱼类的繁
殖发育是有利的遥

微量元素作为矿物质元素营养的一部分袁在动物
生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遥微量元素之间的协同与
拮抗关系袁直接影响着微量元素乃至整个营养的代谢
与利用袁甚至影响到器官的正常功能及动物的生长发
育遥 目前袁矿物质元素对水产动物的影响的研究还处
于起步阶段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袁矿物质元素在水
产养殖中的应用将更加科学规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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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软胶囊对虹鳟鱼生长影响的初步研究
徐奇友 许 红 李 婵 白庆利

徐奇友,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150070,
黑龙江哈尔滨道里区河松街 232号。
许红、李婵、白庆利（通讯作者），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

作者。

收稿日期：2007-04-04

摘 要 试验研究了饲喂脂肪软胶囊对虹鳟鱼的生长和体成分的影响。试验共分 4个处理组，每
个处理组 4个重复，每个重复 8尾鱼。处理 1组饲喂颗粒饲料，处理 2组和处理 3组在处理 1组基础
上分别另饲喂占颗粒饲料的 30%和 40%的脂肪软胶囊，处理 4组饲喂进口高能膨化饲料。试验结果表
明：与处理 1组相比，处理 2组显著提高了虹鳟鱼终末体重（P约0.05），处理 3组也表现出提高的趋势，
但差异不显著（P跃0.05）。但与处理 4组相比，处理 2组（P跃0.05）和处理 3组（P约0.05）虹鳟鱼终末体重都
下降。处理 2组和处理 3组虹鳟鱼增重率和特定生长率与处理 1组相比都表现出提高的趋势，但差异
不显著（P跃0.05），与处理 4组相比都显著下降（P约0.05）。处理 1组和处理 2组与处理 3组和处理 4组
相比肥满度也显著降低（P约0.05）。与处理 4组相比，其它处理组饵料系数也显著升高（P约0.05）。与处理
1组相比，处理 3组显著提高了体脂肪含量（P约0.05），降低了体水分含量（P约0.05），粗蛋白含量也提高
（P跃0.05）。其它处理组差异不显著，但处理 2组和处理 4组体脂肪也表现出明显的提高趋势，处理 4组
的体水分也表现出降低趋势。

关键词 虹鳟鱼；脂肪软胶囊；生长；体成分

中图分类号 S963.73
虹鳟鱼等冷水性鱼类对脂肪的需求量大袁所以商

业性饲料生产一般采用膨化工艺袁生产的膨化饲料脂
肪含量可高达 30%以上遥 但由于膨化设备价格昂贵袁
加工费用较高袁造成膨化饲料成本较高遥 脂肪软胶囊
是通过软胶囊设备把脂肪包起来袁主要应用于人的保
健品生产遥 对于脂肪软胶囊能否用于饲喂虹鳟鱼袁满
足其对脂肪的需求还未见报道袁 对此进行了初步研
究袁希望能找到一种新的饲料形式 遥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脂肪软胶囊由北京鑫航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惠

赠袁试验用鱼产自渤海冷水鱼实验站遥
1.2 试验分组

试验共分 4个处理组袁 每个处理组 4个重复袁每
个重复 8尾鱼遥 处理 1组饲喂 5 mm颗粒饲料袁 由黑
龙江水产研究所饵料厂生产袁试验日粮配方及营养成
分见表 1遥 处理 2组和处理 3组饲喂 5 mm颗粒饲料
外袁 分别另饲喂占颗粒饲料 30%和 40%的脂肪软胶
囊遥 处理 4组饲喂进口高能膨化饲料遥

表 1 基础日粮配方及营养成分含量（豫）
成分
啤酒酵母
次粉
豆粕
DDGS
血粉
鱼粉
玉米蛋白
大豆磷脂
鱼油
磷酸二氢钙
预混剂
合计
营养水平
粗蛋白
粗脂肪

含量
3.0
16.5
30
6.0
8.0
20.0
8.0
1
5
1

1.5
100.0
43.78
5.22

注院1.预混剂为每千克饲料提供 VC 0.1豫尧胆碱 0.2豫尧抗氧化剂
0.025豫尧防霉剂 0.05豫尧甜菜碱 0.1豫曰

2.每千克饲料含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为院DL-琢-生育酚 60 mg尧VK
5 mg尧VA 15 000 IU尧 维生素 D3 3 000 IU尧VB1 15 mg尧VB2 30 mg尧
VB6 15 mg尧VB12 0.5 mg尧烟酸 175 mg尧叶酸 5 mg尧肌醇 1 000 mg尧
生物素 2.5 mg尧泛酸钙 50 mg尧Fe 25 mg尧Cu 3 mg尧Mn 15 mg尧I
0.6 mg尧Mg 0.7 g遥

试验在室内玻璃钢水簇箱(直径 90 cm尧水深 45 cm)
中进行遥正式试验开始前,试验鱼饲喂 10 d使其适应试
验环境遥 试验开始时,鱼饥饿 24 h,用苯氧乙醇(0.5 ml/l)
麻醉袁称量体重和体长后放入水簇箱中遥 试验为涌泉
水袁水温为 15~16 益遥 每天投喂 2次袁按体重的 2%投
料遥 试验共进行 8周袁试验结束后袁鱼空腹 24 h袁逐尾
测量体长和体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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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表中同列数据肩标小写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下表同遥

表 2 不同处理对虹鳟鱼生长性能的影响

组别
处理 1组
处理 2组
处理 3组
处理 4组

初始体重渊g冤
198.75依11.55a
211.15依9.09a

198.93依10.78a
199.47依15.44a

终末体重渊g冤
291.16依13.90c
325.15依25.38ab
304.46依18.75bc
342.32依21.94a

增重率渊%冤
31.70依3.46b
34.73依5.15b
34.62依2.12b
41.65依4.39a

特定生长率渊%冤
0.68依0.09b
0.78依0.13b
0.78依0.05b
0.95依0.13a

肥满度渊g/mm3冤
1.32依0.05b
1.32依0.08b
1.45依0.09a
1.49依0.07a

饵料系数
2.39依2.22b
2.51依0.62b
2.81依0.28b
1.49依0.23a

1.3 鱼体成分分析

试验结束后每个处理组取 6尾鱼袁 麻醉致死,分
别测量体长和体重,放入冰箱(-20 益)冷冻备测遥 取内
脏团称重计算脏体比,取肝脏称重计算肝体比遥 然后测
定鱼体体水分含量,粉碎制样,用恒温干燥法(105 益)尧
凯氏定氮法和索氏抽提法分别测定样品水分尧粗蛋白
和粗脂肪含量遥
1.4 统计分析方法

试验结果采用 SAS 8.2 ANOVA过程进行方差分
析和多重比较遥所得数据用平均值依标准差(X依sd)表示遥

试验生物指标计算方法如下院
特定生长率渊SGR袁%/d冤=渊Ln t原Ln 0冤/ 曰
肥满度= 伊105/ 3曰
饵料系数渊FCR冤= /渊 t原 0冤曰
增重率渊%冤=渊终末体重原初始体重冤/初始体重曰
脏体比渊%冤= V/ t曰
肝体比渊%冤= L/ t遥

式中院 0要要要试验开始时鱼体总重渊g冤曰

要要要试验结束时鱼体总重渊g冤曰
要要要试验结束时鱼体体长渊mm冤曰
要要要饲料摄入量渊g冤曰
要要要饲养时间渊d冤曰
要要要内脏重渊g冤曰
要要要肝重渊g冤遥

2 结果

2.1 不同处理对虹鳟鱼生长性能的影响渊见表 2冤
由表 2可见,与处理 1组相比,处理 2组显著提高

了虹鳟鱼终末体重(P约0.05),处理 3组也表现出提高的
趋势,但差异不显著(P跃0.05),但与处理 4组相比,处理
2组(P跃0.05)和处理 3组(P约0.05)终末体重都明显降低;
处理 2组和处理 3组增重率和特定生长率与处理 1
组相比都表现出提高的趋势,但差异不显著(P跃0.05),
与处理 4组相比都显著下降(P约0.05);处理 1组和处理
2组与处理 3组和处理 4组相比肥满度也显著降低
(P约0.05);与处理 4组相比,其它各处理组饵料系数显
著升高(P约0.05)遥

2.2 不同处理对虹鳟鱼体成分的影响渊见表 3冤
由表 3可见袁与处理 1组相比袁处理 3组显著提

高了虹鳟鱼体脂肪含量(P约0.05)袁降低了体水分含量
(P约0.05)袁粗蛋白含量也表现出升高的趋势渊P跃0.05冤遥

其它处理间差异不显著袁但处理 2组和处理 4组体脂
肪含量也表现出明显的升高趋势袁处理 4组的体水分
含量也表现出降低趋势遥 各处理组在体灰分含量尧肝
体比和脏体比方面差异不显著渊P跃0.05冤遥

表 3 不同处理对虹鳟鱼体成分的影响（%）
组别
处理 1组
处理 2组
处理 3组
处理 4组

体水分
70.61依2.67a
70.12依2.51a
63.79依3.28b
67.23依5.99ab

体脂肪
9.02依2.71b

10.25依3.06ab

13.78依2.79a

11.77依3.45ab

粗蛋白
17.66依0.39ab
17.42依0.82b

19.41依0.77a

18.41依2.59ab

体灰分
2.51依0.19
2.63依0.05
2.98依0.46
3.06依0.87

肝体比
1.32依0.23
1.28依0.17
1.39依0.45
1.22依0.40

脏体比
10.18依2.02
12.50依3.72
13.81依3.90
11.12依2.70

3 讨论

虹鳟鱼等冷水性鱼类需要高能饲料袁对脂肪的利
用率较高袁进口膨化饲料的脂肪含量可超过 30%遥 但
由于膨化饲料需要专门的设备袁同时袁膨化加工的成
本也较高袁这就限制了膨化饲料的推广和应用遥 能否
在饲喂颗粒饲料的基础上袁再另外补充一定的脂肪来
满足虹鳟鱼对能量的需求袁达到促进生长的目的遥 本
试验选择了脂肪软胶囊的形式袁在饲喂颗粒饲料的基
础上袁分别另外饲喂 30%和 40%的脂肪软胶囊袁试验

结果表明袁试验组虹鳟鱼的增重都较对照组有一定的
提高袁这说明另外补充一定量的软胶囊起到了补充能
量的作用遥 但效果与膨化饲料相比袁还存在一定的差
距遥 可能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院淤脂肪软胶囊
的适口性问题袁 单独饲喂脂肪软胶囊时适口性较差袁
虹鳟鱼不喜欢采食曰于饲喂不均匀袁有的鱼能采食到袁
有的鱼采食不到袁造成鱼生长的均匀度不好曰盂脂肪
软胶囊的加工成本较高袁在生产上应用还应降低加工
成本遥 （编辑：高 雁，snowyan78@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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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氨基酸水杨醛席夫碱
及其金属配合物抑菌活性的研究

苏玲玲 杨开伦 胡建勇 牛朝锋

摘 要 用浓度稀释法测定了用合成甘氨酸水杨醛席夫碱及其与铜、锌、钴的配合物，赖氨酸水

杨醛席夫碱及其与铜的配合物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 3种纯菌及肉鸡空肠内菌的抑
菌活性。结果表明，甘氨酸水杨醛席夫碱和赖氨酸水杨醛席夫碱对大肠杆菌、沙门氏菌有较强的抑菌

作用。甘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和赖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较强的抑菌作用，其它的

配合物抑菌作用差或无抑菌作用。甘氨酸水杨醛、赖氨酸水杨醛席夫碱及二者与铜形成的配合物对肉

鸡空肠中的细菌均有抑菌活性，其中甘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的抑菌活性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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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chhorn 等渊1956冤首次在溶液中合成了甘氨酸-
水杨醛金属铜配合物[(sal-gly)窑Cu2+]遥 Nakahara渊1959冤
通过 IR渊红外光谱冤尧1HNMR渊核磁共振氢谱冤尧元素分
析等手段证明了其结构袁 这为此类化合物的合成奠
定了基础遥 氨基酸水杨醛席夫碱金属配合物作为维
生素 B6催化氨基酸酶反应的模拟体系已引起人们的
普遍重视渊Casella 等袁1986曰李怀娜等袁1995冤袁此类化
合物具有良好的生物尧生理活性袁它的抗菌尧抗癌活
性以及催化氨基转移和外消旋化的作用引起了人们

极大的兴趣渊黎植昌等袁1993曰何玉凤等袁1998冤遥 有关
氨基酸水杨醛席夫碱金属配合物的合成尧 结构及在
其它方面的应用已有报道 渊王积涛等袁1995曰 何玉凤
等袁1998冤遥本文主要研究氨基酸水杨醛席夫碱及其金
属配合物的合成和抑菌活性袁同时研究其对肉鸡空肠
内菌的影响及其是否对动物消化道内微生物具有调
节作用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种与培养基

大肠杆菌尧 金黄色葡萄球菌尧沙门氏菌均在新疆
畜牧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购买遥肉鸡空肠内菌从新疆
天康实验鸡场采样遥

抑菌试验选用 MH肉汤培养基遥
1.2 氨基酸水杨醛席夫碱的合成

将 5 mmol KOH和 5 mmol氨基酸加热溶解于 20 ml
无水乙醇中,逐滴加入 5 mmol的水杨醛,常温搅拌 2 h,
约 0.5 h后有晶体析出袁放入 4 益冰箱过夜遥次日将晶
体先用无水乙醇清洗抽滤至滤液无色袁再用乙醚抽滤
洗涤袁通风阴凉处晾干遥
1.3 氨基酸水杨醛席夫碱金属配合物的合成

将 10 mmol 氨基酸溶于 50 ml 50%的乙醇中遥 在
上述溶液中加入 10 mmol的水杨醛袁 于 60 益水浴锅
中搅拌 0.5 h袁冷却后袁加入到 10 mmol 醋酸盐渊醋酸
铜尧醋酸锌尧醋酸钴冤水溶液中搅拌 2 h袁出现结晶遥 然
后清洗晶体并进行抽滤袁抽滤方法与前述相同遥
1.4 试验方法

1.4.1 抑菌试验

采用倍比稀释法, 用于测定抗菌药物抑制微生物
生长的能力遥对配合物溶解性小的,以 80%二甲基亚砜
为溶剂,将配合物分别配成 1% 的试液,灭菌后备用遥
1.4.2 鸡空肠内菌的培养

在无菌操作台取 0.5 g鸡肠道内容物于无菌试管
中袁加入无菌稀释液 4.5 ml袁用混匀器混合 3耀5 min遥
进行 10-1倍稀释袁 将此稀释液在 1 000 r 辕min的离心
机中离心 15 min袁吸取上清液 0.5 ml加入到 4.5 ml的
无菌液中进行 10-2倍稀释袁取 100 滋l 10-2倍稀释液加
入到装有 MH培养基的无菌培养皿内培养 8~10 h袁抑
菌试验与纯菌相同遥
2 结果

2.1 氨基酸水杨醛席夫碱及其金属配合物的抗菌活性

用浓度稀释法可近似测定出全部抑制细菌的最

小浓度袁 做 3次平行试验袁 最小抑菌浓度以 2次或 3
次相同结果为准遥

试验测定了甘氨酸水杨醛席夫碱及其与 Co2+尧
Zn2+尧Cu2+形成的配合物的抗菌活性,赖氨酸水杨醛席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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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及其与 Cu2+形成的配合物的抗菌活性,结果见表 1遥
表 1 配体和配合物的抗菌活性(滋g/ml)

项目
醋酸铜
二甲基亚砜
水杨醛
甘氨酸水杨醛席夫碱
甘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
甘氨酸水杨醛钴配合物
甘氨酸水杨醛锌配合物
赖氨酸水杨醛席夫碱
赖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

大肠杆菌
-
-
-

786.04
1 228.8

-
-

786.4
1 228.8

金黄色葡萄球菌
-
-
-

1 228.8
206.4

-
402

1 228.8
503

沙门氏菌
-
-
-

786.04
983.04
3 000

-
983

1 228.8
注院表中数据为最小抑菌浓度曰野-冶代表在本试验研究浓度下无抗
菌活性或只有抑菌作用袁但不能全部杀死细菌遥

从表1数据可知袁对照组醋酸铜尧二甲基亚砜尧水
杨醛对 3种菌无抑菌作用袁甘氨酸水杨醛席夫碱和赖
氨酸水杨醛席夫碱对大肠杆菌尧沙门氏菌有较强的抑
菌作用遥 甘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尧甘氨酸水杨醛锌配
合物和赖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

较强的抑菌作用遥
2.2 氨基酸水杨醛席夫碱及金属配合物对肉鸡空肠

内菌的影响渊见表 2冤
由表 2可见袁甘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对肉鸡空肠

内菌抑菌活性较甘氨酸水杨醛席夫碱尧赖氨酸水杨醛
席夫碱尧赖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强遥

项目
肉鸡空肠内菌

甘氨酸水杨醛席夫碱
1 228.8

甘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
986.3

赖氨酸水杨醛席夫碱
1 228.8

赖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
1 228.8

表 2 配体和配合物对肉鸡空肠内菌的抑菌活性浓度(滋g/ml)

2.3 3倍抑菌浓度时的氨基酸水杨醛席夫碱及金属
配合物的抑菌曲线渊见图 1耀图 4冤

不同抗菌药物浓度的抑菌速度是药物抑菌作用

的一个重要参数遥 测定方法院选择浓度为 3倍 MIC(最
小抑菌浓度)氨基酸水杨醛席夫碱及金属配合物 10 ml
于无菌试管中袁加入菌液袁使各试管接种量约为 106耀
107 CFU/ml,混合后在一定间隔时间内渊0尧1尧2尧3尧4尧5尧
6尧7尧8 h冤将试管充分混合,然后取样并稀释,用平板法
计其活菌数渊按 100 滋l中的含菌落数计冤遥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
肉鸡空肠内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4321 65 7 80
时间渊h冤

图 1 甘氨酸水杨醛席夫碱抑菌曲线

从图 1可知袁 接种后 1 h内甘氨酸水杨醛席夫碱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较快的抑菌速度袁1 h后曲线趋
于平缓遥 所有试验菌在接种后第 4 h菌落数相当遥 而
对于肉鸡空肠内菌在接种后的 3 h内波动不大袁3 h
后菌落数剧烈下降遥

由图 2 可知袁甘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对金黄色葡
萄球菌的抑菌速度较其它菌快遥

综合图 1尧图 2 可知袁甘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比
甘氨酸水杨醛席夫碱有更快的抑菌速度遥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4321 65 7 80

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
肉鸡空肠内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时间渊h冤
图 2 甘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抑菌曲线

4321 65 7 80

1 600
1 400
1 200
1 000

800
600
400
200

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
肉鸡空肠内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时间渊h冤
图 3 赖氨酸水杨醛席夫碱抑菌曲线

由图 3可知袁 接种后的 2 h内赖氨酸水杨醛席夫
碱对大肠杆菌的抑菌速度较肉鸡空肠内菌尧 沙门氏
菌尧金黄色葡萄球菌快遥

由图 4可知袁接种后的 3 h内赖氨酸水杨醛铜配
合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尧 肉鸡空肠内菌抑菌速度较
快遥 3 h后对肉鸡空肠内菌尧沙门氏菌抑菌速度较快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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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个时间点对肉鸡空肠内菌的抑菌速度最快遥
1 600
1 400
1 200
1 000

800
600
400
200

4321 65 7 80

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
肉鸡空肠内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时间渊h冤
图 4 赖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抑菌曲线

3 讨论

用浓度稀释法测定的抑菌活性浓度越低,表明相应
化合物的抑菌活性越强遥 从表 1数据可知,甘氨酸水杨
醛席夫碱和赖氨酸水杨醛席夫碱对 G-有较强的抑菌作
用,甘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和赖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对
G+有较强的抑菌作用遥 说明配体对 G-菌抑制作用比金
属配合物强袁 而金属配合物对 G+菌的抑制作用比配体
强遥 此试验结果与毕思玮等渊1995冤和 Aminabhavi 等
(1985)通过试验得出配合物的抗菌活性均要优于相应
的配体的结果不完全一致,可能是试验选用的菌种不
同所致遥 Saidul Islam等(2001)合成了水杨醛席夫碱与
Cu2+尧Ni2+和 Co2+的配合物,抗菌试验结果表明袁各种配
合物都表现有抗细菌活性,但针对不同的真菌其抗菌
活性不同遥

本试验中甘氨酸水杨醛席夫碱对大肠杆菌尧沙门
氏菌抑菌活性强于赖氨酸水杨醛席夫碱,甘氨酸水杨
醛铜配合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尧沙门氏菌的抑菌活性
强于赖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遥此试验结果与毕思玮等
(1996)的报道一致,即配合物的抗菌活性随氨基酸残
基非配位基团的增加而减小, 即配合物的稳定性越
大袁其抗菌活性越小遥

在甘氨酸水杨醛席夫碱与铜尧钴和锌 3种二价金
属离子所形成的配合物中,甘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的
抗菌谱最广,在大肠杆菌尧金黄色葡萄球菌尧沙门氏菌
3种纯培养时都表现出抗菌活性遥 将屠宰后的肉鸡空
肠内容物取出后进行加药培养,结果表明,甘氨酸水杨
醛席夫碱尧赖氨酸水杨醛席夫碱及二者与铜形成的配
合物对肉鸡空肠中的细菌均有抑菌效应,提示这些物
质在动物体消化道内可能具有与体外抑菌试验相似

的抑菌效应遥
从抑菌曲线可知,配合物对肉鸡空肠内菌的抑菌速

度较配体强遥 而甘氨酸水杨醛席夫碱和其金属配合物
浓度为 1倍 MIC时对细菌的抑菌作用与浓度为 3倍
MIC时不同;赖氨酸水杨醛席夫碱和其金属配合物是在
不同的时间点对所试菌有不同的抑菌作用,因此,甘氨
酸水杨醛席夫碱及其金属配合物的抑菌速度可能与浓

度有关,赖氨酸水杨醛席夫碱及其金属配合物的抑菌速
度则与时间有关遥

综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报道和本试验的结果来

看袁氨基酸水杨醛席夫碱尧氨基酸水杨醛席夫碱与二
价金属离子渊M2+冤形成的配合物袁抗菌活性可能取决
于参与形成配体的氨基酸种类袁参与形成配合物的二
价金属离子渊M2+冤种类和细菌种类遥
4 小结

合成的甘氨酸水杨醛席夫碱和赖氨酸水杨醛席

夫碱袁甘氨酸水杨醛铜和赖氨酸水杨醛铜配合物对纯
菌种和肉鸡空肠内菌都有一定的抑菌作用袁其中甘氨
酸水杨醛铜配合物的抑菌活性最强遥有关氨基酸水杨
醛席夫碱及其金属配合物对动物肠道微生物是否有
调节作用以及对动物生长尧免疫有何影响等问题尚需
进一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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茁-胡萝卜素作为一种 灾A源袁不仅具有 灾A的生
物学活性袁而且对动物体还具有抗氧化尧抗肿瘤尧提高
免疫和繁殖机能及着色等重要生理功能[1-6]袁被广泛应
用于饲料尧保健品尧药品及化妆品等领域遥在畜禽生产
中袁可以作为饲料添加剂添加到饲料中遥 禽类饲喂富
含 茁-胡萝卜素的饲料后袁产蛋率尧种蛋合格率提高袁
生长速度加快尧死亡率降低袁蛋黄颜色加深[7]曰此外袁用
添加了 茁-胡萝卜素饲料喂养的母牛能促进排卵袁增
加黄体的形成袁减少繁殖障碍尧胎盘停滞等症状[8]遥

茁-胡萝卜素可通过化学合成尧植物提取和微生物
发酵等 3 种方法生产袁但从品质尧技术尧资源和成本等
因素考虑, 利用微生物发酵技术 渊主要集中在三孢布
拉氏霉菌和红酵母方面冤 生产天然 茁-胡萝卜素将是
未来的发展方向遥 目前国内外在 茁-胡萝卜素的应用
研究主要集中在经加工提纯的 茁-胡萝卜素纯品袁由
于 茁-胡萝卜素在提取过程中极易氧化袁 导致其提取
率低尧难度大尧成本高袁同时提取后废菌体的处理又是
一大问题袁直接影响其推广应用遥

本研究旨在利用前期研究的最佳发酵条件(培养
温度 28 益尧初始 pH值 6.5尧正负菌株接种比例 11尧接
种量 6%尧菌龄 42 h尧发酵时间 144 h)发酵后的三孢布
拉氏霉菌菌丝体的干制尧保藏等工艺进行摸索袁得到

富含 茁-胡萝卜素菌体的饲料袁直接应用于畜禽生产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菌种

三孢布拉氏霉菌渊Blakeslea trispora zust 1+冤袁三孢
布拉氏霉菌渊Blakeslea trispora zust 1-冤均由本实验室
保藏遥
1.1.2 主要试剂

抗氧剂 BHT尧半胱氨酸 Cys 尧VC尧VE均在市场上
购买袁茁-胡萝卜素标准样品购于 Fluka公司遥
1.1.3 主要培养基

斜面培养基渊PDA冤院马铃薯 200 g尧蔗糖渊葡萄糖冤
20 g尧琼脂 15耀20 g尧水 1 000 ml袁pH值自然遥

种子培养基院黄豆粉 5%尧玉米粉 2.5%尧VB1 0.005%,
pH值 6.4~6.7遥

发酵培养基院淀粉 41 g/l尧黄豆粉 20 g/l尧植物油
35 ml/l尧磷酸二氢钾 2 g/l尧硫酸镁 1 g/l尧VB1 0.030 g/l尧
发酵 40耀44 h后, 添加 0.05%的异烟肼 12 ml/l及 10%的
茁-紫罗酮 15 ml/l袁pH值 6.5遥
1.2 茁-胡萝卜素产量测定方法
1.2.1 标准曲线的绘制

称取 茁-胡萝卜素标准品 0.020 0 g, 取 2 ml三氯
甲烷溶解,再用石油醚定容于 100 ml的容量瓶中,得到
200.00 mg/l的标准液, 再分别稀释成 0.80尧1.20尧1.60尧
2.00尧2.40尧2.8 mg/l等 6个梯度,在 450 nm条件下测定
吸光值,并作线性回归,绘制标准曲线遥 得出线性回归
方程 =0.286 6 -0.022 3,R2为 0.999 3,线性关系良好遥
1.2.2 茁-胡萝卜素含量的测定

准确称取真空烘干的菌体 0.100 g袁 并将其放入
研钵中袁加入适量石油醚反复研磨至无色为止袁将提

摘 要 以三孢布拉氏霉菌为菌种，以前期研究的最佳发酵条件（培养温度 28 益、初始 pH值
6.5、正负菌株接种比例 11、接种量 6%、菌龄 42 h、发酵时间 144 h）进行发酵得到富含 茁-胡萝卜素
的菌丝体，对该菌丝体的干制工艺及成品保藏条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干制温度 60 益，添加 0.2%
的 BHT能降低干制过程中菌体中 茁-胡萝卜素的损失，同时又能达到一定的干制效率；在保藏过程中，
添加抗氧化剂 BHT、避光、冷藏能有效的减缓产品 茁-胡萝卜素的氧化过程。试验得到的成品外观红褐
色，有胡萝卜清香，无任何不良异味，其主要成分为粗脂肪、多糖及粗蛋白，含量分别为 41.27%，18.25%
及 11.9%。

关键词 饲料；茁-胡萝卜素；发酵条件；制备工艺；保藏
中图分类号 S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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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液过滤再用石油醚定容袁 在波长 450 nm条件下测
定 OD值遥 通过标准曲线计算出 茁-胡萝卜素的含量遥
1.3 理化测定方法

粗蛋白的测定按 GB/T 6432要1994执行袁多糖测
定采用 DNS法 [9], 粗脂肪的测定按 GB/T 6433要2006
执行,灰分的测定按 GB/T 6438要1992执行袁水分的测
定按 GB/T 8858要1988执行遥
1.4 菌丝体制备方法

将培养 4耀5 d斜面正负菌种分别接入到液体种
子培养基袁28 益袁200 r/min振荡培养 42h袁正负菌种以
11的配比尧 接种量 6%接入发酵培养基中袁28 益
培养 40耀44 h 后袁再加入 12 ml/l的 0.05%异烟肼及
20 ml/l的 10%茁-紫罗酮溶液袁 继续摇瓶发酵 144 h遥
发酵液经抽滤后得到湿菌体袁备用遥
1.5 试验设计

1.5.1 富含 茁-胡萝卜素的菌体饲料制备条件的优化
设计

1.5.1.1 干制温度的确定

取一定量发酵后并经抽滤的湿菌体分别在 50尧
60尧70尧80尧90 益烘干,测定在干制过程中水分含量随时
间的变化以及干制终点(含水量 10%)时不同干制温度
下菌体中 茁-胡萝卜素的含量,从而确定最佳干制温度遥
1.5.1.2 抗氧化剂种类及添加量的确定

取一定量发酵后并经抽滤的湿菌体袁分别添加不
同剂量的水溶性抗氧化剂 VC尧Cys及脂溶性抗氧化剂
VE尧BHT 4种抗氧化剂袁 在 60 益下烘干至干制终点袁
测定其中 茁-胡萝卜素的含量袁 确定添加的抗氧化剂
种类及添加量遥
1.5.2 保藏条件的确定

在保藏过程中选择了温度尧光照尧添加 BHT尧干燥
等环境条件进行全面组合试验袁分析各种组合在保藏
过程中对菌体饲料中 茁-胡萝卜素含量的影响袁 确定
最佳保藏条件遥
1.5.3 富含 茁-胡萝卜素菌体饲料的主要成分分析及
感官性状

将干制后粉碎得到的富含 茁-胡萝卜素菌体饲料
成品与市售食品级 茁-胡萝卜素的色泽尧 气味等感官
性状进行了对比和分析袁 并同时测定成品中的水分尧
多糖尧粗脂肪尧粗灰分尧粗蛋白的含量遥
2 结果与讨论

2.1 富含 茁-胡萝卜素的菌体饲料制备条件的优化
2.1.1 不同干制温度对菌丝体水分含量及 茁-胡萝卜
素含量的影响渊见图 1尧图 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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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20 140 160120100806040 180

50 益60 益70 益80 益90 益

时间渊h冤
图 1 在不同温度下水分含量随时间变化曲线

2.0

1.6

1.2

0.8

0.4

0.0 80706050 90
温度渊益冤

图 2 不同温度下干制终点时菌体中 茁-胡萝卜素含量
温度升高袁菌体的水分蒸发加快袁干制效率增加袁

但 茁-胡萝卜素对温度敏感袁 随温度的升高而损失增
大袁因此袁选择适宜的干制温度是富含 茁-胡萝卜素菌
体饲料制备的首要条件遥 由图 1尧 图 2可知袁 温度在
90 益时,其干制效率最高,但其 茁-胡萝卜素损失严重袁
而干制温度选择在 60 益时, 可以减少 茁-胡萝卜素因
干制而造成的损失,同时又能保持一定的干制效率遥
2.1.2 抗氧化剂种类及添加量对干制过程中 茁-胡萝
卜素含量的影响渊见图 3冤

2.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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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6
1.4
1.2 0.00 0.250.200.150.100.05 0.30

BHTVECysVC

抗氧化剂含量渊豫冤
图 3 不同抗氧化剂对菌体中 茁-胡萝卜素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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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中可知袁 添加 VC及 Cys 2种常用的水溶
性抗氧化剂对菌丝体中 茁-胡萝卜素含量的影响不
大袁而添加 BHT及 VE两种脂溶性抗氧化剂后袁菌体
中 茁-胡萝卜素的含量高袁 表明这两种抗氧化剂能减
少菌体在干制过程中因高温造成 茁-胡萝卜素的氧
化遥 这可能是因为 茁-胡萝卜素本身是一种脂溶性的
色素,BHT及 VE能均匀的分散在 茁-胡萝卜素中,从
而减轻 茁-胡萝卜素的氧化遥当 BHT的添加量在 0.2%
时,对 茁-胡萝卜素的保护作用最强,因此,在干制过程

添加 0.2%的 BHT可以减轻 茁-胡萝卜素的损失遥
2.2 保藏条件对菌体饲料中 茁-胡萝卜素含量的影响

茁-胡萝卜素是一种化学性质不稳定的物质袁对
氧尧热尧光尧酸等环境敏感袁易在光照和加热的条件下
发生氧化作用[10-12]遥为了降低菌体饲料中 茁-胡萝卜素
的损失袁在保藏过程中选择了温度尧光照尧添加 BHT尧
干燥等几种环境条件进行了全面组合袁在这些环境条
件下袁 测定了不同保藏时间的饲料中 茁-胡萝卜素的
含量袁其结果见表 1遥

表 1 保藏条件对成品中 茁-胡萝卜素含量的影响

温度
4 益
4 益
4 益
4 益
4 益
4 益
4 益
4 益
室温
室温
室温
室温
室温
室温
室温
室温

干燥
-
-
-
-
+
+
+
+
+
+
+
+
-
-
-
-

光照
-
+
+
-
-
+
+
-
-
-
+
+
-
-
+
+

BHT
+
+
-
-
+
+
-
-
+
-
+
-
+
-
+
-

0 d
2.412
2.412
2.412
2.412
2.412
2.412
2.412
2.412
2.412
2.412
2.412
2.412
2.412
2.412
2.412
2.412

20 d
2.401
2.400
2.291
2.293
2.401
2.309
2.291
2.291
2.389
2.281
2.384
2.207
2.395
2.282
2.381
2.207

40 d
2.386
2.382
1.960
1.971
2.385
2.382
1.959
1.972
2.371
1.883
2.368
1.773
2.370
1.883
2.365
1.774

60 d
2.367
2.351
1.683
1.691
2.368
2.352
1.683
1.690
2.336
1.535
2.332
1.415
2.331
1.534
2.333
1.417

70 d
2.340
2.312
1285
1.311
2.340
2.312
1.285
1.311
2.215
1.209
2.205
1.018
2.211
1.208
2.201
1.017

80 d
2.309
2.187
0.821
0.977
2.308
2.188
0.822
0.975
2.004
0.954
1.901
0.751
2.009
0.955
1.897
0.749

90 d
2.201
1.992
0.403
0.432
2.201
1.991
0.401
0.433
1.615
0.376
1.563
0.215
1.613
0.373
1.566
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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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别
保藏条件 茁-胡萝卜素含量 (mg/g)

由表 1可知袁成品在保藏过程中袁随着时间的变
化袁茁-胡萝卜素含量不断减少袁 但添加了抗氧化剂
BHT后 茁-胡萝卜素减少速度明显减慢袁 且在前 60 d
内添加了 BHT的菌体无论在室温或冷藏尧是否避光尧
是否添加干燥剂的条件下袁茁-胡萝卜素均无较大的损
失遥 在 60 d后袁可能由于 BHT的大量氧化袁茁-胡萝卜
素氧化程度也随之增加袁但冷藏尧避光条件能减慢这
种过程遥 添加干燥剂与否对 茁-胡萝卜素氧化无明显
作用遥 因此袁在菌体饲料保藏过程中袁添加 BHT对 茁-
胡萝卜素影响最大袁其次是冷藏与避光遥
2.3 富含 茁-胡萝卜素菌体饲料的主要成分分析及感
官性状

2.3.1 成品形态及感官性状

将发酵后的菌体过滤尧 干制后粉碎得到成品,其
外观形态见图 4遥

在三孢布拉氏霉菌发酵过程中,茁-胡萝卜素是胞
内产物遥因此,菌丝体经过滤尧干制后,茁-胡萝卜素会富

集在成品中,使成品颜色呈现红褐色,与 茁-胡萝卜素
纯品颜色接近(见图 4)遥 成品具有胡萝卜的清香,无任
何异味遥

图 4 试验成品的感官性状

2.3.2 富含 茁-胡萝卜素菌体饲料的主要组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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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备的成品的主要成分进行了分析袁其分析结
果表明袁 菌体饲料成品中含量最多的是粗脂肪和多
糖袁分别占总量的 41.27%和 18.25%袁其中粗脂肪主要
由 茁-胡萝卜素尧菌体代谢产生的不饱和脂肪酸尧发酵
培养基中未利用的植物油尧茁-紫罗酮等组成袁茁-胡萝
卜素尧菌体代谢产生的不饱和脂肪酸尧真菌多糖等均
具有多种生物活性遥多糖主要是由三孢布拉氏霉菌细
胞壁中的真菌多糖以及少量未利用的淀粉尧还原糖及
纤维素等组成遥 其它的成分主要是粗蛋白袁含量为总
量 11.9%尧 水分 10.5豫尧 灰分 2.5%尧 其它成分占
15.58%遥目前袁国内外 茁-胡萝卜素的应用大多集中在
经加工提纯的 茁-胡萝卜素纯品袁在实际生产中袁茁-胡
萝卜素在提取过程中极易氧化袁 使 茁-胡萝卜素的提
取得率低尧难度大尧成本高袁影响了其应用遥 同时提取
后的废菌体增加了环保的压力袁如能直接将发酵产物
干制后作为饲料应用于畜禽生产袁 一方面可以利用
茁-胡萝卜素的营养和着色双重功效促进畜禽生产曰另
一方面还可以省去 茁-胡萝卜素的提取纯化过程袁节
约成本袁提高效率袁同时对发酵产物菌丝体进行综合
利用袁提高其利用率遥
3 结论

3.1 对发酵后的菌丝体干制工艺及成品保藏条件进

行了研究袁其最佳工艺条件为温度 60益袁添加 0.2%的
BHT能降低在干制过程中菌体中的 茁-胡萝卜素的损
失袁同时又能达到一定的干制效率遥在保藏过程中袁添
加抗氧化剂 BHT尧冷藏尧避光能有效的减缓产品 茁-胡
萝卜素的氧化过程遥
3.2 成品外观红褐色袁有胡萝卜清香袁无任何不良异
味袁其主要成为为粗脂肪尧多糖及粗蛋白袁含量分别为
41.27%尧18.25%及 11.9%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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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埋 法 制 备 凝 胶 珠 条 件 的 试 验 研 究
熊海燕

熊海燕，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生化与环境工程系，430205,
湖北武汉。

收稿日期：2007-04-04

丙酸作为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及安全有效的食

品保鲜剂尧饲料防腐剂袁其生产方法主要是化学合成
法,但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目光转
向了微生物发酵法遥 丙酸发酵是一条较难进行的代
谢途径袁 且细胞的生长和产物的产生都会随终产
物要要要丙酸和乙酸的积累而受到抑制遥 为了克服上
述不足,在实验室尝试采用固定化丙酸菌的方法进行
丙酸发酵遥

固定化是当今生物工程领域中一个非常活跃的

研究方向袁其方法主要有吸附尧包埋尧交联尧结合法等袁
目前研究较多的是包埋法固定化技术袁其应用也比较
成熟遥 作为细胞固定化技术中最常用的方法袁包埋法
具有操作简单尧对细胞活性影响较小尧固定效果好及
强度高等优点[1]遥 根据包埋颗粒的形成来看[2]袁包埋法
主要分悬滴法和切块法遥 悬滴法利用注射或滴压装
置袁将包埋剂和细胞的混和液滴入交联剂中袁形成小
球曰切块法是将一定量的包埋剂加热溶于水(或再加
其它包埋剂)袁加入一定量的菌体悬浮液袁混匀袁倒入
培养皿中袁冷却尧硬化处理尧洗涤和切块袁备用遥由于固
定化细胞颗粒珠的大小尧机械强度尧使用寿命直接影
响发酵工业的发酵效果袁本试验尝试采用包埋法对凝
胶珠制备条件进行研究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种

谢氏丙酸杆菌 渊propionibacterium shermanii冤袁由
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提供遥
1.2 材料

海藻酸钠尧明胶尧琼脂均为食用级遥无水氯化钙由
天津市塘沽邓中化工厂提供遥
1.3 菌悬液的制备

将丙酸杆菌接种到斜面培养基上,32 益培养 10 d,
将菌体刮下袁用适量无菌生理盐水冲洗袁置于装有玻
璃珠的三角瓶中袁30 益充分震荡培养 1耀2 h袁 使菌液
混合均匀袁 取出 1 ml菌悬液进行梯度稀释并镜检记

数袁在以下试验中袁菌悬液均被稀释至约 2伊108 个/ml遥
1.4 凝胶珠的制备

1.4.1 海藻酸钠渊SA冤包埋
菌悬液 10 ml分别与 10 ml 浓度为 1豫尧2豫尧3豫尧

4豫尧5豫的海藻酸钠溶液混合袁再用注射器在距离 CaCl2
溶液液面 10 cm处分别滴加到 4豫的 CaCl2溶液中袁固
化 2 h袁使其形成一定直径的小球袁然后用生理盐水洗
涤遥 最后,置于无菌的生理盐水中 4 益下保存袁备用遥
1.4.2 海藻酸钠-明胶混合包埋

淤 将 10 ml菌液与浓度为 2豫海藻酸钠溶液 10 ml
混合后袁再与浓度为 2豫明胶溶液 10 ml混合均匀袁放
入冰箱冷却至 5耀10 益, 取出后用注射器在距离 CaCl2
溶液液面 10 cm处分别滴加到浓度为 4豫的 CaCl2溶
液中,置于冰箱固化 2 h袁使其形成一定直径的小球遥

于 将 2豫海藻酸钠溶液浓度改为 3豫袁 明胶浓度
改为 3豫袁其它操作同上进行混合包埋遥
1.4.3 明胶包埋

将 10 ml菌液与冷却至 5耀10 益的 10%明胶溶液
10 ml混合均匀,再用注射器以在距离 CaCl2溶液液面
10 cm处分别滴加到浓度为 4豫的 CaCl2溶液中袁置于
冰箱固化 2 h遥
1.4.4 琼脂包埋

将 10 ml菌液与灭菌后冷却到 55 益浓度为 5豫
琼脂 10 ml混合袁 倒入无菌的培养皿中制成平板袁冷
却后用无菌小刀切成 3 mm伊3 mm的小方块遥
1.5 固定化颗粒平均直径的测量

取 20个固定化颗粒袁放在尺子上测得总长袁并计
算其平均值遥
1.6 固定化颗粒机械强度的测量

取 20个均匀的固定化颗粒袁 用 50 g 的砝码加
压袁然后用尺子测量总长袁重复 3次袁取其平均值遥
1.7 检验凝胶珠是否合格的方法

用砝码加压不易破裂且无液体流出袁另外将其在
实验桌上用力摔打时袁很易弹起袁表明合格遥
2 结果与讨论

2.1 游离丙酸杆菌对数生长期的测定

用 1 cm比色皿袁波长 600 nm袁蒸馏水为参比袁测
定生长曲线袁结果见图 1遥 从图 1可以看出袁丙酸杆菌
培养到第 4 d时 OD值达到最高袁 我们选用培养 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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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丙酸杆菌做固定化细胞遥
0.80.70.60.50.40.30.20.1

0 2 4 106 8
时间渊d冤

图 1 丙酸杆菌生长曲线

2.2 不同海藻酸钠浓度对固定化细胞的影响

将 1%尧2豫尧3豫尧4豫尧5豫的海藻酸钠溶液分别与
菌液混合袁用注射法制备成固定化细胞袁结果见表 1遥

表 1 海藻酸钠浓度对固定化颗粒的影响

形状
平均直径(mm)
加压后直径(mm)
弹性
机械强度

1(豫)
圆形或椭圆形

4.2
4.6
一般

不能成型

2(豫)
圆形
4.5
4.9
较好

不能成型

3(豫)
圆形
5.0
5.6
较好

+

4(豫)
圆形
4.5
4.7
好
++

5(豫)
圆形
4.3
4.5
好
++

海藻酸钠浓度
颗粒直径

注院野+冶越多袁机械强度越好遥
使用 4%尧5%的海藻酸钠溶液包埋菌体袁 凝胶珠

的机械强度及弹性均好袁 而 1%尧2豫的海藻酸钠与菌
体混合后制备的固定化颗粒较软袁 成形不是太好袁砝
码加压发生菌液泄露现象遥又从海藻酸钠固定化细胞
的原理可知袁海藻酸钠凝胶体的多孔性系数随海藻酸
钠浓度的增加而降低袁 因而 5豫海藻酸钠固定化的细
胞产酸量可能较低遥 从全面考虑凝胶的成形质量尧通
透性出发袁较佳的海藻酸钠浓度为 4豫遥
2.3 不同载体对固定化细胞的影响

本试验使用琼脂尧海藻酸钠尧明胶 3种材料作为
载体袁与丙酸杆菌细胞悬液混合遥 不同载体对细胞的
影响见表 2遥

表 2 不同载体对丙酸杆菌细胞的影响

形状
颜色
平均直径(mm)
加压后直径(mm)

颗粒性质
2%海藻酸
钠+2%明胶
圆形

浅白色尧透明
4.7
5.4

3%海藻酸
钠+3%明胶
圆形

乳白色尧透明
4.8
5.0

圆形
乳白色

4.7
4.9

4豫海藻
酸钠

不规则
浅白色

明胶

不能成型
乳白色

琼脂

试验中发现袁单纯用琼脂或明胶包埋菌体袁机械
强度及坚韧性较差袁基本不能成形遥使用 4%海藻酸钠
或 3%海藻酸钠+3%明胶混合包埋袁 凝胶珠弹性及机
械强度相当遥 本次试验暂以 4豫海藻酸钠作为固定化

载体进行研究遥
2.4 固定化颗粒制备方法的比较

以 4%海藻酸钠为固定化载体袁 以 CaCl2为固化
剂袁用注射器滴入法尧喷雾法尧挤压法制备颗粒珠袁结
果发现袁以喷雾法和挤压法制备的固定化颗粒珠形状
极不规则袁无法使用袁注射滴入法制备的凝胶珠呈球
形袁机械强度及弹性均好遥
2.5 不同固化剂浓度对固定化细胞的影响(见表 3)

表 3 不同浓度的固化剂对固定化细胞的影响

颗粒形状
平均直径(mm)
加压后直径(mm)
浸泡 24 h后

2(豫)
圆形
4.7
5.4
变软

3(豫)
圆形
4.7
5.2
变软

4(豫)
圆形
4.7
5.0
不变软

5(豫)
圆形
4.7
5.0
不变软

CaCl2浓度
颗粒性质

以 4%海藻酸钠为固定化载体袁 用注射滴入法制
备颗粒珠袁 不同浓度 CaCl2为固化剂对颗粒性质的影
响见表 3遥 结果表明袁以 4%尧5% CaCl2为固化剂形成
的颗粒珠不仅形状规则袁而且强度好袁不易变软袁综合
考虑选浓度为 4豫CaCl2为固化剂遥
2.6 以 4豫海藻酸钠固定化丙酸杆菌发酵生成丙酸

平行取 10 ml 游离细胞和含 10 ml 湿菌体的以
4豫海藻酸钠包埋的固定化细胞袁 在 32 益进行发酵袁
每隔一定时间检测丙酸含量 渊见图 2冤遥 结果表明袁固
定化细胞发酵在产量上与游离细胞有一定差距袁需要
进一步寻求改进方法遥

游离细胞
固定化细胞

12
10

8
6
4
2
0 604020 80 100 120 140

时间渊h冤
图 2 固定化与游离细胞发酵生成丙酸的曲线

3 结论

从以上分析得知袁 以 4豫海藻酸钠为载体尧4%氯
化钙为固化剂固化的细胞颗粒形状规则尧 通透性好袁
是较为理想的固定化载体袁但如何从工业化的角度选
择制备方法尧制备载体袁如何保持载体内细胞长久的
活力及提高丙酸产物的产量是今后必须关注的问题遥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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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寡糖对肉仔鸡生产性能和肉品质的影响
闫际平 袁 缨 崔 蕾 陈立华 吴 丹

闫际平，沈阳农业大学畜牧兽医学院，110161，沈阳农业
大学 68#。

袁缨（通讯作者）、崔蕾、陈立华、吴丹，单位及通讯地址同

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7-01-04
绎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新型绿色畜禽养殖技术研究与开

发（2004B26001108）”

寡糖为饲料中的天然成分,不会带来污染,并能提
高动物机体的抗病潜力,由于其结构和理化性质的特
殊性( 不能被家禽的胃和小肠分泌的酶消化)袁可以直
接到达消化道后段, 具有调节畜禽胃肠道微生态平
衡尧改善家禽健康的功能 (易中华等,2004;吴天星等,
1999)遥 寡糖作为新型饲料添加剂, 日益受到人们的重
视袁 被誉为是继抗生素时代后最有潜力的促生长物
质袁在动物营养上有良好的应用前景遥 本试验研究了
不同寡糖对肉仔鸡生产性能的作用效果袁以期为寡糖
的合理利用提供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果寡糖 渊纯糖含量 50豫冤尧 甘露寡糖 渊纯糖含量
30豫冤和低聚木糖渊纯糖含量 35豫冤由沈阳百华商贸有
限公司提供袁低聚异麦芽糖渊纯糖含量 90豫冤购自广东
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袁1日龄艾维茵肉仔鸡
选自沈阳农业大学实验鸡场遥
1.2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单因子随机分组设计袁选 150只 1日龄
的健康艾维茵肉仔鸡袁随机分 5组袁每组设 3个重复袁
每个重复 10只鸡渊公母各半冤袁试验期为 6周遥对照组
饲喂基础日粮袁试验组分别是在基础日粮中添加同一
水平含糖量渊0.015%冤的低聚异麦芽糖尧甘露寡糖尧果
寡糖尧低聚木糖遥 采用笼养方式饲养袁自由采食和饮
水袁按照常规进行肉仔鸡饲养管理遥 基础日粮为粉状
料袁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1遥
1.3 检测指标与方法

1.3.1 生产性能的测定
以各重复组为单位记录 0耀21尧21耀42及 0耀42 日

龄的采食量尧阶段增重袁计算的采食量尧日增重和饲料
转化率遥
1.3.2 胸肌肉品质的测定

1.3.2.1 pH值的测定
分别于 21尧42日龄从各处理组中随机选取 3 只

鸡,处死后立即采集新鲜的左侧胸肌 5 g(无筋腱及脂
肪)碎置研钵内,立即加蒸馏水 10 ml,研磨 10 min,随后
将全部匀浆移入离心管中,3 000 r/min 离心 10 min袁
用 pH酸度计测定上清液 pH值(许益民,2002)遥

表 1 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成分渊%冤
玉米
大豆粕
鱼粉
玉米蛋白粉
次粉
玉米油
磷酸氢钙
石粉
食盐
维生素预混料
微量元素预混料
蛋氨酸
赖氨酸
营养水平
禽代谢能渊MJ/kg冤
粗蛋白质渊%冤
钙渊%冤
有效磷渊%冤
蛋氨酸渊%冤
蛋+胱氨酸渊%冤
赖氨酸渊%冤
色氨酸渊%冤
苏氨酸渊%冤

0耀3周
59.55
31.19

-
1.50
2.00
1.88
2.01
1.04
0.35
0.10
0.20
0.15

0.045
12.73
21.00
0.90
0.45
0.52
0.87
1.19
0.30
0.81

4耀6周
61.05
28.00
2.00
1.50

-
4.00
1.60
1.10
0.30
0.10
0.20
0.09
0.06

13.39
19.00
0.85
0.37
0.41
0.72
1.00
0.27
0.80

注:1.维生素预混料向每千克饲料提供 VA 12 000 IU尧VD3 2 400 IU尧
VK3 3 mg尧硫胺素 2.2 mg尧核黄素 2.2 mg尧VB6 5 mg尧VB12 11 滋g尧
叶酸 1.5 mg尧生物素 150 滋g尧泛酸钙 25 mg尧烟酸 65 mg曰

2.粗蛋白质尧钙含量为实测值袁其它为估测值曰
3.每千克微量元素预混料向饲料中提供Mn 60 mg尧I 0.33 mg尧Fe

80 mg尧Cu 8 mg遥

1.3.2.2 滴水损失的测定
于 42日龄从各处理组中随机选取 3只鸡袁 处死

后立即采集左侧胸肌渊无脂肪及结缔组织冤袁将肌肉修
整为 3 cm伊3 cm伊3 cm的肉块,称量重量渊W1冤袁然后将
肌肉放置于塑料袋内袁用细铁丝钩住肉样一端袁保持
肉样垂直向下袁不接触塑料袋袁扎紧袋口袁悬吊于冰
箱袁保持温度在 4 益袁24 h后取出肉样袁用洁净滤纸轻
轻拭去肉样表层汁液后称量重量渊W2冤袁计算滴水损失
率袁滴水损失率渊%冤=渊W1-W2冤/W1渊占秀安等袁2004冤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寡糖对肉仔鸡日增重的影响渊见表 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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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袁0~21尧21~42 及 0~42 日龄生长阶
段袁 各寡糖组与对照组相比均提高了肉仔鸡的日增
重袁但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表 2 不同寡糖对肉仔鸡日增重的影响（g/只）
组别
对照组
低聚异麦芽糖组
甘露寡糖组
果寡糖组
低聚木糖组

0~21日龄
33.04依0.46
35.02依0.41
35.62依0.80
33.82依1.43
34.64依0.68

21~42日龄
57.34依1.60
58.77依0.31
59.15依0.96
58.96依0.48
59.74依1.57

0~42日龄
45.19依1.01
46.90依0.35
47.39依0.26
46.36依0.92
47.19依0.51

2.2 不同寡糖对肉仔鸡的日采食量的影响渊见表 3冤
表 3 不同寡糖对肉仔鸡日采食量的影响（g/只）

组别
对照组
低聚异麦芽糖组
甘露寡糖组
果寡糖组
低聚木糖组

0~21日龄
59.35依0.83
58.47依0.71
59.57依0.38
60.00依0.69
59.33依0.11

21~42日龄
135.18依0.89b

135.63依0.90b
135.50依1.02b
131.48依1.14a
132.96依0.85a

0~42日龄
97.27依0.67b
97.05依0.17b

97.54依0.42b

95.74依0.44a
96.14依0.45ab

注院同列数据肩标小写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 P>0.05) ,小写
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 P<0.05)遥 下表同遥

由表 3 可知袁0~21 日龄时袁与对照组相比袁各寡
糖组对肉仔鸡的日采食量没有显著影响(P>0.05)曰21~
42日龄时, 与对照组相比袁果寡糖组和低聚木糖组显
著降低了日采食量(P<0.05),而低聚异麦芽糖组和甘露
寡糖组则提高了日采食量,但差异均不显著(P>0.05)曰
0~42日龄时, 与对照组相比袁果寡糖组显著降低了日
采食量渊P<0.05冤袁而其它寡糖组对肉仔鸡的日采食量
没有显著影响渊P>0.05冤遥
2.3 不同寡糖对肉仔鸡的料重比的影响渊见表 4冤

表 4 不同寡糖对肉仔鸡的料重比的影响

组别
对照组
低聚异麦芽糖组
甘露寡糖组
果寡糖组
低聚木糖组

0~21日龄
1.80依0.01
1.67依0.01
1.67依0.06
1.78依0.50
1.71依0.30

21~42日龄
2.36依0.06b
2.31依0.03ab
2.29依0.01ab
2.23依0.02a
2.23依0.05a

0~42日龄
2.15依0.03b
2.07依0.02a
2.06依0.02a

2.07依0.04a

2.04依0.02a

由表 4可知袁0~21尧21~42尧0~42日龄时袁 各寡糖
组的料重比均低于对照组遥 0~21日龄时袁各寡糖组与
对照组间差异均不显著渊P>0.05冤曰21~42日龄时袁果寡
糖组和低聚木糖组与对照组间差异显著渊P<0.05冤; 0~
42日龄时,各寡糖组与对照组间差异均显著(P<0.05)袁
其中低聚木糖组的料重比最低遥
2.4 不同寡糖对肉仔鸡胸肌肉品质的影响渊见表 5冤

由表 5可知袁与对照组相比袁全期各寡糖组对肉
仔鸡胸肌滴水损失率和 pH值均无显著影响(P>0.05)遥

表 5 不同寡糖对肉仔鸡胸肌滴水损失率和 pH值的影响

0~21日龄
1.77依0.09
1.22依0.31
1.60依0.60
1.20依0.38
1.15依0.22

21~42日龄
2.55依0.31
1.97依0.49
2.36依0.64
1.93依0.69
1.49依0.49

0~21日龄
5.91依0.08
5.96依0.05
5.99依0.04
5.99依0.10
6.00依0.07

21~42日龄
5.62依0.07
5.65依0.12
5.66依0.03
5.68依0.03
5.70依0.01

对照组
低聚异麦芽糖组
甘露寡糖组
果寡糖组
低聚木糖组

组别
滴水损失率渊%冤 pH值

3 讨论

3.1 不同寡糖对肉仔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寡糖可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改善机体消化尧吸收和
代谢机能,从而改善畜禽生产性能和健康状态,提高饲
料利用率遥 周映华等(2002)对广东岭南黄鸡试验研究
表明,寡糖组(l mg/kg)的日增重尧日采食量和饲料转化
率分别比对照组(黄霉素 4 mg/kg)提高了 0.6%尧1.62%
和 0.88%,但差异不显著(P>0.05)遥另外,王岭(2004)试验
结果表明, 在肉鸡日粮中添加适量寡糖可显著提高肉
鸡的日增重尧饲料转化率尧成活率遥本试验结果表明,分
别在基础日粮中添加同一水平含糖量(0.015%)的 4种
寡糖对肉仔鸡生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同时降低料肉
比,这也与吴天星等(1999)的研究结果相一致遥 其中低
聚木糖对肉仔鸡生长和料重比的影响最明显, 分析其
原因可能是在低剂量添加的情况下, 低聚木糖具有独
特的酸稳定性和热稳定性,且与食物的配伍性较好遥
3.2 不同寡糖对肉仔鸡胸肌肉品质的影响

如果肌肉的滴水损失率过大,大量液体外流,可溶
性营养成分和风味物质损失严重袁肌肉会变得干硬无
味袁肉品质量降低遥肌肉 pH值不仅是肌肉酸度的直观
表现袁还对肉的嫩度尧滴水损失尧肉色等有直接影响
(李德发袁2004曰曾志宏袁2001曰Fletcher袁1995)袁而且胴体
的 pH值是影响持水力变化的重要因素遥肌肉 pH值的
降低将导致肉品的持水性能降低, 使得滴水损失率增
大遥 本研究结果表明,分别在基础日粮中添加同一水平
含糖量(0.015%)的 4种寡糖既没显著增大肌肉的滴水
损失率袁也没显著降低肌肉的 pH值遥 可见袁日粮中添
加寡糖不会降低肉品质量遥这与马彦博等渊2006冤研究
发现的果寡糖对固始鸡肉品质有显著影响的试验结

果不一致袁原因可能是在低剂量添加的情况下袁这 4
种寡糖对肉仔鸡胸肌肉品质的影响不明显遥
4 结论

基础日粮中添加一定剂量的寡糖可以提高肉仔鸡

的生产性能袁并且不会影响肌肉的品质袁其中以低聚木
糖的效果最佳遥

（参考文献 10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饲 养 试 验 闫际平等：不同寡糖对肉仔鸡生产性能和肉品质的影响

0~21日龄
1.77依0.09
1.22依0.31
1.60依0.60
1.20依0.38
1.15依0.22

21~42日龄
2.55依0.31
1.97依0.49
2.36依0.64
1.93依0.69
1.49依0.49

0~21日龄
5.91依0.08
5.96依0.05
5.99依0.04
5.99依0.10
6.00依0.07

21~42日龄
5.62依0.07
5.65依0.12
5.66依0.03
5.68依0.03
5.70依0.01

对照组
低聚异麦芽糖组
甘露寡糖组
果寡糖组
低聚木糖组

组别
滴水损失率渊%冤 pH值

35

mailto:xfang2005@163.com


吴建忠 杜 冰 冯定远

摘 要 试验研究在日粮中分别添加 200 mg/kg乳酸芽孢杆菌制剂和添加 50 mg/kg土霉素对 1耀
49日龄 AA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全期平均日增重，乳酸芽孢杆菌制剂组和土霉素组与对
照组相比分别提高 15.29%和 9.10%，差异显著（P约0.05），乳酸芽孢杆菌制剂组比土霉素组高 5.67%（P>
0.05）；全期料肉比，乳酸芽孢杆菌制剂组和土霉素组与对照组相比分别降低 9.09%和 7.36%，差异显著
（P约0.05），乳酸芽孢杆菌制剂组比土霉素组低 1.87%，差异不显著；各组成活率差异不显著。

关键词 乳酸芽孢杆菌；AA肉鸡；生产性能
中图分类号 S816.3

吴建忠，仲恺农业技术学院，510225，广州市海珠区纺织
路东沙街 24号。
杜冰，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冯定远(通讯作者)，华南农业大学。
收稿日期：2007-05-14

1 材料与方法

1.1 乳酸芽孢杆菌制剂

乳酸芽孢杆菌制剂由仲恺农学院食品系生产袁活
菌总数逸2.0伊1010 CFU/g遥
1.2 试验动物分组及日粮

选用 1日龄 AA肉鸡 600只袁 随机分成 3组袁每
组 4个重复袁每重复 50只遥A组为对照组,饲喂基础日
粮曰B组饲喂基础日粮+50 mg/kg土霉素曰C组饲喂基
础日粮+200 mg/kg乳酸芽孢杆菌制剂遥基础日粮配及
营养水平见表 1遥

表1 基础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

4耀7周
66.22
28.0
2.0
0.27
0.27
1.89
0.35
1.00

13.14
19.1
0.44
1.11
1.20
0.53
0.83

0耀3周
61.17
30.0
6.0

0.19
0.05
1.22
0.37
1.00

12.97
20.5
0.45
1.02
1.20
0.53
0.86

原料(%)
玉米
豆饼
鱼粉
蛋氨酸
赖氨酸
骨粉
食盐
预混料
营养水平
代谢能(MJ/kg)
粗蛋白(%)
有效磷(%)
钙(%)
赖氨酸(%)
蛋氨酸(%)
蛋氨酸+胱氨酸(%)

1.3 饲养管理

试验鸡采用垫料平养方式袁自由采食和饮水遥 试
验期共 49 d袁分为前尧后二期院前期 1~21 日龄尧后期
22~49日龄遥 各组饲养条件相同袁免疫程序相同(7日
龄接种新城疫喘支双联苗曰14日龄接种法氏囊疫苗曰
18 日龄接种球虫疫苗曰25日龄接种新城疫疫苗 )袁其
它饲养管理按鸡场常规饲养管理制度进行遥
1.4 测定指标

分别在第 1尧22尧50 d早晨喂料前称取个体重袁记
录各组两个阶段的饲料消耗量及死亡淘汰数袁观察鸡
的生长发育情况和精神状态遥
1.5 数据处理

试验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方
差分析袁用邓肯氏新复级差法进行多重比较遥 试验数
据采用平均数依标准差表示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增重情况渊见表 2冤
由表 2可以看出, 各组试鸡 1日龄重差异不显著

(P>0.05)遥 前期平均日增重,B组和 C组比 A组分别高
6.29%和 8.11%,差异显著(P约0.05),B组和 C组相比差异
不显著; 后期平均日增重,B组和 C组比 A组分别高
10.22%和 18.15%, 差异显著 (P约0.05),C组比 B 组高
7.19%,差异显著(P约0.05);全期平均日增重,B组和 C组
比 A组分别高 9.10%和 15.29%,差异显著(P约0.05),C组
比 B组高 5.67%(P>0.05)遥 这说明饲料中添加乳酸芽孢
杆菌制剂与添加土霉素均能显著促进肉鸡生长袁 且添
加乳酸芽孢杆菌制剂比添加土霉素增重效果稍好,但
两者差异不显著遥
2.2 料肉比渊见表 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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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对 AA肉鸡料肉比及成活率的影响
组别
A组
B组
C组

全期料肉比
2.31依0.08a
2.14依0.12b
2.10依0.09b

前期料肉比
1.72依0.07a
1.67依0.08a
1.64依0.10a

后期料肉比
2.50依0.09a
2.35依0.11b
2.28依0.12b

成活率(%)
95.85依3.14a
96.2依2.53a
97.30依2.28a

由表 3可见袁 试验前期,B组和 C组料肉比比 A
组分别降低 2.91%和 4.65%,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曰C
组比 B组低 1.80%,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后期料肉比,
B组和 C组比 A组分别降低 6.0%和 8.8%袁 差异显著
渊P约0.05冤曰C组比 B组低 2.98%,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全期料肉比袁B 组和 C 组比 A 组分别降低 7.36%和
9.09%袁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曰C组比 B组低 1.87%袁差异
不显著渊P>0.05冤遥 这说明饲料中添加乳酸芽孢杆菌制
剂与添加土霉素均能显著降低料肉比曰添加乳酸芽孢
杆菌制剂比添加土霉素效果稍好袁但差异不显著渊P>
0.05冤遥
2.3 成活率渊见表 3冤

试验鸡全期成活率见表 3遥 由表 3可见袁B组和 C
组肉鸡成活率比 A组分别高 0.37%和 1.51%, 差异不
显著(P>0.05);C组成活率比 B 组高 1.14%袁差异不显
著(P>0.05)遥 试验表明袁给仔鸡添加乳酸芽孢杆菌制剂
可以提高仔鸡的免疫力和抗病力袁比添加土霉素效果
稍好遥
3 讨论与小结

在营养生理方面袁乳酸芽孢杆菌制剂可通过改善
动物胃肠道功能来提高蛋白质尧钙等营养物质的消化
吸收袁同时产生多种消化酶(蛋白酶)尧乳酸和多种维生
素供机体吸收和利用曰在保健方面袁可抑制肠道内腐
败菌尧致病菌的繁殖,降低血氨和血中胆固醇的含量,
可抑制肠道感染,消除下痢和腹泻症状,维持肠道内菌
群平衡的作用袁提高免疫力和抗肿瘤等作用遥 除此之
外,该菌种还具有一定的耐热尧耐酸尧耐干燥的特点,对
饲料加工过程的温度尧 压力等不良因素抗性较强,同
时抵抗胃酸和胆汁中脱氧胆酸的能力较强,能耐受消
化道中的不良环境条件遥 对其安全性试验表明,该菌

株及其代谢产物均属于无毒物质遥
本试验中添加乳酸芽孢杆菌制剂组与添加土霉

素组和对照组相比,在肉鸡 7周龄时,无论在平均日增
重或料肉比上都具有优势,且减少了肉鸡消化道疾病
的发生,使用效果明显遥试验结果表明袁添加 200 mg/kg
乳酸芽孢杆菌制剂成本低尧效益高袁可以替代饲用抗
生素的使用遥

目前袁国外兴起的人性化养殖技术主要从改善养
殖环境入手袁通过改善养殖环境袁增加人与动物的交
流袁尽量减少动物在规模化养殖中的生存压力袁从而
给它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袁 从侧面增强动物体质袁减
少养殖过程中治疗用药遥

采用无抗生素尧无药残模式饲养的畜产品在品质
和价格上都有着巨大的优势遥乳酸芽孢杆菌制剂在应
用过程中袁若能结合空气电净化技术袁改善畜舍内部
环境条件袁减少动物间交叉感染的机率和防止呼吸道
疾病的发生袁则能达到无公害养殖的要求遥 所以不使
用大量药物进行养殖在科学上具有可能性袁在技术上
具有可行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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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A组
B组
C组

1日龄重
39.3依0.42a
40.2依0.83a
40.0依0.79a

21日龄重
603.5依31.4a
640.2依23.2b
649.9依21.8b

49日龄重
2041.7依42.6a
2225.4依58.6b
2349.3依56.3b

前期平均日增重
26.87依0.36a
28.56依0.55b
29.05依0.62b

后期平均日增重
51.36依0.67a
56.61依0.88b
60.68依0.54c

全期平均日增重
40.87依0.48a
44.59依0.69b
47.12依0.65b

表 2 乳酸芽孢杆菌制剂对 AA肉鸡增重的影响（g/只）

注院同列数据肩标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下表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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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与低聚果糖饲料添加剂对育肥猪消化率的影响
秦炜赜 李成云 太 男

秦炜赜，延边大学农学院动物科学系，133400，吉林延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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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03-21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中草药复合添加剂由山楂尧甘草尧陈皮尧黄芪尧五
味子尧干姜尧麦芽尧沙参 8味中药按适当比例混合研磨
制成遥 中草药从吉林省汪清县保健大药房购得遥 低聚
果糖预混剂从天津挑战饲料有限公司购得遥
1.2 试验动物分组与饲养管理

1.2.1 供试猪分组

选择 30 kg左右野杜长大冶三元杂交猪 120头袁按
照胎次一致尧品种相同尧体重相近尧公母各半的方法袁
随机分成对照组渊添加常规的抗生素冤尧低聚果糖组尧
中草药组和中草药+低聚果糖组 4个组遥 每组设 3个
重复袁每个重复 10头猪袁重复组所喂的饲粮相同遥
1.2.2 饲养管理

试验正式开始前先进行 7 d的预试饲养遥 预试期
间袁进行驱虫和防疫注射袁对供试猪打耳号袁预试期结
束后进入正式试验期遥 饲喂方法采用群饲袁每天喂料
3次袁自由饮水遥 试验全期分前期渊30耀60 kg冤和后期
渊60耀100 kg冤袁共 86 d遥
1.2.3 供试日粮

各组饲喂的基础日粮一样袁 试验组分别添加
0.1%中草药添加剂尧0.005豫低聚果糖添加剂尧0.05%中
草药添加剂+0.002%低聚果糖添加剂袁 对照组添加
0.002%抗生素遥
1援2援4 基础日粮配方设计

基础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见表 1遥
1.3 样品的采集与指标的测定

在中猪尧大猪正式试验中期袁分别采用全收粪法
连续进行为期 7 d的消化代谢试验袁记录每天每头猪
的采食量袁收集每头猪 24 h的排粪量渊随排随收冤袁然
后称重取样袁 在 65耀70 益恒温箱内干燥至恒重后袁称
重并粉碎制成风干样品袁盛于广口瓶中待测遥 所得养
分消化率均由风干状态下渊65 益烘干后冤计算得到遥

饲料养分表观消化率渊%冤=渊食入饲料养分量-粪
中养分量冤/食入饲料养分量遥

表 1 基础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

30耀60 kg
70.6
15.6
10.4
0.30

4
3.22
15.40
0.53
0.61
0.71
0.26
0.56
0.59
0.17

60耀90 kg
73.8
12.1
10.1
0.30

4
3.28
13.41
0.44
0.57
0.62
0.24
0.50
0.51
0.15

饲养阶段

玉米
大豆粕
小麦麸
食盐
预混料
营养水平
消化能渊MJ/kg冤
粗蛋白渊%冤
钙渊%冤
磷渊%冤
赖氨酸渊%冤
蛋氨酸渊%冤
蛋垣胱氨酸渊%冤
苏氨酸渊%冤
色氨酸渊%冤

原料组成渊%冤

1援4 测定指标与方法

各指标的测定按胡坚主编的叶动物饲养实验指导曳
介绍的方法进行袁吸附水在 100耀105 益下的烘箱中烘
干测定;粪半干物质含量用 65耀70 益干燥法测定;饲粮
蛋白质尧 粪蛋白质含量用凯氏半微量定氮法测定;饲
粮粗纤维尧粪粗纤维含量在规定浓度的碱尧酸和乙醇尧
乙醚条件下相继处理样品,并扣除残渣中的灰分遥
1.5 数据处理

数据均以平均数依标准差表示袁 所有数据均以日
粮为处理单位袁采用 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遥
2 试验结果

2援1 中草药与低聚果糖添加剂对30耀60 kg生长育肥
猪消化率指标的影响渊见表 2冤

表 2 中草药与低聚果糖添加剂对 30耀60 kg
生长育肥猪消化率指标的影响（%）

项目
粗蛋白
粗脂肪
粗纤维
灰分
Ca
P

对照组
69援59依0.74b
62.45依1.06
35援57依2.37b
35.80依1.67
49.07依1.29b
52.86依1.50

低聚果糖组
71.37依1.71ab
63.54依2.11
36.99依1.14ab

34.74依1.51
53.40依1.18a
54.19依1.05

中草药组
71.71依1.04ab
64.10依1.19
37.36依2.70ab

36.54依1.10
51.14依1.79ab
54.51依1.27

中草药+低聚果糖组
72.64依1.41a
64.99依0.58
39.81依1.43a

35.88依1.63
51.35依1.93ab
54.49依0.77

注院同行数据肩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下表同遥

由表 2可知袁在中猪生长阶段袁粗蛋白的消化率袁
中草药+低聚果糖组比对照组提高了 4.38%袁 差异显
著渊P约0.05冤袁但 3个试验组之间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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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的消化率袁 低聚果糖组比对照组提高了 8.82%渊P约
0.05冤,其它 3组间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粗纤维消化
率袁 中草药+低聚果糖组比对照组提高了 11.92%袁差
异显著渊P约0.05冤遥 粗脂肪尧灰分尧磷的消化率各组间差
异均不显著渊P>0.05冤遥
2援2 中草药与低聚果糖添加剂对 60耀90 kg生长育肥
猪消化率指标的影响渊见表 3冤

表 3 中草药与低聚果糖添加剂对 60耀90 kg
生长育肥猪养分消化率指标的影响(%)

项目
粗蛋白
粗脂肪
粗纤维
灰分
钙
磷

对照组
76.23依1.64b
68.44依0.78b
38.23依0.96b
42.02依1.63
48.30依0.75b
50.34依0.74

低聚果糖组
77.49依0.75ab
70.14依1.41ab
40.45依0.89ab
41.30依1.33
51.28依1.20a
50.92依1.35

中草药组
78.56依1.17a
70.21依1.02ab
40.83依1.49a
42.61依1.54
49.31依1.26ab
52.09依1.43

中草药+低聚果糖组
79.31依0.78a
72.17依1.20a
42.17依1.52a
42.22依1.59
49.80依1.04ab
51.28依1.55

由表 3可知袁在大猪生长阶段袁粗蛋白消化率袁中
草药组与中草药+低聚果糖组分别比对照组提高了
3.06%尧4.04%袁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粗脂肪消化率,中草
药+低聚果糖组比对照组提高了 5.45%袁差异显著渊P<
0.05冤袁其它 3组间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粗纤维消化
率袁 中草药+低聚果糖组与中草药组分别比对照组提
高了 10.31%尧6.80%,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钙的消化率袁
低聚果糖组比对照组提高了 6.17%袁 差异显著 渊P<
0.05冤袁其它 3组间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其中灰分与
磷的消化率各组间差异均不显著渊P>0.05冤遥
3 讨论

3.1 中草药添加剂对育肥猪营养物质表观消化率的

影响

饲料养分消化率的高低可直接影响畜禽的生长

发育和生产性能遥 王友明尧葛长荣[5袁6]等报道,复方中草
药添加剂能提高日粮中粗蛋白尧粗脂肪尧粗灰分尧钙尧
磷等营养物质的表观消化率,从而起到促进猪生长发
育的作用遥中草药添加剂可促进机体对饲料养分的消
化吸收,其原因之一是中草药添加剂能够抑制与宿主
争夺营养成分的有害微生物,而相应的增加有益微生
物的数量,有益微生物可产生多种养分消化酶,可进一
步提高饲料中营养物质的消化率;其二是认为中草药
添加剂可促使肠壁变薄,增长小肠绒毛,扩大营养物质
与其接触面积而促进养分消化[7袁8]遥

本试验袁 中草药与中草药+低聚果糖可显著提高
粗蛋白和粗脂肪的消化率遥蛋白质是构建机体的主要
营养物质袁蛋白质消化率的提高可加速其在体内的沉
积袁从而相应的可提高育肥猪的增重速度袁缩短饲养
周期袁提高出栏率遥

中草药添加剂可显著提高营养物质的消化率袁或
与抗生素的效果相当袁说明中草药添加剂可替代抗生
素在畜牧业生产中使用袁减少抗生素类药物在肉中的
沉积袁有益于人类身体健康遥
3.2 低聚果糖添加剂对育肥猪表观消化率的影响

低聚果糖(FOS)是双歧杆菌尧乳酸杆菌等有益菌
的增殖因子遥由于其独特的结构在胃和小肠中不被降
解利用袁可完整的到达大肠袁在大肠中 FOS可选择性
的增殖双歧杆菌尧乳酸杆菌等有益菌群遥双歧杆菌尧乳
酸杆菌等代谢产生的乙酸尧丙酸尧丁酸等短链脂肪酸
可降低肠道的 pH值,改善肠道环境,抑制致病菌生长遥

本试验中 FOS能显著提高钙的消化率袁可能原因
是双歧杆菌尧乳酸杆菌等代谢产生的乙酸尧丙酸尧丁酸
等短链脂肪酸增加了肠道的酸性环境袁从而促进钙等
无机盐的溶解袁提高了钙的消化率遥据报道袁FOS可显
著提高仔猪时期的日增重尧消化率袁能明显降低仔猪
腹泻率[8袁9]袁但在大猪上的应用还未见报道遥 从本试验
结果看袁FOS虽有提高营养物质消化率的趋势袁 但不
是很明显袁 可能是由于仔猪的消化道发育不完善袁对
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利用率差袁而 FOS主要是在消化
道后段发挥效应袁消化在消化道前段未被消化的营养
物质遥相对而言袁随着仔猪消化道发育日趋完善袁通过
消化道前段未被消化利用的营养物质相对较少袁所以
FOS的效应在大猪期间表现的不是很明显遥
4 结论

从消化率方面看袁与抗生素组相比袁中草药添加
剂可显著提高饲料的消化率遥低聚果糖与抗生素的作
用效果相当袁两种添加剂无耐药性尧无残留袁属于绿色
添加剂袁在畜牧业生产中可替代抗生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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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酶对甘蔗梢青贮品质的影响
郑晓灵 刘艳芬 刘 铀 陈育峰 卢 曦 黄晓亮

摘 要 试验旨在研究纤维素酶对甘蔗梢青贮品质的影响。试验采用单因子设计,对照组直接青
贮，试验组添加 0.2 g/kg纤维素酶进行青贮，青贮 90 d后测定其 pH值及乳酸、常规营养成分、可溶性
糖、氨态氮和水分含量。试验结果表明：淤添加纤维素酶或直接青贮甘蔗梢感官评定均属优质青贮料；
于添加纤维素酶对甘蔗梢青贮的 pH值、乳酸无显著性影响(P>0.05)；pH值均在 4.0以下；盂与对照组
相比较，通过纤维素酶处理后，显著提高了青贮饲料干物质和粗灰分的含量(P<0.05), 同时提高了粗脂
肪和无氮浸出物含量,降低了粗纤维、粗蛋白、钙和磷含量，但差异均不显著(P>0.05)；榆添加纤维素酶
可大幅度增加可溶性糖的含量，限制氨态氮产生,降低水分含量，但差异均不显著(P>0.05)。综上所述，
添加纤维素酶制剂可以改善青贮甘蔗梢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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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梢是蔗糖的副产品袁同时也是廉价优质的青
贮饲料遥我国甘蔗梢年产近 1 000万吨,除小部分鲜喂
牛尧羊外,大部分晒干作燃料或自然肥田袁造成饲料资
源的浪费遥青贮是一种保存青粗饲料既经济又安全的
科学方法袁青贮后能有效地保存其营养成分袁提高饲
料适口性和利用率遥 纤维素酶能降解植物细胞壁袁使
胞内原生质暴露出来袁提高胞内物质的消化率遥 由于
甘蔗梢粗纤维含量高袁即使是青贮后粗纤维含量仍很
高,影响动物对其的消化遥 在青贮过程中添加酶制剂
能不同程度地改善青贮饲料的发酵品质,提高家畜的
采食量和消化率,本试验旨在研究在青贮过程中添加
纤维素酶对甘蔗梢青贮品质的影响,为充分利用和开
发甘蔗梢,进行大规模青贮饲料生产提供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纤维素酶(青贮专用纤维素酶制剂)袁由湛江市畜
牧局金牛公司提供遥
1.2 试验设计

试验在湛江市畜牧局金牛公司牛场和广东海洋

大学动物营养实验室进行遥采用青贮履带式压扁机进
行压扁, 将甘蔗梢切割成 5~7 cm长度, 将纤维素酶均
匀喷洒在原料中,然后揉撮尧压实尧袋装尧真空密封贮

存后集中放置于凉棚内青贮遥 试验共设 2个处理组,
试验玉组为对照组,直接贮存曰试验域组在对照组的
基础上添加 0.2 g/kg的纤维素酶遥 每个处理设置 2个
重复,每个重复含 4个样品袁每个样品 50 kg遥 青贮 90 d
后测其 pH值及乳酸尧常规营养成分尧可溶性糖尧氨态
氮和水分含量遥
1.3 青贮品质分析

1.3.1 感观评定

从色泽尧气味尧质地等方面进行感官评定袁参照德
国农业协会制定的 DLG评分法进行饲料品质感官鉴
别评定遥 从嗅觉尧结构尧色泽等方面进行评分遥 综合得
分后评定为优尧良尧中尧下 4个等级遥
1.3.2 评定指标与方法

pH值: 按农业部青贮饲料质量鉴定标准制备浸
提液袁用 PHB-3型精密 pH计测定 pH值遥

常规营养成分的分析院干物质(DM)尧粗蛋白(CP)尧
粗脂肪 (EE)尧粗纤维 (CF)尧粗灰分 (ASH)尧无氮浸出物
(NFE)尧钙渊Ca冤尧磷渊P冤含量参照杨胜主编叶饲料分析及
饲料质量检测技术曳中的方法进行遥

有机酸含量的测定院乳酸含量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 HPLC)的离子色谱法(IC)进行测定遥

氨态氮含量的测定院由青贮料浸提液通过蒸馏法
测定遥

可溶性糖含量的测定院葡萄糖尧果糖和蔗糖含量
分别采用蒽酮分光光度法测定遥
1.4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 SPSS11.5统计处理软件按照单因子方
差分析进行处理袁不同处理组间平均数的差异显著性
采用 T检验法进行检验袁试验结果采用平均值表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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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纤维素酶对甘蔗梢青贮外观品质的影响(见表 1)
表 1 纤维素酶对甘蔗梢青贮外观品质的影响

组别
对照组
纤维素酶组

色泽
黄绿色
黄绿色

气味
芳香舒适,酸味较浓
芳香舒适,酸味浓

质地
叶脉清晰,柔软不粘手
叶脉清晰,松软不粘手

等级
优
优

由表 1可知,经过 90 d的青贮袁试验组青贮甘蔗
梢的色泽尧 气味和质地与对照组相比没有明显的差
异遥纤维素酶组和对照组甘蔗梢青贮饲料评分质量均
达到优级标准遥
2.2 纤维素酶对甘蔗梢青贮 pH 值和有机酸含量的
影响渊见表 2冤
表 2 纤维素酶对甘蔗梢青贮 pH值、有机酸含量的影响
组别
对照组
纤维素酶组

pH 值
3.85
3.99

乳酸 (mg/g)
2.377 1
2.305 5

注院同列数据肩标字母完全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或极显著渊P<0.05
或 P<0.01冤曰 含相同字母或未标字母者袁 表示差异不显著 渊P>
0.05冤遥 下表同遥
由表 2可知袁 添加纤维素酶甘蔗梢青贮中 pH值

上升了 3.6%曰 同时纤维素酶处理组乳酸含量却下降
了 3.0%遥 直接青贮对青贮甘蔗梢的 pH值尧乳酸含量
的影响较加纤维素酶组多袁 但差异不显著 (P>0.05)遥
2.3 纤维素酶对甘蔗梢青贮常规营养成分含量的影

响渊见表 3冤
表 3 纤维素酶对甘蔗梢青贮常规营养成分含量的影响(%)
组别
对照组
纤维素酶组

DM
91.54a
92.60b

CP
6.89
6.37

EE
2.41
2.56

CF
31.39
30.38

ASH
6.42a
7.41b

NFE
44.43
45.88

Ca
0.748
0.682

P
0.168
0.121

由表 3可知, 添加纤维素酶组青贮甘蔗梢的 DM
和 ASH含量与对照组相比,分别升高 1.16豫和 15.42豫,
差异显著 (P<0.05)曰而 CP尧EE尧CF尧NFE尧Ca 和 P 的含
量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不显著渊P>0.05冤遥 加酶处理后
EE和 NFE含量分别提高了 6.2%尧3.2%曰 而 CP和 CF
含量分别降低了 7.5%尧3.2%曰Ca和 P 含量分别降低
8.8%尧28.0%遥 试验结果表明袁在青贮甘蔗梢中添加纤
维素酶袁 可提高青贮甘蔗梢的 DM尧ASH尧EE尧NFE的
含量袁降低了 CF尧CP尧Ca和 P的含量遥
2.4 纤维素酶对甘蔗梢青贮中可溶性糖尧 氨态氮和
游离水含量的影响渊见表 4冤

由表 4可知,添加纤维素酶组青贮甘蔗梢中的葡

萄糖尧 果糖和蔗糖的含量比对照组分别升高 55.5%尧
10.9%尧37.0%,但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青贮甘蔗梢中
蔗糖的含量最高,葡萄糖含量居中袁果糖的含量最低遥
对照组的可溶性糖总含量为 26.70%袁 纤维素酶组可
溶性糖含量可达 36.67%袁比对照组高出 10个百分点
左右遥添加纤维素酶后大幅度增加青贮甘蔗梢可溶性
糖的含量遥 添加纤维素酶组的氨态氮(NH3-N)和游离
水都比对照组低, 但差异都不显著 渊P>0.05冤遥 NH3-N
含量的降低,有利于营养物质的保存遥 对照组的含水
量较高袁加酶处理后含水量反而下降 12.5%遥

表 4 纤维素酶对甘蔗梢青贮的可溶性糖、氨态氮

和游离水含量的影响

葡萄糖
5.95
9.25

果糖
3.85
4.27

蔗糖
16.9
23.15

可溶性糖(%)
36.59
35.78

氨态氮(mg/g)
68.72
60.15

游离水(%)
对照组
纤维素酶组

组别

3 讨论

3.1 纤维素酶对青贮甘蔗梢饲料外观品质的影响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纤维素酶处理不影响青贮甘蔗
梢感官质量遥 按德国农业协会制定的 DLG评分标准
的评分等级袁加酶或直接青贮甘蔗梢在色泽尧气味和
质地方面差异不大袁均达到优级水平遥 说明甘蔗梢即
使不添加酶其发酵品质也较好遥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直
接青贮甘蔗梢的可溶性糖含量较高(达到 26.7%),说明
其发酵底物较充足曰同时试验采用改良高压聚乙烯薄
膜,密封性较好,原料的营养价值损失较少,这也是加
酶处理与直接青贮均可获得优品质青贮饲料的原因遥
3.2 纤维素酶对青贮甘蔗梢饲料的 pH 值和有机酸
含量的影响

优良青贮料的标准 pH值为 3.8~4.2遥 当 pH值下
降到 4.0 时袁其它各种杂菌被抑制袁本试验青贮料的
pH值分别为 3.85和 3.99,符合优质青贮饲料的标准遥
同时试验中 pH值还没有下降到 3.8以下,说明乳酸菌
还处于发酵阶段袁青贮时间可延长袁尤其是添加纤维
素酶组遥 甘蔗梢在青贮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有机酸袁其
中乳酸菌和细菌产生的乳酸和乙酸是导致青贮过程

中 pH值下降的主要因素遥 添加纤维素酶后青贮甘蔗
梢 pH值尧乳酸含量比直接青贮稍差,与 Tengerdy等试
验结果不一致袁这可能与青贮时间不够有关遥 但对照
组与纤维素酶组相比袁pH 值下降的百分率比乳酸上
升的百分率要高,这可能是直接青贮有其它类型的细
菌发酵渊异型发酵冤共存遥 而处理组 pH值上升的百分
率比乳酸浓度的下降的百分率要高,说明在整个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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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以同型发酵(乳酸菌发酵)为主遥
3.3 纤维素酶对青贮甘蔗梢饲料常规营养成分含量的

影响

添加纤维素酶处理后显著提高了青贮料 DM 和
ASH的含量渊P<0.05冤袁这可能与加酶处理后水分含量
下降有关遥加纤维素酶处理后青贮料的蛋白质含量与
对照组相比有所下降遥可能的原因是在发酵初期青贮
料 pH值下降较慢袁 植物酶的活性没有得到很好地抑
制袁导致 CP的损失袁这与何依群等(2004)报道的酶制
剂对黑麦草青贮发酵品质的影响结果相似遥可以通过
添加营养性青贮添加剂(尿素等)来提高 CP的含量遥

纤维素酶组 CF含量与对照组相比有所下降遥 这
说明纤维素酶起到了对甘蔗梢植物细胞壁降解纤维

的作用遥 其作用机理是:纤维素酶作用于纤维素大分
子中 茁-1,4-糖苷键,使其分解为单糖或双糖,被动物直
接吸收袁提高其饲料利用率遥另外袁经酶作用可释放出
更多的糖供乳酸菌发酵遥因酶有助于碳水化合物分解
成糖,这与本试验中所得的可溶性糖中葡萄糖尧果糖
和蔗糖的含量都比对照组高的结果是一致的遥这说明
添加的纤维素酶将甘蔗梢中的纤维素分解成可溶性

糖,具有降解纤维,提高青贮饲料品质的作用袁与大多
数报道一致遥添加纤维素酶后更有利于青贮甘蔗梢的
利用,有利于提高饲料的能量值和效率遥

添加纤维素酶组的钙和磷含量与对照组相比有

所下降袁其中添加纤维素酶组的磷含量比对照组下降
了 28.0%遥 钙和磷损失可能与青贮过程中的汁液流出
密切相关遥由于纤维素酶对甘蔗梢植物细胞壁起到降
解纤维的作用,使细胞内容物释放出来袁导致添加纤
维素酶组干物质中的钙和磷含量低于对照组遥
3.4 纤维素酶对甘蔗梢青贮可溶性糖尧 氨态氮和游
离水含量的影响

青贮饲料中的可溶性糖能被微生物发酵耗用产

生乳酸袁降低 pH值袁抑制有害菌的生长袁达到提高青
贮饲料品质的目的遥 从本试验结果看,纤维素酶组可
溶性糖中葡萄糖尧果糖和蔗糖的含量大幅度上升遥 这
可能由于纤维素酶将甘蔗梢中的纤维素降解成单糖

或双糖,增加可溶性糖含量遥 同时,其蔗糖的含量最高,
这与青贮的原材料甘蔗梢的蔗糖含量较高有关遥

氨态氮(NH3-N)反映青贮饲料中蛋白质和氨基酸
分解情况袁其含量越高袁说明蛋白质和氨基酸分解越
多袁意味着青贮饲料的品质就越差遥本试验结果表明袁
添加纤维素酶处理后 NH3-N 的含量有下降的趋势袁
但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说明添加纤维素酶有利于青

贮饲料的发酵袁限制氨的产生袁营养物质得到了较好
的保存遥

青贮水分含量是决定青贮饲料品质的重要指标遥
水分过干,贮温上升,酪酸菌发酵,会形成恶臭味曰水分
过多,渗透到底部,就会使可溶性氨化物尧糖类等流失袁
严重可损失大部分干物质袁更易形成下部积水袁造成
腐败或酸度过大袁影响青贮料的适口性遥 试验结果表
明袁 添加纤维素酶处理后能降低青贮料的水分含量袁
与直接青贮组相比无显著性影响袁不会对青贮饲料品
质产生影响遥
4 小结

添加纤维素酶或直接青贮甘蔗梢感官评定均属

优质青贮料曰添加纤维素酶处理后显著提高青贮料干
物质和粗灰分含量曰同时提高了粗脂肪尧无氮浸出物
和可溶性糖的含量曰 降低青贮料粗纤维尧 粗蛋白质尧
钙尧磷尧氨态氮和游离水的含量曰添加纤维素酶对甘蔗
梢青贮的 pH值尧乳酸无显著性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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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草芽孢杆菌D P G - 0 1液体深层通风发酵的研究
王健华

摘 要 以豆饼粉、玉米淀粉为主要发酵原料，根据摇瓶正交试验结果对枯草芽孢杆菌 DPG-01
在 50 L全自动发酵罐条件下液体深层通风发酵的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在培养基组成为
高温豆饼粉 2.2%、尿素 0.1%、玉米浆 0.15%、玉米淀粉 0.85%、磷酸氢二钾 0.3%、磷酸二氢钾 0.15%、硫
酸镁 0.1%、硫酸锰 0.02%、消泡剂 0.3%、pH值 7.5（消前）及培养条件为装填系数 60%、温度 37 益、风比
10.5、罐压 0.05 MPa、搅拌转速 210 r/min、发酵周期 36 h条件下，发酵水平达到 1.2伊1010 CFU/ml，芽
孢形成率达到 95%。

关键词 枯草芽孢杆菌；发酵；微生态

中图分类号 S852.6

王健华,河北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高级工程师，054000，
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钢铁北路 618号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基础部生化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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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院一是抗生素残留污染肉尧蛋尧奶曰二是抗菌
素抑制和杀死肠道内的有益菌群袁造成肠道正常菌群
生态失调袁导致疫病的发生袁出现二重感染袁有害于人
畜健康遥微生态制剂用于畜禽养殖业可以有效解决以
上问题袁目前该产业正在迅猛发展遥

应用于微生态添加剂的微生物主要包括芽孢菌

类尧乳酸菌类和酵母菌类袁芽孢杆菌以枯草芽孢杆菌
和地衣芽孢杆菌为主遥目前国内枯草芽孢杆菌制剂多
采用固体发酵方式进行生产遥固体发酵具有设备投资
低尧工艺流程简单等特点袁但固体发酵存在过程控制
困难尧容易出现污染渊尤其是遭受噬菌体污染冤等袁严
重影响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遥

本文在摇瓶正交试验的基础上袁对枯草芽孢杆菌
DPG-01在 50 L 全自动发酵罐条件下液体深层通风
发酵的规律进行了研究, 发酵水平达到 1.2伊1010 CFU/ml,
从而为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奠定了基础遥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1.1 菌种

枯草芽孢杆菌 DPG-01渊Bacillus subtilis冤,由河北
大学生命科学院提供遥
1.1.2 培养基

分离培养基院马铃薯淀粉 2%尧蛋白胨 1%尧氯化
钠0.5%尧琼脂 2%袁pH 值 7.0袁表压 1 kg/cm2下灭菌
30 min遥

斜面培养基院 牛肉膏 1%尧 蛋白胨 1%尧 氯化钠

0.5%袁pH值 7.0遥
液体种子培养基: 葡萄糖 5%尧牛肉膏 1%尧蛋白胨

1%尧氯化钠 0.5%袁pH值 7.0遥
液体深层通风发酵培养基院高温豆饼粉 2.2%尧尿

素 0.1%尧玉米浆 0.15%尧玉米淀粉 0.85%尧磷酸氢二钾
0.3%尧 磷酸二氢钾 0.15%尧 硫酸镁 0.1%尧 硫酸锰
0.02%尧消泡剂 0.3%袁pH值 7.5渊消前冤遥
1.1.3 仪器设备

生化培养箱院HPS-250生化培养箱袁 由哈尔滨东
联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生产遥

摇床院HZQ-Q振荡器袁由哈尔滨东联电子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生产遥

液体深层通风发酵罐院GUJS-50AUTOBIO2000型
50 L全自动机械搅拌发酵罐袁由镇江东方生物工程设
备技术有限公司生产遥

生物显微镜院Leica BME生物显微镜袁由上海徕卡
显微系统有限公司生产遥

分光光度计院Spectrum WFJ72 可见分光光度计袁
由上海光谱仪器有限公司生产遥
1.2 方法

1.2.1 菌种的制备

淤 将枯草芽孢杆菌 DPG-01保藏菌种转接于新
鲜试管斜面袁37 益培养 24 h遥

于 分离培养基采用平板稀释涂布分离法对菌种
进行分离尧纯化袁筛选出的单菌落转接于新鲜试管斜
面袁37 益培养 24 h备用遥

盂 500 ml三角瓶装入 100 ml液体种子培养基袁
121 益灭菌 30 min袁接入以上培养好的菌种一接种环袁
温度 37 益,在转速为 210 r/min摇床上震荡培养 16 h遥
1.2.2 发酵

淤 50 L全自动发酵罐中装入发酵培养基袁 消前
体积 25 L渊消后 30 L冤袁121 益灭菌 30 min遥

于 按 1%接种量接入液体菌种 300 ml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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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 发酵条件控制袁温度(37依0.5) 益袁风比 10.5袁
搅拌转速 210 r/min袁罐压 0.05 MPa遥

榆 每 2 h无菌取样进行以下项目检测院 生物量尧
pH值尧镜检尧还原糖含量尧氨基氮含量遥
1.2.3 生物量测定

采用浊度法以 OD值间接测定生物量院取 1 ml样
品并用蒸馏水稀释 10倍袁分光光度计 600 nm以蒸馏
水做参比测定吸光度遥
1.2.4 还原糖含量测定

采用 DNS(3,5-二硝基水杨酸)法测定还原糖含量遥
1.2.5 氨基氮含量测定

采用甲醛滴定法测定氨基氮含量遥
1.2.6 活菌总数测定

采用平板涂布法测定活菌总数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液体深层发酵过程中 pH值的变化渊见图 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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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发酵过程中 pH值的变化

由图1可见袁 pH 值呈现先降后升的规律袁pH 值
在 8 h达到最低点渊5.78冤袁此后 pH 值逐渐回升袁36 h
到达最高点(8.71)遥
2.2 液体深层发酵过程中 OD值的变化渊见图 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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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发酵过程中 OD值的变化

由图 2可见袁0耀6 h为延迟期袁6耀18 h为对数期袁
18耀32 h为稳定期袁32 h以后为衰亡期遥
2.3 液体深层发酵过程中还原糖含量的变化(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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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发酵过程中还原糖含量的变化

由图 3可见袁0耀6 h菌体处于延迟期袁还原糖含量
变化不大曰6耀18 h菌体生长进入对数期袁还原糖大量
消耗曰18 h以后还原糖数值趋于稳定遥
2.4 液体深层发酵过程中氨基氮含量的变化(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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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发酵过程中氨基氮含量的变化

由图 4可见袁氨基氮含量在整个发酵过程中呈现
波浪状变化规律袁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菌体生长过
程中受代谢调控作用影响袁 胞外酶分泌不断变化袁同
时氨基氮又被菌体生长繁殖所利用袁在两种因素的共
同作用下而引起氨基氮含量呈波浪状变化规律遥
2.5 液体深层发酵过程中芽孢形成率的变化(见图 5)

由图 5可见袁发酵 20 h时菌体开始形成芽孢袁此
时正是菌体生长进入稳定期曰30 h时芽孢形成率达到
80%左右曰32 h时达到最高值 95%左右袁 此时停罐对
于枯草芽孢杆菌微生态产品生产是最为有利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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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发酵过程中芽孢形成率的变化

3 讨论

发酵液可以达到的有效活菌总数对于微生态产

品生产意义重大,不但直接影响生产成本,而且对产品
质量及实际使用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本文以豆
饼粉尧玉米淀粉为主要发酵原料,根据摇瓶正交试验
结果得到的最优化培养基配比 , 对枯草芽孢杆菌
DPG-01在 50 L全自动发酵罐上进行的液体深层通

风发酵试验表明院 发酵水平达到 1.2伊1010 CFU/ml时袁
芽孢形成率达到 95%遥

液体深层通风发酵醪液采用超滤工艺浓缩袁然后
加入淀粉做为载体袁干燥后浓缩菌剂有效活菌总数达
到 2伊108 CFU/g以上袁成品室温保存 18个月袁活菌保
存率为 82%遥

可见袁 采用液体深层通风发酵生产微生态产品袁
发酵水平较高且生产稳定袁发酵液经后提取成品质量
很好袁是值得推广的发酵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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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蛋白中的主要抗营养因子对鱼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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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粉是鱼类最重要的蛋白源袁但其资源短缺是饲
料工业面临的最大难题袁寻找植物蛋白替代鱼粉蛋白
是目前水产行业研究和开发的热点遥大豆具有消化吸
收率高尧氨基酸组成好尧价格合理和资源丰富等特点袁
是水产饲料可利用的植物蛋白源之一遥但大豆替代鱼
粉的比例较高时可降低鱼类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利用袁
对鱼类的生产性能产生负面影响遥其主要原因是大豆
中存在多种对鱼类健康和生产性能产生不利影响的

抗营养因子渊Antinutritional factors ,ANFs冤袁如蛋白酶
抑制因子尧过敏原尧寡糖尧凝集素和皂苷等渊NRC,1998曰
Stale等袁1998冤遥按照大豆抗营养因子对热敏感性程度
的不同袁可分为热敏性的胰蛋白酶抑制因子和凝集素
等袁热稳性的致过敏反应蛋白渊主要是大豆球蛋白和
茁-伴大豆球蛋白冤尧植酸和大豆寡糖等遥大豆及其制品

中的抗营养因子含量见表 1遥 抗营养因子能抑制动物
的食欲尧酶的活性袁并能产生毒素尧结合有益物质袁影
响鱼类的消化吸收尧代谢和生长袁限制了其在水产动
物饲料中的广泛应用遥

表 1 大豆及其制品中的抗营养因子含量

项目
大豆胰蛋白酶抑制因子渊mg/g冤
大豆抗原渊mg/kg冤
大豆凝集素渊mg/kg冤
大豆寡糖渊%冤
皂苷渊%冤

大豆
45耀50

180
3.5
14
0.5

豆粕
1耀8
66

10耀200
15
0.6

大豆浓缩蛋白
2

<3
<1
2
0

1 大豆胰蛋白酶抑制因子渊Soybean trypsin inhibitors,
TI冤

大豆胰蛋白酶抑制因子是大豆中的主要抗营养

因子, 是一种分子量在 7 975耀21 500之间的多肽或蛋
白质遥大豆胰蛋白酶抑制因子包括两种,库尼兹胰蛋白
酶抑制剂(KTI)和鲍曼-贝尔克胰蛋白酶抑制剂(BBI)遥
一分子的 KTI可以抑制一分子的胰蛋白酶或一分子
的糜蛋白酶曰而一分子 BBI可同时抑制一分子的胰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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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酶和一分子的糜蛋白酶渊Olli J袁1994冤遥 胰蛋白酶抑
制剂链环结构中暴露的氨基酸残基 渊活性中心部位冤
与蛋白酶中的氨基酸发生络合作用袁使蛋白酶失去酶
解能力袁从而抑制该酶的活性遥 肠道的蛋白酶活性随
着大豆蛋白替代量的提高而降低遥 在虹鳟渊Krogdahl
A袁1994A冤尧大西洋鲑渊Olli J袁1994曰Sveier H 袁2001冤饲
料中添加纯化大豆胰蛋白酶抑制因子袁显著降低肠道
和肝胰脏蛋白酶的活性袁降低蛋白质消化率,从而影
响其生长遥对鲤鱼(Escaffre A,1997)尧虹鳟(Dabrowski K,
1989曰Refstie S,2001)的研究也发现,随着大豆蛋白对
鱼粉蛋白替代量的增加,鱼肝胰脏和肠道的蛋白酶活
性呈降低的趋势遥胰蛋白酶抑制因子也可通过负反馈
调节造成含硫氨基酸的内源性损失,使体内氨基酸代
谢不平衡,引起营养性生长受阻渊Krogdahl A袁1994A冤遥

随着饲料中大豆蛋白添加量的提高袁鱼类对饲料
中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逐渐下降遥这是因为胰蛋白酶
抑制因子和小肠中胰蛋白酶结合生成无活性的复合

物袁降低胰蛋白酶活性袁导致蛋白质的消化率和利用
率降低遥

大豆尧大豆饼粉和大豆蛋白浓缩物中的胰蛋白酶
抑制因子含量分别是 40耀50尧1耀8和 2 mg/g 渊见表 1冤遥
大豆胰蛋白酶抑制因子可通过适当加工而使其失活袁
消除对鱼类的影响遥
2 大豆凝集素(Soybean agglutinin,SBA)

大豆凝集素是从大豆提取物中分离出的能凝集

红细胞的一种蛋白质遥大豆凝集素主要存在于大豆子
叶细胞的蛋白体内袁约为大豆蛋白总量的 10%遥 大豆
凝集素是大豆中唯一的含量较高的生物活性蛋白遥
Liener渊1994冤分别采用选择性除去凝集素和胰蛋白酶
抑制因子的生大豆饲喂大鼠袁分析得出袁大豆凝集素
的抑制作用占生大豆对大鼠生长抑制作用的 50%袁胰
蛋白酶抑制因子占 40%袁而其它占 10%遥 由此可以看
出大豆凝集素对动物的抗营养作用之大遥

大豆凝集素是通过与细胞的结合而直接或间接

发挥作用的袁可分为凝集活性和促分裂活性两类遥 大
豆凝集素还可以促进淋巴细胞分裂,加强巨噬细胞的
分化和活动状态(Krugluger等,1996)遥大豆凝集素每个
亚基有一个与糖分子特异性结合的专一位点袁凝集素
在该位点对红细胞尧淋巴细胞或小肠壁表面绒毛细胞
上的特定糖基加以识别而结合遥由于大多数凝集素对
肠道内的蛋白水解酶有抵抗性 (Robinson等,1999)袁因
此能在整个肠道内与上皮细胞表面受体结合袁导致刷
状缘膜紊乱尧上皮微绒毛缩短(Van等,1991)尧上皮细胞

的生存发育能力降低等不良影响 (Ishiguro 等,1992)遥
上述损伤使绒毛的形态损坏袁干扰了离子转运袁减少
了与消化酶作用的机会袁导致糖尧氨基酸等营养物质
吸收不良袁小肠代谢紊乱袁增加了粘膜上皮的通透性袁
促进了肠道粘膜细胞蛋白质的合成袁致使凝集素及肠
道内有害微生物产生的一些毒素进入体内袁直接触发
小肠固有膜部位的肥大细胞脱落袁 组胺分泌增加袁导
致血管通透性加大和血清蛋白流失增加袁使营养成分
更多的流向小肠组织袁而用于合成肌肉等组织的营养
成分减少袁从而降低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尧降低了动
物的生长性能渊Oliverira 等袁1988冤遥

有研究表明袁凝集素与肠道不同部位的结合能力
不同遥 Hendriks等(1990)通过 ELISA分析大豆凝集素
在体外与鲑鱼肠道刷状缘粘膜的结合点表明袁大豆凝
集素在前肠和后肠都有大量的结合遥 Buttle等(2001)
在虹鳟和大西洋鲑中的研究发现袁饲喂含高水平大豆
蛋白源(60%)和含等量纯化大豆凝集素的饲料后,后肠
出现相同的病理变化袁 即后肠粘膜有大量的结合遥
Burrells(1999)对鲑鱼肠道结构的研究表明袁当在日粮
中加入 3.5%的大豆凝集素后,在鲑鱼后肠皱襞中发现
了大量的 SBA结合位点遥 可见 SBA能与鱼类的肠上
皮细胞结合,最主要的结合位点是后肠上皮细胞遥

不同大豆产品中的凝集素含量差别较大,如大豆尧
大豆饼粉和大豆蛋白浓缩物中的凝集素含量分别是

3.5尧10耀200和 1 mg/kg遥大豆凝集素对干热处理相当稳
定,有一定的耐热能力,虽然加热可除去大豆产品中大
部分凝集素活性,但在鱼类饲料的应用上袁用大豆蛋白
替代鱼粉蛋白过程中仍然面临凝集素问题的挑战遥
3 大豆抗原蛋白渊Soybean antigenic protein冤

大豆抗原蛋白是指大豆及其制品中含有的一些

可以引起动物产生过敏反应的物质袁主要有大豆疏水
蛋白(Hydrophobic protein)尧大豆壳蛋白 (Hull protein)尧
大豆抑制蛋白(Profilin protein)尧大豆空泡蛋白(Vacolar
protein)尧大豆球蛋白 (Glycinin)尧茁-伴大豆球蛋白 (茁-
Conglycinin)等袁其中对动物影响最大的尧具有抗原性
和致敏性最强的是大豆球蛋白和 茁-伴大豆球蛋白
(Dawsib等袁1988)遥大豆球蛋白是纯化的 11S大豆球蛋
白袁是大豆蛋白质中最大的单体成分袁占大豆籽实蛋
白质总量的 25豫耀35%尧球蛋白总量的 40%袁分子量为
35 kD袁由 6个亚基组成遥茁-伴大豆球蛋白主要来源于
大豆贮存蛋白的 7S组分袁 是相对分子质量为 180 kD
的三聚体袁由 3个亚基组成遥

Rumsey 等渊1993冤用经过不同加工处理的豆粕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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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虹鳟后发现,即使胰蛋白酶抑制因子和大豆凝集素失
活后,也会影响鱼的生长,可推断加工后的大豆中仍具
有免疫活性的大豆抗原蛋白,且对虹鳟的生长有负面影
响,说明大豆抗原蛋白对水产动物具有抗营养作用遥

大豆抗原蛋白主要是通过破坏肠细胞的形态和

结构,导致动物的肠道发生病理变化和过敏反应影响
动物的免疫系统而发挥其抗营养作用的遥 Ostaszewska
在虹鳟上的研究发现,与鱼粉相比,32%大豆浓缩蛋白
(含大豆球蛋白 10.5 mg/g尧茁-伴大豆球蛋白 4.8 mg/g)和
44%豆粕 (含大豆球蛋白 33 mg/g尧茁-伴大豆球蛋白
19.8 mg/g)引起虹鳟后肠每个粘膜褶的粘液细胞数量
由鱼粉组的 3.6个分别增加到 6.8个和 6.4个袁增加幅
度分别为 88.9%和 77.8%遥 不同类型的大豆蛋白源可
破坏水生动物肠细胞的形态和结构袁如豆粕尧大豆浓
缩蛋白尧 大豆分离蛋白及去皮蛋白等可引起大西洋
鲑尧亚洲尖吻鲈尧虹鳟尧建鲤等的肠细胞破坏袁表现为
后肠上皮细胞脱落尧吸收小泡不等尧上皮细胞核排列
紊乱尧 局部出现核浓缩 渊Bakke袁2000曰Ostaszewska袁
2005曰Refstie袁2000冤遥

随着大豆蛋白替代鱼粉蛋白比例的增加袁对大西
洋鲑(Baeverfjord 等 ,1996曰Krogdahl 等,2000)和亚洲尖
吻鲈(Vanden Ingh等,1991)等研究发现,鱼类上皮细胞
损伤即增加了杯状细胞的数量,粘膜皱褶高度降低,顶
端脱落尧固有层加宽及炎性细胞浸润尧吸收小泡减少,
结果导致胰腺肿大尧小肠粘膜的损坏尧微绒毛的异常尧
小肠后段的肠炎样状况;使得炎症细胞(巨噬细胞尧淋
巴细胞尧分叶核白细胞)浸润产生肠粘膜炎症反应袁使
得刷状缘的酶活性降低遥 上述肠道损伤还能导致血浆
蛋白质漏入肠腔尧绒毛脱落和隐窝肥大等,使肠道正常
功能受到影响,对营养物质的吸收降低,影响其利用遥

也有研究表明袁大豆抗原蛋白对鱼类特异性抗体
水平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遥 Burrells等渊1999冤用浸
提豆粕加不完全弗氏佐剂对虹鳟进行腹膜内接种免

疫后袁血清中检测出了很高水平的抗大豆蛋白特异性
抗体袁说明大豆抗原蛋白对虹鳟具有抗原性遥 Rumsey
等渊1994冤用大豆浓缩蛋白和大豆饼粉作为唯一蛋白
源时袁 虹鳟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高于全鱼粉蛋白组袁
没有检测出大豆抗原的特异性抗体水平袁此研究中所
有的大豆抗原都没有提纯遥大豆抗原蛋白是否对循环
特异性免疫有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遥

大豆中的大豆球蛋白渊Glycinin冤和 茁-伴大豆球
蛋白渊茁-Conglycinin冤等抗原物质的热稳定性较强袁常
规的加热等处理方法不能使其充分的灭活袁 因此袁许
多大豆制品中仍然存在具有免疫活性的大豆球蛋白

和 茁-伴大豆球蛋白袁 饲喂后能引起鱼类肠道的过敏
反应遥 以上研究因多是使用不同的大豆加工产品袁难
以准确定量大豆抗原蛋白的含量袁故有不同的研究结
果遥 可见袁大豆抗原蛋白的存在已制约了大豆蛋白对
鱼粉蛋白的替代袁为降低饲料和饲养成本袁揭示大豆
抗原对鱼类的抗营养机理袁研究发现切实可行的去除
工艺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4 大豆低聚糖渊Soybean oligosaccharide袁SBOs冤

大豆低聚糖是大豆中低分子量糖类的总称袁主要
成分是水苏糖尧棉籽糖和蔗糖等寡糖袁大豆中低聚糖
含量约为 10%袁其中水苏糖约为 4%尧棉籽糖约为 1%尧
蔗糖约为 5%遥对鲑和虹鳟的研究表明袁去除大豆中的
非淀粉多糖可显著增加营养的吸收渊Krogdahl袁2000冤遥

大豆中的非淀粉多糖影响鲑鱼脂肪的消化和吸

收, 尤其是导致长链饱和脂肪酸的消化率降低(Store鄄
bakkenT,1998)遥 大豆蛋白中 40%碳水化合物尧10%的
低聚糖(胀气因子)能降低鱼类对碳水化合物的消化率,
影响鱼类对能量的利用,导致较低的消化能值,抑制鱼
类的生长(Robaina L,1995)遥 大豆低聚糖对鱼类的生长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遥 Refstie 等(1998)用低聚糖饲喂大
西洋鲑,降低了其特定生长率和饲料转化率遥 但也有饲
料中添加大豆低聚糖对其生长和肠道组织学都没有影

响的报道(Van den Ingh等,1991;Krogdahl等,1995)遥
5 皂苷渊Saponins冤

大豆皂苷是由大豆精醇的羟基与低分子糖的羟

基脱水形成的一种三烯类物质遥皂苷在大豆中的含量
为 0.5%袁是豆科植物籽实中含量最高的遥 大豆皂苷也
是大豆中的一种抗营养因子袁 可改变鱼类肠道形态袁
降低肠道粘膜酶的活性袁降低摄食袁影响鱼类生长遥

综上所述袁鱼类利用大豆蛋白源较差的原因一方
面来自蛋白源本身袁如氨基酸不平衡尧含有抗营养因
子尧适口性差等曰另一方面是鱼类本身的差异遥

大豆蛋白在水产饲料中的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

蛋白质消化尧吸收以及对鱼类生长的影响上袁人们对
大豆凝集素和大豆抗原蛋白等主要抗营养因子的抗

营养机理等方面只是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袁提出了大豆
凝集素和大豆抗原蛋白都能对鱼类肠道产生病理变

化及损伤袁但因在大多数研究中袁抗营养因子的含量
没有分析袁导致不同研究得出的结果不同袁难以评定
大豆产品的质量和动物生产性能的关系曰没有提出二
者对不同食性鱼类渊肉食性尧杂食性和草食性鱼类冤抗
营养机制的差异袁大豆抗原是否通过特异性免疫系统
影响鱼类还有争议袁对纯化大豆抗营养因子对不同食
性鱼类的肠道损伤程度尧在鱼体内的代谢机理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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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控机制尧 抗营养机制的研究及比较很少有报道袁
尤其是肉食性鱼类不能有效利用大豆蛋白的瓶颈问

题还没有解决遥所以未来的研究方向建议选择不同食
性的鱼类渊肉食性尧杂食性和草食性鱼类冤为研究对
象袁系统地研究和比较纯化大豆抗营养因子对不同食
性鱼类消化道病理损伤的差异袁并确定不同剂量对不
同食性鱼类抗营养作用的差别袁得出不同食性鱼类对
抗营养因子的阈值遥 研究大豆抗原蛋白渊大豆球蛋白
和 茁-伴大豆球蛋白冤 是否通过对鱼类特异性免疫的
影响来调控生长袁阐明不同食性鱼类对大豆蛋白耐受
差异的原因袁为设计大豆蛋白替代鱼粉蛋白的比例和
抗营养因子去除的方法提供有用的数据袁为大豆作为
水产饲料中的主要蛋白源的应用提供基础的理论依

据袁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理论指导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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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类黄酮在畜禽生产上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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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 湖南省畜牧水产局养殖业科研项目“安全饲料增效剂与

功能畜禽规模化饲养关键技术研究”

类黄酮渊flavonoids冤是一类存在于植物中的多酚
化合物袁目前已分离鉴定的达 8 000 多种袁它作为药
用植物中提取的主要活性成分袁具有调节血脂尧消除
氧自由基尧抗氧化尧抗肿瘤尧抗病毒等生理活性遥 目前
生物类黄酮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袁成为研究
开发抗生素替代产品的热点遥
1 类黄酮的结构及其生物学功能

1.1 类黄酮的分类与结构

类黄酮化合物是泛指两个具有酚羟基的苯环渊A
环与 B环冤通过中央三碳原子渊C环冤相互连接构成的
一系列化合物袁用 C6-C3-C6表示渊如图 1冤遥 在植物体
内多以游离态或与糖结合成苷的形式存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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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类黄酮 C6-C3-C6基本构型

类黄酮作为非常强的自由基消除剂可以淬灭单

线态氧,清除过氧化物尧羟自由基,还可抑制脂质的过
氧化作用,这些都与类黄酮的结构有着密切关系遥

目前类黄酮的分类是根据 C环的化学性质尧分子
中酚羟基的数目和位置以及取代基模式为依据,在每
个类别中,又以 A环和 B环上取代基(尤其是羟基)的
数目和位置以及烷化和(或)糖苷化程度区别来分类遥
根据 B环的结合位置尧C环中有无双键尧C环的开闭尧
各环所结合的 OH基的数量和位置, 将类黄酮分为 8

大类:黄酮醇类(flavonols)尧黄酮类(flavones)尧黄烷酮类
(flvanones)尧儿茶素类(flavan-3-ol,亦称黄烷-3-醇类)尧
花色素类(anthocyanidins)尧异黄酮类(isoflavones)尧二氢
黄酮醇类渊dihydroflavonols 或 flavononols冤尧查耳酮类
渊chalcones冤遥
1.2 类黄酮的生物学功能

最近几年有关类黄酮的大量研究表明, 类黄酮主
要有以下几种生物学功能院淤类黄酮对动物的脂质代
谢具有调节作用袁能防止脂肪沉积袁降低肉鸡腹脂率曰
于类黄酮具有抗氧化性能袁能清除过氧化氢和超氧离
子曰盂类黄酮对内分泌有影响袁类黄酮能够促进胰岛
茁细胞的恢复, 降低血糖和血清胆固醇, 改善糖耐量,
对抗肾上腺素的升血糖作用, 同时它能够抑制醛糖还
原酶曰榆类黄酮能增强机体的非特异免疫功能和体液
免疫功能曰虞类黄酮还具有抗菌抗病毒作用遥
2 类黄酮在畜禽生产上的研究应用

在饲料工业上袁 类黄酮作为合成抗氧化剂 BHA
以及 BHA等的代用品具有高效尧低毒尧价廉尧易得的
优点袁日益受到人们重视遥 目前研究较深入的是茶多
酚尧大豆异黄酮和山楂叶黄酮袁并且这 3种类黄酮在
动物试验上都表现出了较好的作用遥
2.1 类黄酮在家禽生产上的研究应用

2.1.1 类黄酮对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蛋鸡日粮中添加类黄酮可提高蛋鸡产蛋率和饲

料利用率袁降低破软蛋率尧死亡率遥楼洪兴等渊2004冤在
研究茶多酚对蛋鸡生产性能尧脂类代谢及蛋品品质的
影响试验中得出这样的结果院淤日粮中添加不同剂量
的茶多酚对蛋鸡产蛋率和饲料利用率有一定的改善

作用袁但并不随茶多酚添加水平的升高而提高曰于产
蛋后期日粮中添加 0.025%耀0.1%茶多酚(纯度 40%)可
降低破软蛋率 31.59豫耀47.9%遥 曹兵海等渊2003冤比较
了添加茶多酚和果寡糖对 28耀42 日龄肉母鸡生产性
能等的影响袁结果显示,两个添加试验组与对照组相
比袁显著降低了肉母鸡死亡率遥
2.1.2 类黄酮对鸡部分血液生化指标及脂类代谢的

影响

日粮中添加茶多酚能降低血清总胆固醇 (TC)尧甘
油三脂(TG)尧低密度脂蛋白(LDL)和提高高密度脂蛋白
(HDL)等水平袁从而降低腹脂率,防止脂质沉积遥 楼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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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等(2004)在 46周龄蛋鸡日粮中添加 0.4%茶多酚,血
清总胆固醇浓度尧甘油三酯浓度尧低密度脂蛋白浓度
可分别降低 19.65豫尧19.99豫尧17.69%,高密度脂蛋白浓
度提高 45.35%曰 但添加 0.025%耀0.1%茶多酚对 59周
龄蛋鸡血脂指标未见显著影响遥刘晓华等渊2004冤在脂
类代谢相关指标检测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遥
谢棒祥等(2002)报道,21日龄肉鸡饲料中添加山楂叶
黄酮饲喂 21 d,可显著降低肉鸡血清总胆固醇尧甘油
三脂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可极显著降低其腹
脂率遥 戴尧天等(1994)报道,在鹌鹑饲料中添加富含刺
梨类黄酮的刺梨汁,能有效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和甘油
三酯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比值,延缓和阻断高脂
诱发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和发展遥刺梨富含类
黄酮(每 100 g 鲜果含 6 000 mg)和维生素 C(每 100 g
鲜果含 2 400 mg),类黄酮与 VC 有协同作用袁可增强
血管壁弹性袁防止脂质沉积遥
2.1.3 类黄酮对鸡免疫水平尧激素分泌及屠宰性能等
的影响

鸡日粮中添加茶多酚可以改善肉鸡的免疫水平尧
鸡屠宰性能和肌肉品质袁提高血浆胰岛素和血清睾酮
含量袁并能增强总的抗氧化能力遥 刘晓华等(2003)研究
发现,茶多酚可以明显促进肉仔鸡胸腺的生长(P<0.05),
可以显著升高血清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P<0.05),提高
T2淋巴细胞转化率(P<0.05)和白细胞吞噬率(P<0.05),且
茶多酚的不同水平间也有显著性差异(P<0.05);但对法
氏囊的生长发育没有明显作用, 日粮中添加茶多酚可
改善肉鸡屠宰性能和肌肉品质遥刘燕强等渊1998冤报道,
大豆黄酮可升高蛋鸡血浆胰岛素水平, 大豆黄酮的添
加量从 20 mg/kg 升高到 40 mg/kg 时,胰岛素水平突然
升高 20几倍遥 尹靖东等渊2002冤报道袁蛋鸡日粮中添加
20 mg/kg大豆黄酮可显著升高血浆胰岛素水平袁 较对
照组提高 70%(P<0.05)遥王国杰等(1994)用 45耀56日龄
雄性肉仔鸡进行试验袁日粮中添加红三叶总异黄酮粗
提品袁 总异黄酮组仔鸡血清睾酮含量比对照组提高
35.9%(P<0.05)袁 鸡冠增重 63.9%渊P<0.05冤袁 睾丸增重
34.2%袁 促进了雄性动物生殖机能发育遥 尹靖东等
渊2002冤研究发现袁日粮中添加茶多酚尧大豆黄酮均显
著降低蛋鸡肝脏尧 血浆和蛋黄中脂质过氧化物含量
渊P<0.05冤袁增强蛋鸡总抗氧化能力遥 茶多酚和大豆黄
酮在增强机体抗氧化水平和蛋黄脂质稳定性方面袁差
异不显著渊P>0.05冤曰茶多酚和大豆黄酮可直接改善机
体抗氧化水平袁不需借助体内抗氧化酶遥
2.2 生物类黄酮在猪生产上的应用研究

生物类黄酮能提高仔猪乳糖酶和麦芽糖酶活性袁
提高妊娠母猪初乳中生长激素(GH)尧催乳素(PRL)含
量袁减少生长抑素分泌遥马海田等(2005)研究了大豆黄
酮对仔猪肠粘膜二糖膜消化的影响袁结果表明袁饲喂
大豆黄酮后袁仔猪断奶前空肠粘膜的乳糖酶和麦芽糖
酶活性分别提高 63.30%(P<0.01)和 49.98%(P<0.01),结
肠粘膜的乳糖酶和麦芽糖酶活性分别提高 56.78%(P<
0.01) 和 24.05%(P<0.01)遥而在断奶后仔猪日粮中添加
大豆黄酮能显著抑制仔猪空肠粘膜的乳糖酶活性,其
抑制率达 41.40 %渊P<0.05冤袁 但麦芽糖酶的活性却提
高了 22.31%渊P<0.01冤曰对结肠粘膜的乳糖酶的活性没
有明显影响袁而麦芽糖酶的活性却降低了 21.14%渊P<
0.05冤遥 张荣庆等渊1995冤在母猪的试验中发现袁母猪妊
娠后期连续口服大豆黄酮袁明显提高其血清及初乳中
生长激素(GH)尧催乳素渊PRL冤含量袁并降低血清中生长
激素释放抑制激素渊SS冤含量遥
3 类黄酮可能存在的副作用

植物的进化中建立了自身化学防御系统袁以抵御
外来者的侵害袁包括排趋性和抗生性遥 国外有研究者
指出某些类黄酮具有潜在致癌尧致突变作用袁如栎精遥
也有研究者用哺乳动物细胞株进行了体外快速诱变

试验袁发现槲皮素尧山奈酚尧高粱黄酮等具有基因毒
性袁而且槲皮素等生物类黄酮在微量金属离子存在和
有氧条件下袁可产生过氧化物和活性氧袁引起 DNA链
断裂而致突变遥然而 Ames试验表明袁体外可能产生致
癌尧致突变的槲皮素等类黄酮在体内无毒性袁并具有
抗癌尧防癌的作用遥因此袁在应用生物类黄酮时应考虑
其潜在的致癌尧致突变性袁控制合理的用量遥生物类黄
酮还具有螯合作用袁 可以与体内的矿物元素等结合袁
导致矿物元素的缺乏袁引起矿物元素缺乏疾病遥
4 类黄酮的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类黄酮与抗氧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提
高动物生产性能尧抗菌抗病毒作用及提高动物免疫力
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作用遥 还有大量研究表明,类黄
酮化合物有降压尧降血脂尧抑制血小板聚集等多种药
理作用遥 类黄酮化合物在体外抗氧化效果较好,但在
体内的功能尧作用机理仍不清楚,所以要加强类黄酮
化合物在体内的消化尧吸收尧分布尧代谢机理的研究,
为安全尧合理地使用类黄酮抗氧化剂奠定理论基础遥

动物生产应用方面袁要加强不同来源生物类黄酮
的生物学作用及其在饲料中的添加量和添加形式的

研究遥 （参考文献 22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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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 猪 腹 泻 的 综 合 防 制
刘 进 高 雁 刘素洁

刘进，辽宁省农牧业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110036，沈阳
市皇姑区金沙江街 16号 6门。

高雁，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刘素洁，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收稿日期：2007-04-05

1 仔猪腹泻的发病原因

1.1 传染因素

主要表现为腹泻症状的传染病病原有大肠杆菌尧
沙门氏菌尧轮状病毒(RV)尧传染性胃肠炎病毒(TGEV)尧
流行性腹泻病毒(PEDV)尧C型魏氏梭菌尧痢疾螺旋体遥
此外袁圆环病毒(PCV)尧附红细胞体等有时也表现出腹
泻症状遥
1.2 非传染性因素

1.2.1 仔猪因素

淤 仔猪自身消化特点
刚出生的仔猪消化道未发育完善袁胃腺分泌胃酸

的机能很低袁缺乏游离盐酸袁难以抑制病原微生物的
繁殖袁使部分乳汁分解为有害物质曰再加上细菌毒素
刺激肠道粘膜袁引起肠道卡他性炎症袁肠道内容物发
酵与腐败后产生大量气体袁 又增加了对肠道的刺激袁
使肠道蠕动加剧袁造成吸收功能障碍袁引发此病遥

于 环境应激
主要发生在仔猪 10耀30日龄时,气候多变袁阴雨天

持续时间长的情况下,特别是入秋以后,气候寒冷,地面
太凉而又没加垫草,使仔猪抵抗力下降,这时可引发仔
猪腹泻遥此时主要是母乳内转移性抗体逐渐减少,加上
应激因素的存在,导致仔猪抵抗力降低,多种病原致使
仔猪发生局部性肠道炎症而发生下痢遥 病猪排灰白色
或灰黄色浆状粪便,严重的呈糊状且带有腥臭味,身体
迅速消瘦,其死亡率的高低与环境条件尧有无并发感染
等因素有关遥如果仔猪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就会导致仔
猪死亡尧发育不良尧生长受阻而形成僵猪遥

盂 饲料质量不佳
饲料中油脂含量过多尧饲料霉变尧青料或轻泻饲

料比例过大袁容易使仔猪难以完全吸收利用而发生下

痢曰仔猪开食后袁往往食欲都很旺盛袁如果此时供水不
足袁就会导致仔猪误饮粪尿污水袁感染细菌袁发生下
痢曰在采食饲料时袁饲料中的抗原物质袁包括无害的蛋
白质通常可激发系统的免疫反应袁在获得免疫耐受之
前袁通常要经历一段过敏时期袁即饲料抗原引发仔猪
发生细胞介导的超敏反应(迟发性超敏反应)袁导致小
肠损伤曰营养因子缺乏袁仔猪缺乏维生素或微量元素
(如叶酸尧烟酸尧泛酸尧矿物质或微量元素锌尧硒尧铁尧
铜)袁导致抵抗力降低而出现下痢遥
1.2.2 母猪因素

淤 母猪患病
母猪患病后袁往往引起体温升高袁造成生理代谢

紊乱袁引起乳汁变性袁致使仔猪消化不良袁早发性大肠
杆菌乘虚而入袁大量繁殖袁从而导致仔猪全肠道发生
卡他性炎症而出现腹泻袁即仔猪黄痢遥黄痢发生后袁一
是可使胆汁吸收不良曰二是肠道内细菌繁殖产生的内
毒素向血液中移行袁引起变态反应遥

于 换料不当
在生产中袁往往由于母猪哺乳需要大量能量而改

变饲料配方袁加大饲料中能量饲料的比例遥 当饲料中
能量饲料渊如玉米冤添加量超过 60豫时袁仔猪很快便会
出现黄痢尧白痢病症状袁这是因为突然饲喂高能量饲
料形成的乳汁过于浓稠袁乳脂含量增高袁而仔猪的胃
肠道对脂肪的消化率很差袁打乱了肠道内的消化吸收
平衡袁导致仔猪发生下痢遥
2 临床表现

2.1 传染性胃肠炎

传染性胃肠炎由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引起遥病毒
主要存在于猪的空肠和十二指肠袁其次为回肠遥 能感
染各年龄阶段的猪袁尤以 10耀13日龄以内的仔猪发病
率尧死亡率最高袁幼龄仔猪死亡率可达 100豫袁5周龄
以上仔猪死亡率较低遥 多发于冬春寒冷季节袁传染迅
速袁常呈地方性流行遥临诊以消化道感染为特征袁其中
以仔猪的症状最为严重袁主要表现体温升高尧精神沉
郁尧排腥臭水样粪便尧呕吐和高度脱水遥随着年龄的增
长,其症状和死亡率都逐渐降低遥
2.2 大肠杆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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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仔猪黄痢

仔猪黄痢又称早发型大肠杆菌病遥本病是初生仔
猪的急性尧致死性传染病遥 主要发生于 1周龄内的仔
猪袁以 1耀3日龄最为常见袁发病率尧死亡率均很高遥 临
诊症状以排黄色或黄白色水样粪便和迅速死亡为特

征遥 病仔猪精神委顿袁粪便呈黄色浆状尧腥臭袁内含凝
乳小片袁严重者肛门松弛袁粪失禁袁沾污尾尧会阴和后
腿部袁身体迅速衰弱袁脱水尧消瘦尧昏迷至死亡遥
2.2.2 仔猪白痢

仔猪白痢又称迟发型大肠杆菌病遥 主要发生于
10耀30日龄猪遥 发病率高尧死亡率低袁多发生于寒冬尧
炎热季节遥 气候突变尧阴雨潮湿尧母猪饲料质量较差尧
母乳含脂率过高等常常是本病的重要诱发因素遥临床
病猪突然发生腹泻袁排出乳白色或灰白色浆状糊状稀
粪袁具腥臭味袁性粘腻袁腹泻次数不等遥
2.3 流行性腹泻

流行性腹泻是由猪流行性腹泻病毒引起的袁主要
通过消化道感染袁能感染各种年龄的猪袁哺乳仔猪尧架
子猪或育肥猪的发病率很高袁尤以哺乳仔猪受害最为
严重袁母猪发病率变动很大袁约为 15豫耀90豫遥 本病传
播迅速袁多发生于寒冷季节袁据调查袁本病以 12月份
和翌年 1月份发生的最多遥本病的发病机理是病毒侵
入小肠导致肠绒毛萎缩,从而造成吸收面积减少,小肠
粘膜碱性磷酸酶含量显著减少,进而引起营养物质吸
收障碍袁属于渗透性腹泻遥 腹泻引起的脱水是本病导
致仔猪死亡的主要原因遥 主要的症状是水样腹泻,或
者在腹泻之间有呕吐遥症状的轻重随年龄的大小而有
差异,年龄越小,症状越严重遥 1周龄内新生仔猪发生
腹泻后 3耀4 d呈现严重脱水而死亡,死亡率可达 50豫,
最高的死亡率达 100豫曰 育肥猪同圈饲养感染后都发
生腹泻,l周后康复,死亡率为 1豫耀3豫曰成年猪症状较
轻,有的仅表现呕吐,重者水样腹泻 3耀4 d可自愈遥
2.4 轮状病

轮状病由轮状病毒感染引起遥该病毒主要存在肠
道内,随粪便排到外界环境遥 能感染各年龄段的猪,以
2耀5周龄的仔猪多发,发病率高(50豫耀80豫),死亡率低
(7豫耀20豫)遥 本病传播迅速袁多发生在晚秋尧冬季和早
春等寒冷季节遥 应激因素袁特别是寒冷尧潮湿尧不良的
卫生条件尧 饲喂不全价的饲料和其它疾病的袭击等袁
对本病的严重程度和病死率均有很大影响遥患病仔猪
排黄白色或灰暗色水样或糊状稀粪遥病变主要限于消

化道袁仔猪胃壁迟缓袁内充满凝乳块和乳汁袁小肠肠壁
菲薄袁半透明袁内容物呈液体状尧灰黄或灰黑色遥
2.5 沙门氏菌病

沙门氏菌病又称仔猪副伤寒袁由沙门氏菌感染引
起遥主要多发于 1耀2月龄仔猪袁无明显的季节性袁一年
四季均可发病袁但多发于寒冷尧气温多变尧阴雨连绵季
节遥卫生环境差尧仔猪抵抗力低等是本病的诱发因素遥
急性型常呈败血症变化袁皮肤上有紫红色斑点曰亚急
性或慢性型表现为肠炎尧消瘦和顽固性下痢袁粪便恶
臭袁有时带血遥
2.6 魏氏梭菌病

魏氏梭菌病又称猪梭菌性肠炎袁 俗称仔猪红痢袁
由 C型魏氏梭菌的外毒素引起袁主要发生于 1周龄内
的仔猪上袁以 1耀3日龄新生仔猪多见袁偶尔发生在 2耀
4周龄以下的仔猪上遥 同一猪群各窝仔猪的发病率不
同袁最高可达 100豫袁病死率一般为 20豫耀70豫遥本病以
血色下痢尧病程短尧病死率高尧小肠段的弥漫性出血或
坏死性变化为特征遥
2.7 螺旋体病

螺旋体病又称猪痢疾,是由致病性猪痢疾蛇行螺
旋体引起的遥 不同年龄段和品种的猪均易感染袁但 7耀
12周龄的小猪发生较多遥 小猪的发病率和病死率比大
猪高遥 但一般发病率为 75豫袁病死率为 5豫耀25豫遥 本病
主要通过消化道感染袁健康猪吃下污染的饲料尧饮水
而感染遥 运输尧拥挤尧寒冷尧过热或环境卫生不良等都
是诱发本病发生的应激因素遥临床表现为粘液性或粘
液出血性下痢袁其病变特征是大肠粘膜发生卡他性出
血性炎症袁有的发展为纤维素坏死性炎症遥
3 仔猪腹泻的防制

3.1 加强饲养管理

3.1.1 抓好开奶关

仔猪出生后要尽早吃到初乳遥初乳中含有较高的
免疫球蛋白和镁盐袁可使仔猪产生免疫抗体提高抗病
力袁减少腹泻的发生遥 一般出生后 2 h内让每头仔猪
吃到足够量的初乳袁最长不得超过 2 h遥
3.1.2 开食过好补料关

一般仔猪出生 3 d内要补铁尧硒袁补铁每头注射
铁剂 100耀200 ml曰 补硒每头可注射 0.1豫亚硒酸钠
0.5耀1.0 ml遥 为使断奶仔猪能更好的适应断奶后的饲
料袁在哺乳阶段要进行早期补料诱食遥 仔猪一般是从
出生后第 7 d开始诱食,每天 5耀6次袁每次补料量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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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袁少给勤添并提供充足干净的饮水遥 补料的目的
是促进仔猪胃肠道的发育袁 降低断奶后吃料的应激遥
另外袁断奶时饲料不要突然改变袁断奶后逐步换料袁1
周内换完袁使仔猪消化系统逐步适应新饲料遥
3.1.3 过好补水关

仔猪出生后 3耀5 d就有口渴感袁此时就应给仔猪
提供清洁饮水袁防止仔猪口渴没有水而喝脏水和尿而
引起下痢袁可在水中加糖或预防下痢的药品遥 保证充
足和干净的饮水袁最好安装自动饮水器袁无自动饮水
器也要保证槽内有充足干净的饮水袁夏季(尤其在中
午)更应注意水要新鲜凉爽袁每天至少要换 3耀4次遥
3.1.4 控制采食量

断奶后袁饲料替代母乳袁营养发生变化袁仔猪产生
不饱感袁采食量增加较快袁加之仔猪消化系统不完善袁
采食量过大袁容易引起营养性腹泻遥 此期间要求按正
常采食量 70豫耀80豫饲喂较好渊即喂七尧八分饱冤袁过渡
3耀5 d后再按正常采食量饲喂,可以降低仔猪的腹泻遥
3.1.5 保持猪舍适宜的温度尧湿度

仔猪对温度反应非常敏感遥 过冷尧过热都会引起
仔猪的腹泻遥 特别是低温寒冷或炎热潮湿天气袁仔猪
舍保温不好或温度过高容易导致腹泻袁仔猪不同生长
阶段要求的猪舍温度也不同袁刚出生 1耀2 d猪舍要保
持在 31耀33 益袁以后每 2 d降 2耀3 益袁逐步降低到 20耀
23 益遥为了保证仔猪的生长袁冬季要采取保温措施袁夏
季炎热要防暑降温袁避免温度变化过大而引起仔猪的
腹泻遥仔猪舍湿度过大袁可增加病菌传播机会袁易引起
腹泻袁建议仔猪舍的湿度维持在 65豫耀75豫为宜遥
3.1.6 避免环境的突然改变

为了避免环境变化引起的应激袁应在分圈或转圈
时采取仔猪与母猪逐步分开袁最后转到仔猪舍遥 仔猪
舍的温度尧湿度尧卫生条件都与原圈舍不应有太大的
变化遥
3.1.7 适当降低饲粮粗蛋白的含量

目前的饲养习惯是用高蛋白饲料袁但饲粮粗蛋白
含量过高,也可引起仔猪腹泻,并增加仔猪水肿病的发
病率遥 如果适当降低饲料粗蛋白含量渊2豫冤而应用活
性酶制剂袁可降低仔猪腹泻发病率袁提高增重遥建议根
据仔猪的实际生长尧营养情况袁适当降低饲料粗蛋白
的含量遥
3.2 疫苗接种尧药物使用及相关辅助措施
3.2.1 病毒性腹泻

病毒性腹泻以疫苗预防为主遥 在母猪产前 40 d
和 20 d分别肌注渊接种冤猪传染性胃肠炎和猪流行性
腹泻二联灭活疫苗曰 仔猪断奶后 10耀15 d接种一次遥
用猪轮状病毒致弱株制成疫苗袁在母猪怀孕前 2周和
仔猪出生后 l周使用袁国内用 RV弱毒株 Na86F90制
成的疫苗与大肠杆菌疫苗在春秋两季给母猪同时免

疫袁效果十分明显袁可基本控制仔猪腹泻病的发生遥一
旦发病袁发病猪应立即隔离袁加强护理袁及时清洁和消
毒遥 同时,对于患病仔猪主要是采取对症治疗袁如投服
收敛止泻剂,口服补液盐,使用抗生素和磺胺类抗菌药
物等防止继发细菌性感染,静脉注射葡萄糖盐水(5豫耀
10豫)和碳酸氢钠(3豫耀10豫)治疗脱水和酸中毒遥
3.2.2 细菌性腹泻

包括疫苗预防和药物防治两方面遥 疫苗免疫:用
自家苗针对性好袁是目前国内外用疫苗防治该病较为
理想的方法袁仔猪副伤寒免疫用本地菌株在 30耀40日
龄首免袁70 日龄进行二免曰仔猪黄痢尧白痢免疫在种
母猪产前 14耀21 d注射本地菌株疫苗袁对发病严重的
猪场在猪出生后 1耀2 d尧12耀20 d接种本地菌株苗曰仔
猪红痢用本地苗对种母猪在产前 14 d和 28 d各免疫
1次遥 对于连续产仔的母猪袁 因前 1胎已在分娩前注
射过本苗袁故只需在分娩前半个月注射 1次袁使仔猪
获得被动免疫遥 在药物防治方面袁可使用经药敏试验
对分离的病原有抑制作用的抗生素尧 磺胺类药物尧喹
诺酮类尧喹恶啉类药物袁如氟苯尼考尧磺胺间甲氧嘧
啶尧乙酰甲喹尧 恩诺沙星等遥
3.2.3 口服补液盐

由于腹泻导致猪严重脱水和营养物质的丧失,并
且猪食欲不振,其日龄愈小愈严重,死亡率也就愈高遥
因此,可给病猪口服补液盐,以补充腹泻时丧失的各种
离子尧碱性物质及水分等,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遥
3.2.4 使用微生态制剂

根据微生态学原理袁给腹泻的仔猪服用非致病菌
制成的活菌制剂袁使肠道内产生厌氧环境袁增加厌氧
菌袁抑制致病菌袁从而恢复肠道内菌群的平衡袁达到防
治腹泻的效果遥 常用的药物有 野促菌生冶尧野调痢生冶尧
野嗜酸乳酸菌制剂冶等遥

（编辑：高 雁，snowyan78@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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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草 药 防 治 奶 牛 乳 房 炎 的 研 究 进 展
单冬丽

单冬丽，甘肃省畜牧兽医研究所，744000，甘肃省平凉市
崆峒东路 143号。
收稿日期：2007-05-08

奶牛乳房炎是奶牛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袁不仅影响
奶牛的产奶量和牛乳质量袁而且导致奶牛过早淘汰和
受孕率降低袁多年来国内外对奶牛乳房炎的防治进行
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袁至今该病仍是影响世界奶牛业经
济效益的主要疾病之一遥使用化学药品和抗生素等治
疗对提高奶牛产奶量尧防治疾病取得了一定成效遥 但
是袁由于耐药菌株的产生和乳中抗生素的残留袁对畜
产品及公共卫生的危害很大袁影响人体健康袁各国的
科技人员都在寻求改进和替代抗生素等的药物遥中草
药主要以自然界的植物尧动物和矿物质为原料袁是动
物体最易吸收的纯天然物质袁 含有多种生物有效成
分袁且毒副作用甚微袁几乎无残留尧无抗药性袁不污染
环境袁尤其是在治疗奶牛乳房炎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遥
1 中草药治疗乳房炎的作用机理

1.1 补充营养成分袁增强物质代谢
中草药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及活性物质袁可改善营

养成分及结构比例袁 促进奶牛乳腺上皮细胞增殖袁加
强乳腺代谢活动袁增强消化吸收功能袁改善机体造血
机能和血液循环袁 提高饲料利用率和奶牛生产性能袁
增加产奶量袁改善乳汁成分遥 中草药对预防和治疗奶
牛乳房炎有积极作用遥
1.2 增强免疫机能

中草药有效的免疫活性成分主要为多糖尧 甙类尧
生物碱尧挥发性成分和有机酸遥 这些活性物质可以增
强动物抗体的生成袁增强非特异性免疫袁促进巨噬细
胞吞噬功能和淋巴细胞的转化率遥日穆德玛等渊2000冤
应用甘草浸膏副产品复方添加剂对泌乳期奶牛的免

疫功能影响进行研究袁试验证实袁甘草浸膏副产品复
方添加剂中草药成分能显著增强泌乳期奶牛的细胞

免疫功能袁 对血清蛋白的含量也有显著的提高作用袁
对球蛋白的含量有降低作用袁表明中草药在奶牛抗感
染尧 降低乳房炎发生方面有积极作用遥 张淼涛等

渊2001冤在隐性乳房炎奶牛精料中添加中草药渊当归尧
川芎尧芍药等冤袁可显著提高奶牛淋巴细胞刺激指数和
中性粒细胞吞噬能力,并能明显提高隐性乳房炎的转
阴率遥王秋芳等渊2002冤对隐性乳房炎奶牛精料中阶段
性添加中草药渊黄芪尧白芍尧当归尧川芎尧蒲公英尧王不
留行尧益母草等中药组方冤袁结果表明袁隐性乳房炎患
牛在用药后细胞免疫功能明显提高袁隐性乳房炎显著
好转袁有效率达 83%遥
1.3 抑菌抗菌作用

近年来研究发现袁 某些中草药具有抑菌抗菌作
用遥徐忠赞等(1994)经抑菌试验表明袁六茜素对奶牛乳
房炎的主要致病菌(无乳链球菌尧金黄色葡萄球菌等)
具有较强的抑制尧 杀灭效果袁 最小抑菌浓度在 12.5~
19.5 滋g/ml之间袁属高度敏感遥 杜爱芳渊1997冤测定发
现袁合成鱼腥草素注射液对引起乳房炎的常见致病菌
有一定的抗菌效果袁它对无乳链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
菌具有同等的抑菌效果遥李宏胜等渊1999冤用毛白杨叶
提取物 Y对从临床型乳房炎中分离出的 8种 24株常
见主要病原菌进行了抑菌试验袁8种乳房炎病原菌的
抑菌圈均在 18 mm以上袁属高度敏感袁对金色葡萄球
菌尧大肠杆菌的抑菌作用更为强烈袁表明毛白杨叶提
取物 Y是一种治疗奶牛乳房炎的高效尧广谱尧低毒的
中草药提取物遥付秀华等渊2002冤测定了金银花尧连翘尧
黄芩尧黄柏尧鱼腥草等 22种中草药对导致奶牛乳房炎
的 4种病原菌的体外抑菌效果袁结果表明袁诃子尧黄芩
等的综合效果较好袁为中草药防治奶牛乳房炎的科学
配方筛选提供有力的依据遥吴国娟等渊2003冤进行的抑
菌试验表明袁8味中草药及复方对奶牛乳房炎的 6种
致病菌均有明显的抑菌作用袁其中瓜蒌尧金银花抑菌
作用最强袁其次为连翘尧白附子和天花粉袁而瓜蒌尧金
银花尧连翘对奶牛乳房炎致病菌的最小抑菌浓度和最
小杀菌浓度较低遥 丁月云等渊2004冤通过 21种中草药
对奶牛乳房炎 3种主要致病菌的体外抑菌试验发现,
诃子尧黄芩和石榴皮等的综合抑菌效果最好遥
1.4 抗炎作用

奶牛乳房炎临床表现症状主要是炎性反应袁炎症
是引起乳腺损伤和产奶量下降的直接原因袁奶牛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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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的炎症表现主要是以血管通透性增加尧白细胞游走
为特点的急性非特异性炎症和以肉芽组织增生为特

点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为主遥所以在治疗乳房炎时不
仅应注意杀菌袁还应注重促进炎症的消散遥 现代中药
药理学研究表明袁 多种中药具有不同程度的抗炎作
用遥李仪奎等(1992)研究发现袁鱼腥草煎剂对大鼠甲醛
性足肿胀有较显著的抑制作用遥王天治等(2000)报道袁
金银花可明显抑制鹿角菜胶所致的大鼠足跖水肿和

巴豆油性肉芽囊大鼠的炎性渗出和增生袁另外袁还能
明显提高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百分率遥 张炜等
(2000)和延卫东等渊2002冤试验研究表明袁连翘和黄芩
可显著抑制炎性渗出和水肿袁但不会影响修复组织增
生遥 王新等(2007)采用急性非特异性炎症模型和慢性
非特异性炎症模型袁分别观察了金银花尧连翘尧蒲公
英尧鱼腥草尧黄芩尧黄柏尧大黄尧牛蒡子尧枯篓 9种中药
对试验急尧慢性炎症的抑制作用袁从结果可知袁金银
花尧连翘尧蒲公英尧鱼腥草和黄芩对急尧慢性炎症有一
定的抗炎作用袁从而为进一步研制治疗乳房炎的有效
药物组方提供了理论参考遥
2 中草药在防治奶牛乳房炎上的应用

无论是临床型乳房炎还是隐性乳房炎袁中兽医认
为都是由于气血凝滞尧经脉受阻尧浊气蕴结化热而发
生遥因此袁治疗乳房炎的传统方尧经验方以及临床筛选
的自拟方袁一般均采用清热解毒尧活血化淤和消肿散
结的原则遥中草药能够提高奶牛免疫力袁抑菌抗菌袁用
于防治奶牛乳房炎疾病袁治愈的奶牛复发率低袁泌乳
性能恢复较快袁 且乳中无抗生素成分遥 刘纯传等
渊1983冤用复方蒲公英煎剂内服治疗临床型乳房炎 126
例袁总有效率为 94.44%袁病原菌转阴率为 40%遥 杨致
礼等渊1988冤选用紫花地丁尧黄花地丁尧青皮尧赤勺尧木
鳖子做成混合针剂袁采用乳池注射尧乳房涂擦结合生
理盐水冲洗乳池尧 肌肉注射 3种方法分别对 20头奶
牛的 38 个患病乳区进行治疗袁 总有效率分别为
41.7%尧88.8%和 80%遥 张运海等渊1990冤在奶牛泌乳早
期添加中草药添加剂渊含党参尧当归等 12 味中药冤可
明显提高奶牛产乳量渊P约0.01冤袁改善乳汁成分袁降低
非临床型乳房炎发病率遥木村直美等渊2003冤经单味和
复方筛选确定的复方黄连渊黄连尧蜂胶尧乳香和没药冤
和复方大青叶渊大青叶尧五倍子尧乳香和没药冤2个处
方制成的乳头浸蘸剂袁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无乳链球
菌都有较好抑制效果及乳头屏障作用袁对隐性乳房炎

有一定的防治作用曰与对照组相比袁隐性乳房炎阴性
率分别为 53.6%渊P约0.05冤 和 61.9%渊P约0.01冤遥 许瑾等
渊2004冤采用乳安注射液渊含绿原酸尧黄芪多糖冤治疗奶
牛乳房炎袁 治愈率为 86.7%渊13/15冤袁 有效率为 100%
渊15/15冤袁明显优于青链霉素类药物遥 周绪正等渊2005冤
应用中草药注射剂野乳源康冶渊主要成分为丹参尧连翘尧
黄连尧双花等提取分离物冤袁采用乳房给药方式收治各
类临床型乳房炎病牛 1 638头次袁2 203个乳区袁平均
治愈率为 93.3%袁平均疗程 4.5 d袁与临床常用的青链
霉素相比差异极显著渊P约0.01冤袁对隐性乳房炎及急性
乳房炎治愈率均为 100%袁用药 1~2次就能痊愈袁而且
提高了泌乳量和乳品质遥 张继东等渊2006冤以蒲公英尧
连翘尧地榆尧丹参尧黄连尧黄芩尧红花尧干草 8味中草药
组成方剂袁按 1 g/ml生药制成乳房透皮剂和乳头灌注
剂袁体外抑菌试验表明袁透皮剂抑菌效果最好袁对葡萄
球菌尧 链球菌和大肠杆菌 3种类型细菌呈高敏或中
敏袁灌注剂和公英散水煎剂呈中敏或耐药曰对患临床
型乳房炎和隐性乳房炎奶牛 30头袁 随机分 3组作乳
房皮肤涂擦和乳头灌注尧公英散内服袁连用 5 d袁通过
检测相应牛乳汁性质的变化说明取得了明显的治疗

效果袁尤以乳房透皮剂药物组效果最佳袁用药 5 d后
试验牛乳汁的理化性质已基本恢复正常遥 张乃峰等
渊2007冤对乳房炎奶牛对照组使用抗生素药物治疗袁试
验组奶牛在精料中添加中草药饲料添加剂代替抗生

素治疗袁 结果表明试验组奶牛乳房炎阳性率由
41.48%降至 3.13%袁 总有效率达到 92.45%渊P约0.05冤袁
并且使奶牛平均产奶量相对于对照组提高 3.81 kg/d
渊P约0.05冤袁乳脂率提高 0.28%遥
3 中草药治疗乳房炎存在的问题

3.1 剂型不够合理

目前已经出现一些治疗奶牛乳房炎的中草药制

剂袁有的治疗效果与青霉素相当袁有的效果还优于抗
生素遥 但是剂型不够合理袁大多为原料粉碎搅拌后制
成的散剂尧煎剂和一些注射剂袁生产工艺落后袁加工简
单粗糙袁科技含量低袁有效成分含量不高袁散剂使用剂
量大渊每头日添加量在 150~200 g左右冤袁给生产和运
输带来不便曰许多中草药有效成分尧含量和结构尚未
研究清楚袁制约其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及应用效果遥
3.2 毒副作用问题研究缺乏

目前对中草药作用效果的研究报道很多袁但对中
草药的安全性尧毒性尧残留量尧耐药性以及添加后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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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饲料本身的成分等问题探讨很少袁缺乏明确的理
论依据遥 今后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袁使中草药的应
用更科学合理遥
3.3 作用机理尚未完全弄清

中草药成分复杂袁作用广泛袁既能抑菌尧抗病毒尧
抗寄生虫等袁又能调节机体的免疫机能遥 无论单方还
是复方中草药制剂袁作用于动物后往往显示出良好的
组合效应袁促进生产性能与防治疾病等袁常对动物整
体发挥综合作用袁而且有的呈双向调节作用遥 目前人
们对其免疫调节作用的机理还不是很清楚遥
4 中草药治疗乳房炎的展望

4.1 产品微量化

中草药制剂应向高效尧速效尧微量方向发展遥除寻
找用量小尧效果好的中草药外袁要适应现代生产工艺
的要求袁在中草药有效成分分离提取方法尧中草药药
效尧作用机制方面作进一步研究袁提高提取效率和产
物有效浓度袁研制开发出高效尧安全尧稳定的中草药制
剂袁以便使中草药在奶牛乳房炎防治方面发挥更大的
作用遥
4.2 加强作用机理研究

结合现代医药学尧营养学和免疫学的方法袁从体
内营养物质代谢利用途径尧免疫调节机理和激素分泌
调控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袁研究中草药制剂如何调节
机体平衡尧改善肠道循环和微生物及免疫反应性和体
内其它生理生化反应袁加强中草药药效学和药动学的
研究遥 加强原料药的质量控制袁并根据中草药化学成
分对制剂进行质量控制袁 以便使制剂具有稳定的疗
效遥 大力开展中草药制剂剂型的研究袁根据现代制药
技术和方法袁可以开发中草药乳房透皮吸收剂尧肌肉
注射剂尧乳房注射剂尧穴位埋置剂尧免疫增强剂等不同
剂型袁研制出适合兽医临床应用的剂型遥

综上所述袁中草药在防治奶牛乳房炎上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袁应该加强研究工作袁研制开发作用广泛尧
价格便宜的奶牛用中草药制剂袁以期早日取代广泛应
用的抗生素和化学药物袁实现绿色养殖袁生产无抗生
素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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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钙素渊Stanniocalcin袁STC冤是一种糖蛋白激素袁
最早在硬骨鱼体内发现袁是由鱼类特有的腺体要要要位

于肾脏的斯坦氏小体渊corpuscle of Stannius冤中的 I型
分泌细胞所分泌遥 大量研究表明袁斯钙素对海水和淡
水鱼体内钙和磷酸盐的稳态起重要的调节作用遥
Wagner 等(1995)首先在人体内发现了与鱼斯钙素相
似的斯钙素样蛋白遥 随后,在人和小鼠上克隆出了斯
钙素的 cDNA,并且在大鼠尧犬尧牛和羊体内发现该蛋
白的存在遥 此外,最近又在一些鱼类和哺乳动物体内
发现斯钙素的另一种同系物要要要STC-2, 该物质与最
初发现的斯钙素在结构和功能上有一定差异,故而将
先发现的那种鱼类和哺乳动物的斯钙素统称为 STC-1
渊Stanniocalcin-1冤遥

最初的研究发现袁 斯钙素具有类似降钙素的作
用袁但随着研究工作的进行袁国外学者逐渐发现哺乳
动物斯钙素除了可调控体内矿物质代谢外袁还具有更
为广泛的功能袁如对动物的生殖和生长等生理过程的
调控作用遥 本文就哺乳动物斯钙素-1的一些研究概
况做一综述遥
1 STC-1的基因

人斯钙素-1渊hSTC-1冤的基因由 4个外显子组成袁
定位于染色体的 8p21带上袁 长度约为 12 kb遥 Chang
等渊1998冤进一步运用双色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分析确
定其定位于染色体的 8p11.2耀p21带上袁4个外显子分
别由长度为 1.9尧0.68和 6.1 kb的 3个内含子隔开曰小
鼠的斯钙素-1基因也由 4个外显子组成袁 但内含子
长度分别为 1.83尧0.6和 6.35 kb遥 在编码区两者 85%
的核苷酸序列是相同的袁 前 3个外显子完全相同袁只
有外显子 4的大小有差异遥 此外袁人斯钙素-1基因的
5爷端还富含 CAG重复序列遥
2 STC-1的蛋白质结构

人和小鼠 STC-1基因均可编码出一个由 247个

氨基酸残基组成的蛋白质单体袁其中有 238个残基完
全相同遥STC-1在天然状态下分子量约为 50耀60 kDa袁
而在还原状态下却出现分子量为 27耀30 kDa的两条
带袁为天然状态下的一半袁同时在 STC-1分子中存在
11个半胱氨酸残基袁 这些表明 STC-1分子是由两条
相同的多肽链通过链间二硫键连接而成的同型二聚

体遥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袁 在翻译过程中袁10个半胱氨
酸形成链内二硫键袁而剩下的渊Cys169冤则形成链间二
硫键遥此外袁研究发现袁在 STC-1多肽链的 62耀64位残
基上存在糖基化序列袁 因此推测其是一个糖蛋白分
子袁而且由于 STC-1极易与刀豆球蛋白 A结合袁表明
多肽链与糖基之间以 N-连接袁而糖基主要由岩藻糖尧
乙酰氨基葡萄糖和甘露糖组成遥

与大多数激素一样,STC-1在形成过程中具有前
体形式遥 STC-1前体物需经过加工才能成熟,从而发挥
其生理功能遥 重组 hSTC-1前体物的限制性内切酶的
切割位点位于 Ala17与 Thr18之间,在起始密码子(Met)
下游 17个氨基酸残基处,表明该前体物需切除一段信
号肽(17个氨基酸残基)后才能形成激素的成熟形式遥

Yoshiko等渊1996冤用合成的 hSTC-1的 N端尧完整
的 STC-1分子和大马哈鱼斯坦氏小体提取物分别处
理体外培养的大鼠胎儿期的颅盖骨袁发现 3者的作用
效果一致曰 而且从人和小鼠的 STC-1以及不同鱼类
STC-1的氨基酸序列上可以明显看出其不同的 N 端
序列具有高度保守性遥因此可以推断 STC-1的可能活
性片段位于其 N端袁这已经在鱼类斯钙素的研究上得
到了很好的证明遥
3 STC-1的组织分布

斯钙素基因在高度血管化的组织中表达水平较

高袁如卵巢尧前列腺尧肺脏尧肾脏和心脏等袁且在卵巢中
的水平最高遥在其它一些组织和细胞袁如肾上腺尧骨骼
肌尧胃尧脑和成骨细胞中的水平较少或仅达到检出浓
度遥 通常在血液中检测不到斯钙素的存在袁而且在一
些器官组织中检测不出该激素的 mRNA袁但却观察到
蛋白的存在遥这表明斯钙素在哺乳动物体内主要是以
自分泌或旁分泌的形式发挥作用遥只有在妊娠和哺乳
期袁卵巢分泌的斯钙素会进入血液循环袁以一种内分
泌的方式实现其生理功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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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TC-1的功能
4.1 对生长的影响

探讨 STC-1对哺乳动物生长发育作用的研究大
多采用转基因技术袁 即在啮齿类动物上使用重组
hSTC-1渊rhSTC-1冤在其体内表达袁观察其生长发育情
况袁 结果发现袁rhSTC-1的异位表达导致其在转基因
动物上的表达过量袁从而导致转基因动物的生长发育
迟缓遥 分析其作用机制可能有两个院一是通过改变骨
骼的生长发育来实现曰二是通过影响母体来实现遥

Filvaroff等渊2002冤用转基因小鼠表达 rhSTC后发
现袁 在小鼠骨骼肌中的 STC-1水平存在过表达现象
[平均浓度为 渊23.48依0.78冤 ng/ml袁 而野生型的则为
渊0.47依0.02冤 ng/ml]袁而转基因小鼠的体重明显比野生
型(WT)小鼠的更轻袁体形也明显更小(为 WT的 75%)袁
并将该表型称为野侏儒冶袁且在生长发育过程中袁该表
型一直持续下去遥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袁在转基因小鼠
的肌肉骨骼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上发生了实质性的改

变遥 通过组织学检测长骨发现袁1日龄转基因小鼠的
骨生长板结构正常袁但在 35日龄时则比野生型更窄袁
而软骨细胞成熟的组成和模式仍正常遥骨的纵向生长
受生长板软骨的控制袁由此导致转基因小鼠的中轴和
四肢的骨骼比野生型短袁股骨和胫骨长度分别是同龄
野生型小鼠的 74%和 94%袁 是同体重野生型小鼠的
78%和 97%曰虽然椎骨数量正常袁但从寰椎到最后荐
椎的脊柱平均长度比野生型短袁 两者的长度分别为
5.4 cm和 6.1 cm遥 这与其它的研究结论一致遥

有研究表明袁 在骨发育过程中袁STC-1存在于骨
原细胞尧软骨细胞和成骨细胞中,因此可以推测 STC-1
可能是通过调控这 3种细胞的活性来实现对骨发育
的影响从而导致野侏儒冶表型的遥 体内试验表明袁成骨
细胞活力被过量的 STC-1所抑制袁表现为转基因鼠颅
骨的矿物质沉积率渊一种成骨细胞活力的量度冤比野
生型低袁但骨桥蛋白和骨钙素基因表达没有变化遥 而
且也有研究表明袁转基因小鼠颅骨的破骨细胞活性也
被 STC-1的过表达所降低了遥用转基因和野生型胎儿
大鼠颅骨细胞进行的体外试验表明袁STC-1的过表达
或表达不足会促进或阻碍成骨的发育尧骨桥蛋白和骨
钙素 mRNA 在成熟的成骨细胞培养物中的表达曰
STC-1对骨原细胞的发育没有显著影响遥另有研究指
出袁STC-1通过增加成骨细胞对磷酸盐的吸收来促进
骨的矿化袁而且该作用机制涉及另外一种钠依赖性磷
酸盐载体渊Pit冤遥

另外袁转基因的过表达也可通过母体来影响幼鼠

的生长发育遥 Varghese等(2002)将培育出的 3个 hSTC
转基因遗传系中两个具有高水平激素表达的株系(1A
系和 2系)进行繁育,利用 WT裔伊WT意尧纯合的 1A裔伊
WT意产生 WT和转基因的代孕母鼠袁 各自接受 WT
或转基因 1A幼鼠遥结果发现袁用野生型母鼠哺育野生
型幼鼠时袁幼鼠的增重显著比由转基因母鼠哺育的更
高渊P<0.01冤袁而不同母鼠哺育转基因幼鼠时也有相同
的结果遥 同时袁野生型和转基因幼鼠由野生型母鼠哺
育时则比由转基因母鼠哺育时的体长分别提高了

10%和 25%袁但导致这种母体差异的机制尚不清楚遥
Varghese等渊2002冤在分析 2系性成熟雌尧雄小鼠

与年龄尧 性别都相同的配对野生型小鼠体内血清中
GH尧IGF-I水平后发现, 两种类型动物的这两种脑垂
体分泌的激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表明 hSTC导致的
野侏儒冶不是由于 GH表达水平的降低所造成的遥 这提
示我们袁在啮齿类动物体内可能存在另外一种有别于
GH-IGF生长轴袁可能是与 STC-1相关的调控生长的
激素轴袁但确切的证据还需进一步证明遥
4.2 对生殖的影响

在哺乳动物体内袁STC-1的基因在卵巢中的表达
水平最高袁而且在新生动物的卵巢中就有所表达遥 在
妊娠期袁STC-1的表达显著上调袁 为平时的 15倍袁分
娩时降低袁但在哺乳期又升高并维持在高水平遥 这种
分布的变化表明袁斯钙素对卵巢的功能可能具有调控
作用袁能影响卵泡的黄体化遥

一些卵巢因子渊如 GDF-9等冤能抑制促性腺激素
诱导的雌二醇和孕酮的生成袁 与此不同的是袁STC-1
只抑制孕酮的生成遥 Luo等渊2004冤进行的体外试验表
明袁不论是经促卵泡激素渊FSH冤诱导的早期卵泡粒层
细胞还是经 hCG诱导的成熟粒层细胞袁STC-1都能抑
制其中孕酮的生成袁但对雌二醇的产量没有影响遥 此
外袁STC-1 对 FSH 诱导的黄体碱素渊LH冤功能性受体
的表达也产生了抑制作用遥 因此袁STC-1主要是通过
这两个途径来延缓卵泡粒层细胞的黄体化遥 此外袁通
过该研究还发现袁STC-1在卵巢滤泡发育早期可能具
有重要作用袁而过表达导致的转基因小鼠窝产仔数降
低可能是由于调控排卵的机制受损的缘故遥 由于
STC-1不影响福斯高林诱导的 cAMP产量袁但却抑制
福斯高林和 8-Br-cAMP 诱导的孕酮的生成袁 表明
STC-1实现该作用的可能机制是作为腺苷酸环化酶
的下游来发挥作用的遥

最近的研究发现袁在哺乳期袁乳腺也是啮齿类动
物卵巢 STC-1的靶器官之一袁 而且大多数 STC-1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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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存在于导管的上皮细胞和间质脂肪细胞的微粒体

膜和线粒体膜中遥 Zaidi等渊2006冤通过 hSTC-1抗血清
进行被动免疫来降低哺乳期小鼠血清中的 STC-1水
平来检测其对乳腺功能的影响遥 结果发现袁抗体处理
组母鼠的乳腺腺泡区域明显减少袁 使得泌乳量降低袁
但腹股沟和腹部的乳腺重量尧乳成分没有差异遥 分析
其作用机制可能是由于被动免疫降低了血清中的

STC-1与乳腺中相应受体结合的程度遥
Xiao等渊2006冤指出袁由于 STC-1基因在妊娠过程

中子宫内胚胎的植入位点和蜕膜后细胞中表达袁因此
其对大鼠胚胎植入和子宫蜕膜化过程可能发挥重要

作用遥Song等渊2006冤也发现袁在妊娠 16 d前,母羊的子
宫内膜腺体中没有 STC-1 mRNA 的存在, 但在 16 d
时却观察到明显的 mRNA丰度, 而且到妊娠 80 d时
增加了 6倍袁此后维持高水平遥 由于羊子宫内的胚泡
在妊娠的第 16 d开始植入袁 因此也可推测 STC-1对
哺乳动物胚胎植入的重要作用遥但 STC-1究竟是如何
作用于胚胎植入的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遥
4.3 对钙尧磷代谢的影响

与鱼类斯钙素一样袁哺乳动物的 STC-1也能调节
体内钙尧磷的稳态袁抑制血钙升高袁并且以肠道和肾脏
为主要的靶器官袁 与其它一些钙调激素一样袁STC-1
对血钙升高具有抑制作用袁一部分是通过促进磷酸盐
渊Pi冤的重吸收而实现的遥

Madsen等渊1998冤在体外使用电压钳位法测定了
大鼠和猪十二指肠组织单向的由粘膜到浆膜渊Jm寅s冤
和由浆膜到粘膜渊Js寅m冤的 45Ca和 32P流量遥在十二指
肠浆膜表面添加 STC-1 10耀100 ng/ml袁 导致 Ca 的
Jm寅s和 Js寅m流量同时增加袁 但结果却是 Ca2+的净
吸收减少袁 并与 STC-1促进的磷酸盐吸收增加相偶
连曰而在粘膜表面添加 STC-1 10耀1 000 ng/ml却对大
鼠肠道任何区域的短循环 Ca2+流没有影响遥 由此可看
出袁STC-1 只在添加到组织的浆膜端才有效袁 暗示
STC-1 可通过一种受体介导的途径来定位于基底外
侧膜并发挥其作用袁而这种途径就是前述的 cAMP介
导的途径遥

给大鼠每千克体重注射 5 nM 的重组 hSTC -1
后袁显著降低了大鼠肾脏磷酸盐的排泄袁而对其它的
血浆和尿中的电解质或肾功能没有影响遥 此外袁离体
试验也证实 STC-1对肾脏磷酸盐重吸收有促进作用袁
而且经过 hSTC-1处理后的离体肾皮质刷状缘膜囊泡
的 Na+/PO43-协同转运效率与对照组相比提高了 40%袁
表明 STC-1促进肾脏磷酸盐重吸收尧抑制肾脏磷酸盐

排泄很可能是通过增强近曲小管 Na+/PO43-协同转运
载体的活性而实现的遥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表明,STC-1
能通过 cAMP途径直接刺激肾脏磷酸盐的重吸收袁而
且已知 cAMP 能改变肠的渗透性袁 由此可以推断
STC-1对肠道磷酸盐吸收的调控作用也是通过 cAMP
途径实现的遥
4.4 解偶联作用

STC-1是为数不多的以线粒体为靶器官的激素
之一遥 具有高亲和力的 STC-1受体存在于神经元细
胞尧 肝细胞和肾单位细胞的细胞质膜和线粒体内膜尧
外膜上袁也存在于两种细胞的线粒体基质中遥 转基因
小鼠除了具有野侏儒冶表型外袁在其转基因表达的位点
出现线粒体肥大现象袁而且表现出过度摄食和氧气消
耗率较高遥此外袁用不同浓度的重组 hSTC-1处理从大
鼠肌肉和肝脏中分离出来的完整线粒体袁与对照组相
比袁 在含有 500 nM STC-1的培养液中袁1 h后两种线
粒体的第芋态呼吸的耗氧量显著增加袁但对第郁态呼
吸的效率没有影响袁后一种现象说明 STC-1对不合成
ATP但通过传递质子来消耗氧气的这种线粒体呼吸
作用没有影响遥 同时袁ADP/O比例显著降低袁 表明在
STC-1存在时有效 ATP的产量降低了遥 以上的结果都
提示 STC-1可解偶联线粒体中的氧化磷酸化过程袁而
且这种作用与 STC-1存在时促进线粒体 45Ca的吸收
相关遥这也在关于牛心脏亚线粒体的研究中得到证明遥
5 影响斯钙素的表达和活性调控的因素

5.1 Ca2+浓度对 STC-1的调控
当血清 Ca2+浓度超过生理范围时袁STC-1的分泌

和基因表达受其调节袁而且具有剂量依赖性遥
Sheikh-Hamad等渊2000冤将分离得到的犬肾细胞

渊MDCK细胞冤置于高渗介质中进行体外培养遥当介质
中含有的 Ca2+浓度为 1.55 mM时袁逐渐增加其中的乙
二醇二乙醚二胺四乙酸(EGTA)浓度(0耀1.55 mM)袁24 h
后袁用 Northern杂交确定 MDCK细胞中 STC-1 mRNA
的丰度遥结果表明袁当 EGTA为 1.5 mM时显著降低了
mRNA的丰度袁 由于 EGTA可螯合 Ca2+袁 导致此时的
Ca2+浓度为 0.05 mM遥 另一方面袁当介质中本不含 Ca2+

而逐渐增加 Ca2+浓度时渊0.1耀1.55 mM冤袁mRNA的丰度
也逐渐增多遥 这表明细胞外 Ca2+浓度低时会抑制
STC-1的基因表达袁而高浓度则会促进其表达遥

给大鼠腹膜内注射钙三醇后袁 可使其肾脏中
STC-1 mRNA的丰度显著增加遥 Yahata等渊2003冤给小
鼠皮下注射 1,25-(OH)2D3或口腔灌注 CaCl2后袁 肾脏
中 STC-1基因的表达量增加遥 这两种 VD3的代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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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物都能提高血清中的 Ca2+浓度袁因此也间接证明了
Ca2+对 STC-1的调控作用遥
5.2 可调控 cAMP对 STC原1的调控

斯钙素主要通过 cAMP/PKA途径发挥其生理作
用袁基于该假说可推测影响 cAMP活性和产量的物质
也可以对 STC原1进行调控遥

Paciga等渊2002冤采用高纯度的大鼠和牛 TICs渊卵
泡膜间质细胞冤进行原代培养发现袁用福斯高林处理
后袁显著增加了两者 TICs的 STC-1基因表达和分泌袁
低浓度时效果也显著曰而 hCG和 LH作为福斯高林的
类似物也有相同的效应遥 用 hCG和磷酸二酯酶抑制
剂渊IBMX袁3-异丁基-1-甲基黄嘌呤冤共同培养 TICs袁
进一步增加了 STC的分泌袁 而用 hCG和蛋白激酶 A
渊PKA冤抑制剂渊H-89冤共同培养 TICs则减弱了 hCG促
进的释放量遥

而 Paciga等渊2004冤所进行的牛黄体细胞体外试
验中却发现袁LH没有促进 STC-1的分泌袁而福斯高林
在低浓度时影响不显著袁 但浓度为 10和 100 滋M时
使 STC-1的分泌分别增加了 2和 3倍遥 另外袁用一种
cAMP类似物渊8Br-cAMP冤处理也有促进效应袁且随其
浓度的增加袁该效应具有剂量依赖性遥 用 PGE2处理
也促进了 STC-1的分泌袁但在 PKA抑制剂渊H-89冤存
在时则失去该效应袁因 H-89本身对 STC-1的分泌没
有影响袁所以可推测 PEG2是通过 PKA途径来发挥该
作用的遥该学者还发现袁性甾体渊黄体酮尧177茁-雌二醇
和雄烯二酮冤也显著减少了 STC的分泌遥

Wong等渊2002冤用 1耀4 mM双丁酰环腺苷酸渊db鄄
cAMP冤 处理小鼠的成神经瘤细胞时发现袁dbcAMP使
得 STC-1 mRNA 丰度上调袁 在处理的最初 24 h 和
48 h时袁增加了 2倍曰而 96 h后增加了 14倍遥

以上的结果表明袁一些物质可通过促进 cAMP的
生成(如 hCG尧LH能与 LH受体结合而最终增加 cAMP
的产量尧 福斯高林直接激活腺苷酸环化酶)袁 或作为
cAMP的类似物来模拟 cAMP的作用 (如 dbcAMP和
8Br-cAMP)袁或增强 PKA 的活性(如 hCG尧LH)实现对
STC-1分泌的促进作用袁而当抑制 cAMP生成或降低
PKA活性时则有相反效应遥这些都提示 cAMP和 PKA
的活性变化对 STC-1的基因表达和分泌有影响袁但确
切的机制还需进一步的研究证实遥
5.3 其它因素对 STC-1的调控

黄体激素可以调节斯钙素的分泌遥 长期渊20 d冤用
黄体激素处理母羊袁诱导了 STC-1 mRNA在其子宫内
膜腺体中的出现袁而重组羊 PL增加了 mRNA的丰度

渊1.8倍袁P<0.05冤袁而 GH 也有类似的效应渊增加了 1.4
倍,P<0.10冤,其它的一些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遥此外,一
些外部刺激也可产生调控作用,如在哺乳期间幼鼠的
吮乳行为也会诱导并维持卵巢斯钙素的高分泌水平遥
6 有待研究的问题

目前对于 STC-1的研究绝大多数来自于国外袁国
内的研究很少遥 但通过这些研究袁我们对于 STC-1这
种最初难以理解的类似降钙素的物质有了比较清楚

的认识遥 在斯钙素蛋白家族中袁鱼类 STC尧哺乳动物
STC-1和 STC-2在动物体内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袁
由于动物体内的激素发挥其生理功能的作用机制十

分复杂袁而且对于 STC-1的作用一部分是根据其在组
织器官中的分布推导出来的袁 缺乏实际的研究证据袁
因此袁 尽管对于 STC-1的研究已经经历了大半个世
纪袁而且仍在进行中袁但在该研究领域还存在着一些
有待研究的问题遥

淤 由于对于 STC-1功能的体内研究大部分是基
于重组激素在动物体内的过表达或用抗体处理来完

成的袁那么袁在自然状态下的动物体内袁该激素对动物
的这些生理过程的影响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遥而
且袁 也曾有研究指出袁STC-1基因被敲除的小鼠能正
常生殖袁而且其任何组织并没有出现可检测到的解剖
和组织学上的异常袁这提示 STC-1基因对其发育和繁
殖可能并不是必需的遥

于 一些研究指出袁STC-1可能是通过受体-配体
的结合,并通过 cAMP/PKA途径,作为腺苷酸环化酶的
下游来完成其生理功能的, 但该激素到底是作用于腺
苷酸环化酶的 7种跨膜受体还是与 G蛋白无关的受
体,且其受体的结构如何,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遥

盂 尽管已证明在哺乳动物体内一些激素可调控
STC-1的表达和活性袁但 STC-1与这些激素或另外一
些体内的重要激素袁如降钙素尧甲状旁腺激素等的互
作如何袁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遥

榆 尽管在一些哺乳动物体内发现 STC-1的基因
表达和蛋白定位袁但研究模型主要是啮齿类的大鼠和
小鼠遥 尽管已经在鸟类渊鹦鹉冤体内发现袁STC可降低
血钙袁 体外研究也证实其可调节猪肠道钙离子的吸
收袁但由于种间差异袁仍需要对一些与畜牧生产有关
的大体形动物渊如禽尧猪等冤进行类似于一些激素渊如
降钙素尧甲状旁腺素尧黄体激素等冤的系统研究袁为畜
牧生产提供生产指导遥

（参考文献 53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专 题 论 述杨玫等：哺乳动物斯钙素-1的研究

60

mailto:xfang2005@163.com


胡梦红 王有基 熊邦喜 钱雪桥

胡梦红，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430070，湖北武汉。
王有基、熊邦喜(通讯作者)，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钱雪桥，广东海大畜牧水产研究中心。

收稿日期：2007-03-26
绎 湖北省“十一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

鱼粉因为其蛋白质含量高尧氨基酸平衡尧消化吸
收良好袁以及 n-3高不饱脂肪酸和必需脂肪酸尧维生
素尧矿物质含量充足袁适口性良好而成为水产饲料长
久以来最重要的蛋白源遥 然而袁随着人口的增多以及
捕捞压力的增大袁 全球鱼粉生产量在近 10年内急剧
减少袁但鱼粉的需求量却持续上升袁鱼粉价格飙升袁成
为水产饲料中成本较高的原料遥 此外袁鱼粉还含有的
某些不能被水产动物利用的磷袁如磷酸三钙袁其排入
水中将给水体带来氮尧磷污染袁随着富营养化问题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袁优化水产饲料营养平衡尧提高饲
料效率以及减少水体污染非常必要遥降低磷含量的主
要方法就是通过选择含高效可利用磷的饲料原料来

最小化水产饲料的磷含量遥
水产营养学家开始关注各类可替代鱼粉的蛋白

源袁豆粕以其来源稳定袁产量高而受到重视遥与其它植
物蛋白源相比袁豆粕具有价格合理袁消化率高袁氨基酸
配比较平衡尧含磷量较低等优点袁被誉为水产配合饲
料中鱼粉的最佳替代物遥

饲料的质量往往取决于原料的质量以及原料的

加工途径袁由于豆粕中存在抗营养因子尧缺乏某些氨
基酸尧适口性差等众多的影响因素袁使其不能在水产
饲料中添加过多,因而寻求完善的加工工艺以改善这
一问题成为当务之急遥 基于发酵豆粕出众的营养作
用, 有关研究者开始关注其在水产饲料中的应用,大
量的试验数据显示, 发酵豆粕作为优良的植物蛋白
源袁 作为水产饲料中鱼粉的替代物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遥
1 豆粕作为鱼粉替代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1 现存问题

尽管豆粕是优质蛋白源袁但是在水产饲料中其用
量却受到一定的限制袁这主要归结于以下几点原因遥
1.1.1 抗营养因子

豆粕中含有多种抗营养因子袁如抗原蛋白尧非淀

粉多糖尧植酸尧胰蛋白酶抑制因子尧凝集素尧尿酶等袁抗
原蛋白易导致水产动物消化道损伤曰非淀粉多糖能增
加食糜的粘度袁降低营养物质的消化率曰植酸降低磷
利用率袁 且能降低蛋白质和金属离子的生物利用率曰
胰蛋白酶抑制因子作为豆粕中最主要的抗营养成分袁
一方面可使消化道的某些酶失活袁另一方面导致含硫
氨基酸的流失曰凝集素可造成红细胞凝集袁且能导致
生长抑制遥
1.1.2 氨基酸不平衡

豆粕缺乏水产动物必需的氨基酸, 如蛋氨酸尧赖
氨酸袁对某些水产动物而言豆粕还缺乏苏氨酸尧精氨
酸等袁 必需氨基酸的缺乏将导致水产动物生长受阻袁
进而限制豆粕在水产饲料中的应用遥 n-3高不饱和脂
肪酸(HUFA)与 n-6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的比例低袁
这导致水产动物存活率下降以及生长受阻遥
1.1.3 适口性差

导致豆粕适口性差的原因尚无定论袁有人推测是
由于缺乏某些氨基酸或者 n耀3高不饱和脂肪酸而引
起的袁但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遥 纤维素以及不消化多
糖的含量高袁导致水产动物胃排空时间延长袁不利于
肠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遥
1.1.4 植酸

尽管豆粕相对于水产饲料的动物蛋白源而言袁磷
含量较少袁但是植酸作为豆粕中磷元素的主要存在方
式袁不能被大多数水产动物利用袁它们释放到水体中袁
易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曰且其能结合金属离子尧矿物
质和蛋白质袁降低水产动物机体的灰分含量遥
1.2 对策

针对豆粕在水产饲料中利用的限制因子袁当前主
要有以下几种解决途径遥
1.2.1 基因改良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袁基因技术被用于去除豆
粕中的抗营养因子袁基因改良大豆制成的豆粕产品受
到了关注遥 研究证明袁经过基因改良的豆粕中的葡萄
糖尧果糖尧棉籽糖尧植酸尧胰蛋白酶抑制因子等明显低
于没有经过基因改良的豆粕遥 Hemre等证实基因改良
豆粕对大西洋鲑无毒副作用遥但还没有得到大量的资
料进一步证实袁再加上水产动物品种繁多袁为防止有
害因素在水产动物中的积累和残留对人体造成危害袁
彻底地检测基因改良豆粕的安全性非常必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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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添加其它物质

淤 针对豆粕的氨基酸不平衡问题袁 添加其限制
性氨基酸非常必要遥蛋氨酸是某些植物蛋白的第一限
制性氨基酸袁赖氨酸在许多水产动物的机体中含量较
其它氨基酸含量高袁因此袁蛋氨酸和赖氨酸是以豆粕
为主要蛋白源的水产配合饲料中主要添加的氨基酸遥

于 添加一些氨基酸(如氨基乙酸尧L型氨基酸)尧诱
食剂(如甜菜碱)尧某些脂肪酸都可以显著提高豆粕的
适口性遥 对于某些鱼类而言袁豆粕混合其它的动物蛋
白或植物蛋白也能很好地提高饲料的适口性遥

盂 n-3/n-6脂肪酸比例低袁可通过提高饲料中的
n-3不饱和脂肪酸来弥补袁 如添加鱼油或氨基酸袁鱼
油是 n-3高不饱和脂肪酸的来源袁而良好的氨基酸配
比则可显著提高日粮中必需脂肪酸的利用率遥

榆 添加一些外源性酶, 如木聚糖酶尧琢-牛乳糖
酶尧茁-葡聚糖酶等可以促进水产动物对非淀粉多糖的
消化遥

虞通过添加无机磷或者其它不同来源的微生物
植酸酶来增加磷的利用率袁以减少磷对环境的污染遥
1.2.3 采用不同的加工工艺

很多的研究开始关注豆粕部分或全部替代鱼粉对

水产动物的不同影响,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种不同主
要是由水产动物品种尧大小尧养殖条件尧饲料组成以及
所用豆粕的品质和加工途径的不同所造成的遥 饲料的
质量往往取决于原料的质量以及原料的加工途径遥 当
豆粕的品质优良时, 以豆粕为原料的饲料质量就得到
了保障,而加工工艺则能改善豆粕应用于饲料的不足遥

采用不同的加工工艺能够生产出不同的豆粕产

品袁如生的全脂豆粕尧溶剂浸提豆粕尧压榨全脂豆粕尧
蒸汽全脂豆粕尧脱脂豆粕尧发酵豆粕等袁各个产品的性
能及品质都有较大的区别遥
2 微生物发酵豆粕的特点

2.1 生产工艺绿色环保

通过多菌种尧多温相尧多重发酵等脱毒技术袁可将
豆粕中目前已知的多种抗原进行降解, 不需要加热或
者添加化学试剂, 无化学残留遥
2.2 能有效去除豆粕中的抗营养因子

豆粕通过微生物发酵降解袁能有效去除豆粕中的
抗营养因子(尿素酶尧棉籽糖和水苏四糖及伴大豆球

蛋白)袁降低对水产动物肠道的刺激遥 姚晓红等证实袁
多菌种混合发酵法能完全将豆粕中含量为 2%的胰蛋
白酶抑制剂分解除去遥发酵虽然不影响豆粕中的植酸
含量袁但乳酸菌的存在却能提高豆粕中磷的吸收性进
而提高水产动物对矿物质的消化能力遥
2.3 营养价值显著提高

豆粕在微生物作用下发酵袁经过一系列的生物化
学变化袁在有效去除抗营养因子的同时袁还能显著提
高其营养价值袁蛋白质的含量也会略微上升袁且蛋白
质发生很大程度上的分解袁小分子蛋白含量的上升产
生了多种小肽袁 有利于动物更加快速地吸收营养物
质曰最终产品中的游离氨基酸尧水溶性脂肪酸尧水溶性
矿物质尧水溶性固形物尧VB2等显著提高袁使大豆中营
养成分被利用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曰且发酵过程中微生
物代谢产生的乳酸含量为 2.658豫袁 有效菌数达到
4.20伊108 CFU/g袁有利于动物肠道菌群的平衡遥
2.4 产品富含多种生物活性因子

饲料大豆多肽是用多种有益微生物在特定工艺

条件下发酵大豆蛋白研制的高技术产品袁其产品不仅
含有降解大豆蛋白的多种小肽袁还含有生物发酵产生
的多种生物活性因子袁如益生素高达 1伊107 CFU/g尧乳
酸逸2豫等袁这些对改善幼龄尧体弱尧应激状态下水产
动物的健康和发育十分有益遥
2.5 抗菌能力增强

大豆异黄酮(Soybean isofllavones ,简称 ISO) 是一
类从豆科植物大豆的成熟种子中分离提取的主要活

性成分袁是大豆中重要的生理活性物质遥 水洗加工可
大大降低异黄酮的含量袁而热处理和发酵只会改变异
黄酮的存在形式袁不会改变异黄酮的总量遥

在发酵过程中袁大豆异黄酮中的葡萄糖苷会转化
为葡萄糖苷元袁使得苷元成分大增袁因此抗菌性能大
大提高曰且经过发酵后袁其抗菌活性明显增强袁甚至优
于目前普遍使用的化学合成防腐剂苯甲酸钠遥
2.6 原料资源绿色尧价格低廉

无论与鱼粉尧血浆蛋白粉尧肠膜蛋白尧肉骨粉等动
物源性蛋白质饲料相比袁还是与膨化大豆尧豆粕尧棉粕
等植物类蛋白质饲料相比袁大豆经发酵产生的大豆多
肽具有多方面的营养优势和资源优势袁且发酵豆粕成
本不高袁非常适合于畜牧生产上推广使用(见表 1)遥

表 1 发酵豆粕多肽与常规饲料原料特性比较

被病原菌污染或
氧化腐败的可能性

较大
较小
极小

含毒害物质的可能性
(二 英尧生物胺)

较大
有
极小

动物蛋白饲料原料
植物蛋白饲料原料
发酵豆粕多肽

常规原料

无
多

微或无

抗营养因子

较高
较低
高

动物消化利用率

不足
充足
充足

市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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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酵豆粕对水产动物的营养生理学作用

水产动物对营养和饲料的要求与恒温动物最大

的不同之处是配合饲料的蛋白质水平高, 为 30豫耀
50豫遥 但不论是对蛋白营养源选择广泛的普通鱼类袁
还是对蛋白源有特殊要求的特种养殖鱼类 (鳗鱼尧鳝
鱼尧虾类尧甲鱼等),发酵豆粕都能替代部分甚至全部的
鱼粉, 其对水产动物生长与发育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遥
3.1 提高动物的生产性能

发酵豆粕富含的小肽能够直接被动物吸收, 参与
机体的生理活动袁很好的促进氨基酸吸收袁提高蛋白
质合成利用率袁促进鱼类的生长曰还能改善饲料风味
和提高饲料适口性曰增强鱼类免疫能力袁提高成活率袁
从而促进动物生产性能的提高遥

关于发酵豆粕替代水产饲料中鱼粉的可行性被

目前的研究加以证实,在不同品种的水产动物饲料中,
发酵豆粕替代的比例也应不同遥 罗智等在石斑鱼配合
饲料中用发酵豆粕部分替代白鱼粉后发现, 发酵豆粕
是一种比豆粕更加优良的蛋白源袁适合的替代比例为
10豫遥 程成荣等报道,以发酵豆粕替代杂交罗非鱼饲料
中 40%以下的鱼粉蛋白(鱼粉用量为 20%),对罗非鱼增
重率尧特定生长率尧饲料效率和蛋白质效率无显著影
响遥冷向军等证实,在南美白对虾饲料中添加 12%发酵
豆粕可替代饲料中鱼粉用量的 1/3遥 田兴山和张玲华
根据鳗鱼特殊的营养需求, 利用 15豫的发酵豆粕替代
鳗鱼饲料中 10豫的白鱼粉,并不影响鳗鱼生长遥
3.2 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发酵豆粕中的异黄酮具有较强的抗菌活性遥陈萱
等用经微生物混菌发酵的豆粕与未经发酵的豆粕以

不同比例混合, 连续投喂异育银鲫 30 d 后袁 结果表
明, 随着饲料中发酵豆粕添加量的上升, 供试异育银
鲫不仅增重量有所提高, 各项非特异性免疫指标也有
所改善, SGPT 的活性出现下降趋势袁但是有关的作用
机理尚不明了遥
4 发酵豆粕使用中现存的问题

4.1 发酵豆粕产品的安全性问题

4.1.1 原料的安全性

大豆作为发酵豆粕的主要原料其最大的安全隐

患是可能产生黄曲霉毒素遥黄曲霉毒素是迄今发现污
染农产品最强的一类生物毒素,属于强致癌物质,可由
大豆的生长尧收获尧晾干尧加工和贮藏的任何环节产
生,并能直接进入食物链,在大豆作为水产动物饲料原
料受到黄曲霉毒素污染时,其多种加工成品中就都能
发现黄曲霉毒素残留,从而造成水产动物袁甚至人的
连锁污染遥

由于黄曲霉毒素污染已对人类健康构成了严重

威胁袁目前国际上将农产品中黄曲霉毒素含量的检测
列为贸易中安检的项目遥加强对发酵豆粕的原料要要要
大豆中黄曲霉毒素检测是生产上必须把住的原料关遥
4.1.2 发酵过程中所用微生物的安全性

发酵过程中主要优势微生物可以分为 4大类院细
菌型尧毛霉型尧根霉型尧曲霉型遥 工业化生产用于发酵
豆制品生产的主要微生物种类很多袁 主要是细菌尧霉
菌 2大类袁 如枯草芽孢杆菌属袁 霉菌属中的毛霉尧根
霉尧曲霉等遥如果不注意对微生物的控制袁生产出的发
酵豆粕成品将含有大量的杂菌袁 其中不乏有害菌种袁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遥

因此袁 发酵过程中应注意所用微生物的安全性袁
所选用的微生物要具有以下特点院 不产生真菌毒素曰
符合水产饲料卫生要求曰菌丝体长而白袁有利于成形曰
有较多的酶系曰生长温度宽袁利于常年生产遥
4.2 发酵豆粕替代鱼粉的最适比例

不同的水产动物品种对于饲料中蛋白质的含量

有着不同的要求袁发酵豆粕替代鱼粉的比例也应随之
改变袁但是以现有的研究概况来看袁研究还不够全面袁
一些有代表性的水产动物还缺乏具体的研究遥因此选
择典型的水产动物进行系统的研究袁这项工作显得尤
为重要遥
5 发酵豆粕在水产饲料中应用的前景展望

5.1 改进产品和提高豆粕品质,有利于实现高效养殖
在蛋白质资源相对不足的条件下袁发酵豆粕作为

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的优质饲料蛋白质资源袁具有广阔
开发应用前景遥以发酵豆粕的形式给水产动物提供蛋
白源营养渊可称为野肽营养冶冤与传统的养殖生产中以
豆粕提供蛋白质营养技术相比袁 是一个重大进步袁将
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遥
5.2 产品安全无害袁 适应生产绿色饲料和健康食品
的消费需求和市场的发展变化

发酵饲料作为继配合饲料尧膨化饲料之后新的工
业饲料形态将得到推广应用袁 它避免配合饲料污染尧
残留和膨化饲料高耗能以及高温尧高压对饲料营养物
质的损害等问题袁以品质良好袁高效安全取胜遥

利用多菌种尧多温相尧多重发酵技术发酵生产的
新型发酵豆粕在水产饲料中应用后袁可明显抑制消化
道疾病的发生曰提高动物机体免疫力袁促进动物生长曰
同时可大幅度减少疫苗尧抗生素等药物使用量曰提高
水产动物的成活率曰改善其产品品质曰而且减少对环
境的污染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明显遥

（参考文献 70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徐世良，fi-xu@163.com）

专 题 论 述 胡梦红等：发酵豆粕在水产饲料中的应用研究

63

mailto:fi-xu@163.com


微量元素添加剂防结块处理技术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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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添加剂经过粉碎处理后袁 密封贮存袁以
供生产预混合饲料之用遥但是作为微量元素添加剂的
硫酸铜尧硫酸亚铁等硫酸盐经粉碎后袁无论是直接贮
存袁还是与稀释剂混合后贮存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结块现象(见表 1尧表 2)遥

表 1 微量元素添加剂密封贮存结块情况

原料
CuSO4窑5H2O
FeSO4窑7H2O
ZnSO4窑7H2O
MnSO4窑H2OZnO

折合结晶水数目
5.21
7.10
6.95

自然环境 30 d后
大量结块
大量结块
少量结块
不结块
不结块

开始结块时间(d)
10
5

<30

注院贮存环境为自然环境温度 8~20 益,相对湿度 65豫~88%遥下表同遥
表 2 微量元素添加剂与等量石粉混合后密封贮存结块情况

原料
CuSO4窑5H2OFeSO4窑7H2O
ZnSO4窑7H2O
MnSO4窑H2O
ZnO

折合结晶水数目
5.21
7.10
6.95

自然环境 30 d后
大量结块
大量结块
约 90%结块
不结块
不结块

开始结块时间(d)
1
2

<30

由表 1尧表 2 可见袁硫酸盐微量元素添加剂在贮
存期间易出现结块袁在它们的前处理中袁应进行防结
块处理遥 防结块处理的方法一般有两种院淤添加抗结
块剂袁于降低硫酸盐的含水量遥
1 硫酸亚铁尧硫酸锰尧氧化锌的防结块处理

硫酸亚铁经包被处理后袁 不再出现结块现象袁其
有关处理技术参见邓援超等渊2006冤硫酸亚铁防氧化
技术的试验遥

硫酸锌在贮存过程中易结块袁且硫酸锌对饲料中
的维生素破坏较大,而氧化锌对维生素破坏较小,价格
便宜袁资源丰富,所以可以用氧化锌代替硫酸锌遥

由表 1尧表 2可以看出,硫酸锰尧氧化锌在温度 8~
20 益,相对湿度 65豫~88%的环境中,密封贮存 30 d不
结块遥 进一步试验发现,将它们置于温度 35~40 益,相

对湿度 90%的强化环境中,密封贮存 20 d也不结块遥所
以在前处理中,硫酸锰和氧化锌不必采取防结块措施遥
2 五水硫酸铜防结块处理

在下面所做硫酸铜防结块试验的贮存环境为院密
封储存 40 d袁即在温度 8~20 益尧相对湿度 65%~88%
的自然环境中储存 20 d袁然后在温度 35~40 益尧相对
湿度 90%的强化环境中储存 20 d遥
2.1 不烘干硫酸铜添加抗结块剂试验渊见表 3冤

硫酸铜原料中一般都会有一定数量的游离水袁硫
酸铜不烘干直接使用袁 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粉碎困
难曰其次是它粉碎后流动性很差袁不能直接与配料进
行混合遥所以在对硫酸铜采取防结块措施以前必须解
决这两个问题遥

在硫酸铜添加助流剂渊如石粉冤可以解决硫酸铜
粉碎难的问题,提高硫酸铜的流动性袁所以对硫酸铜
进行防结块处理袁主要是针对硫酸铜与助流剂的混合
物而言的遥

石粉是常用的助流剂袁同时又是微量元素添加剂
最适宜的稀释剂袁所以下面的防结块试验使用的是硫
酸铜与石粉的混合物遥 石粉含水量为 0.29%遥

试验选用的抗结块剂为硬脂酸钙尧 柠檬酸铁铵尧
二氧化硅尧皂土 4种遥

所用的硫酸铜由武汉某预混合饲料厂提供袁将游
离水折合成结晶水后袁结晶水总量为 5.21遥
表 3 不烘干硫酸铜与等量石粉混合后防结块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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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结块剂

硬脂酸钙

柠檬酸铁铵

二氧化硅

皂土

添加量(%)
5
10
20

0.002 5
0.002 5
0.025
0.025

1
5
10
20
40
5
10
20
40

密封贮存 40 d
全部结块
全部结块
不结块
全部结块
全部结块
全部结块
全部结块
全部结块
全部结块
全部结块
全部结块
全部结块
全部结块
全部结块
全部结块
不结块

开始结块时间(d)
1
1

<1
<1
<1
5
5
1
1
1
1
1
1
5

由表 3可见院 淤硬脂酸钙作为抗结块剂优于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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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袁而柠檬酸铁铵和二氧化硅对不烘干硫酸铜来说无
抗结块作用曰 于硬脂酸钙用量为 20%尧 皂土用量为
40%时不烘干硫酸铜与石粉的混合物不结块遥

由于抗结块剂用量较大袁同时随硫酸铜原料含水
量增加袁抗结块剂用量还可能进一步加大遥 所以对硫
酸铜的含水量不加以控制而直接添加抗结块剂袁一般
来说是不可取的遥

从表 3可见袁硬脂酸钙的抗结块能力较好袁其次
是皂土遥笔者在硫酸铜中添加这两种抗结块剂后不加
石粉直接储存袁试验结果见表 4遥

表 4 不烘干硫酸铜抗结块试验结果（不加石粉）

序号
1
2
3
4

抗结块剂

硬脂酸钙

皂土

添加量渊%冤
10
15
10
20

密封贮存 40 d
不结块
不结块
不结块
不结块

由表 4可见袁 硬脂酸钙和皂土的添加量为 10%袁
硫酸铜不加石粉直接贮存时不结块遥

比较表 3和表 4袁 硫酸铜与等量石粉混合贮存袁
比硫酸铜单独贮存需要更多的抗结块剂才能保证不

结块遥
2.2 烘干硫酸铜不添加抗结块剂试验渊见表 5冤

本试验在不添加抗结块剂的情况下袁观察硫酸铜
在不同含水量时的结块结果遥

表 5 烘干硫酸铜与等量石粉混合试验结果

序号
1
2
3
4
5
6
7

烘干温度 (益 )
不烘干
30耀35

45
55耀60
70耀80

90耀100
150

折合结晶水数目
5.21
5.07
4.59
3.70
1.54
1.06

1

密封储存 40 d
全部结块
全部结块
不结块
不结块
不结块
不结块
不结块

开始结块时间(d)
约1
1

从表 5中可以看出袁当硫酸铜在45 益温度下烘干
后袁与石粉混合贮存 40 d袁不结块遥此时硫酸铜的结晶
水为 4.59遥 而当硫酸铜的结晶水为 5.07时袁与石粉混
合贮存袁1 d便开始结块遥 所以袁4.59个结晶水是硫酸
铜结块得以改善的一个转折点遥

表 6 烘干硫酸铜直接贮存试验结果（不加石粉）

序号
1
2
3
4
5

烘干温度 (益 )
不烘干
30耀35

45
55耀60
70耀80

折合结晶水数目
5.21
5.07
4.59
3.70
1.54

密封储存 40 d
全部结块
全部结块
不结块
不结块
不结块

开始结块时间(d)
10

将烘干后的硫酸铜粉体不加石粉直接贮存袁也得
出了相同的结论(见表 6)遥
2.3 烘干硫酸铜加抗结块剂防结块试验

将硫酸铜低温烘干袁去除部分游离水袁然后添加
少量抗结块剂袁看看硫酸铜的结块情况遥

硫酸铜在 30~35 益温度下烘干 4 h袁 其结晶水为
5.07遥 试验结果见表 7尧表 8遥

表 7 低温烘干硫酸铜与等量石粉混合

添加抗结块剂试验结果

序号
1
2
3
4
5
6

抗结块剂

硬脂酸钙

皂土

二氧化硅

添加量(豫)
5
10
10
20
10
20

密封储存 40 d
结块
不结块
全部结块
结块
全部结块
全部结块

开始结块时间(d)
34
10
34
2
2

表 8 低温烘干硫酸铜添加抗结块剂试验结果（不加石粉）

序号
1
2
3
4
5
6

抗结块剂

硬脂酸钙

皂土

二氧化硅

添加量(豫)
3
5
5
10
5
10

密封储存 40 d
不结块
不结块
不结块
不结块
不结块
不结块

试验表明院 淤烘干除去硫酸铜的部分游离水袁与
石粉混合贮存袁添加 10%的硬脂酸钙可防止混合物结
块遥 于烘干除去硫酸铜的部分游离水袁不加石粉直接
贮存袁 添加 3%的硬酸酸钙或 5%的皂土或 5%二氧化
硅能使硫酸铜不结块遥 盂硬脂酸钙的抗结块能力优
良袁皂土和二氧化硅的抗结块能力次之遥
3 结论

通过试验袁可以得出防止五水硫酸铜结块的两种
方法院淤将五水硫酸铜的结晶水降至 4.59以下曰于将
五水硫酸铜的结晶水控制在 5.0左右袁再添加抗结块
剂袁如果硫酸铜与石粉混合袁则添加 10%硬脂酸钙曰如
果硫酸铜不添加石粉直接贮存袁 则添加 3%硬脂酸钙
或 5%二氧化硅或 5%皂土遥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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