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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生产中添加油脂是为了满足生产高浓度能

量饲料的要求袁同时还可减少氨基酸氧化袁提高氨基
酸的消化率曰 抑制葡萄糖和其它前体物质转化为脂
肪曰促进脂溶性维生素 A尧D尧E尧K和某些激素的吸收
和利用曰在高温条件下袁还有利于提高能量摄入量袁降
低畜禽的热增耗袁减缓热应激曰添加脂肪可有效地提
高饲料的适口性袁 还可以降低配料过程中的粉尘袁减
少设备的磨损遥 畜禽饲料用油一般为猪油尧 牛油尧豆
油等遥 饲料中添加油脂的时段可在成粒前和成粒后遥
成粒前的添加量一般不超过生产量的 3豫袁 否则将
导致制粒后颗粒松散等问题袁 而且不太适用于膨化
饲料的生产工艺曰 成粒后对颗粒饲料进行表面处理
(即油脂喷涂)袁其添加量可达到 8豫袁真空添加油脂的
添加量可达到 30%左右遥 国内外的饲料加工设备制
造厂商针对造粒前后的不同要求袁 研制出了各种类
型的饲料油脂添加设备遥 本文针对饲料油脂添加设
备的一种要要要称重式油脂添加设备的设计做一系统

分析遥
1 称重式加油设备的设计

饲料加油设备设计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袁要尽可能
考虑到设备使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袁针对每个问题采
取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遥 加油设备与很多因素有关袁
如图 1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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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与加油系统有关因素

设计加油设备要考虑的因素有过滤尧油量油压尧
管路中油流的通断尧油的计量尧油的加热袁如自带喷雾

装置的还要考虑压缩空气调制和喷涂的喷嘴遥
1.1 系统设计

称重式加油设备是集电尧液尧气尧机械于一体的机
电一体化设备袁它的设计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遥 根据图
1的诸方面因素袁可以归类为 4个部分院备油尧加油尧喷
涂尧电控渊如图 2所示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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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称重式加油设备

其工作原理院当需要备油时袁电控通知备油泵尧进
油电磁阀同时打开袁来自油仓的饲料油经过滤加到称
重桶袁经加热和计量等待加油遥当需要加油时袁电控指
令加油泵和电磁阀同时打开袁将准备的油以合适的压
力和流量送到喷涂装置遥电控同时指令打开压缩空气
调制装置袁 送压力和流量合适的压缩空气到喷嘴袁油
和压缩空气在喷嘴混合喷出遥
1援2 工艺流程设计

根据系统设计袁称重式加油设备流程如图 3所示遥
其工作流程基本是院 备油泵将油泵入上面称重

桶袁由支撑式称重传感器称重遥 称重计量方式有减式
和增式二种袁减式称重是先加入比要求的量多的油在
称重桶里袁 打开称重桶底的放油阀放出需要量的油曰
增式称重是向空油桶内加入需要量的油袁称重后通过
称重桶下面的放油阀将油放到缓冲仓袁加油泵将缓冲
仓的油加压送到喷嘴或喷涂装置遥缓冲仓下的手动球
阀是为清理缓冲仓用的袁Y型过滤器后的手动球阀是
为清理管道用的遥
1援3 电控流程

基于上述流程图袁电控流程如图 4所示袁控制系
统中袁 备油部分和加油部分各为一独立循环系统袁加
热部分由热传感器检测通过配料系统控制形成循环

系统遥 计量异常尧热传感器异常尧称重桶液位计异常袁
通过配料系统构成异常关机系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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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电控流程

控制系统工作过程如下院系统启动袁配料系统启
动备油系统袁称重桶下的放油阀关袁备油泵和备油阀
同时开袁向称重桶备油袁当计量达到规定值袁称重传
感器向配料系统发出信号袁 系统指令备油泵和备油
阀关袁放油阀打开袁将油放入缓冲仓袁称重传感器测
得放完油袁反馈给系统袁系统在指令再次备油时袁根
据混合机配料请求袁指令加油泵尧加油阀尧喷油阀开袁
开始喷涂袁当缓冲仓液位计测得野空冶时袁反馈给系
统袁系统指令加油泵尧加油阀尧喷油阀关袁同时指令备
油部分的放油阀可以将称重桶内的油放入缓冲仓遥
系统启动后袁加热系统开始加热袁当达到规定温度袁
热传感器反馈给系统袁系统指令停止加热袁当油温低
于要求的温度袁热传感器反馈给系统袁系统则指令加
热开遥 当加热异常尧称重桶液位异常尧称重异常袁则系
统关机袁待查明情况袁恢复正常袁再手动开机遥 当生产
结束袁系统停机遥

1援4 设备技术指标

本加油设备可以自带喷嘴袁组成喷涂机组袁也可
以作为其它喷涂机(如滚筒式喷涂机尧双螺旋喷涂机尧
真空喷涂机)的配套机袁作为提供合适压力尧流量的加
油机遥因此袁其供油流量兼顾到一般喷涂机喷油量 8%
左右袁到真空喷涂机喷油量 30%左右遥 其技术指标如
下院饲料生产率 25 t/h曰最大加油流量 180 L/min曰最大
加油压力 2 MPa遥
1援5 机械设计

根据前面的系统设计和工艺设计袁那么机械设计
要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袁技术指标合格袁易于生
产尧运输尧安装袁方便使用和维护遥 技术指标流量压力
主要靠选择合适的压力泵和设计相应容量的称重桶尧
缓冲仓来保证袁为了方便运输安装尧生产组装袁采取分
层整体结构袁在厂内全部组装完成袁只留 2个接口袁进
油和出油接口遥 为了方便维护袁在层与层间留出较大
的操作空间遥 整体方安案如图 5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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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虚线框部分袁在混合机处加油时袁是为自身配套曰当与其它喷涂设备配套时袁虚线框内不配遥
图 3 称重式加油系统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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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传感器安装方式

称重传感器的安装方式有支撑式和吊挂式袁具体
如图 6所示遥 本设计选择吊挂式遥

支撑式

吊挂式

F

F

图 6 传感器安装方式

1援5援2 称重桶

称重桶的设计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院形状上要有
利于油靠自重快速流下袁一般与垂直方向的夹角小于
45毅遥 桶的容量要大于批混料的加油量袁且桶上边要留
有 150 mm以上空间遥 桶的下端放油管截面要能在规
定时间内放完油遥 桶的强度要在过载 30%下不变形遥
要有安装液位计的接口遥

另外需注意的是院淤放油时会产生旋涡袁因旋涡
中间是空的袁大大延长了放油时间袁要加以改变袁可
采取加十字挡板的形式袁阻止旋涡的产生渊见图 7冤曰
于注意插在称重桶内的备油管出口不能直冲下方袁由
于油流冲击作用袁会造成计量不准确袁可以将出口改
为水平方向渊见图 8冤遥

十字挡板

称重桶

图7 称重桶

油

图 8 油管出口方式

1援5援3 缓冲仓

缓冲仓设计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院容量和称重桶

相同袁 且仓上边要留有 100 mm以上空间遥 形状上要
有利于油在抽吸下快速流下袁一般与垂直方向的夹角
小于 60毅曰要有安装液位计的接口曰要有安装蒸汽加热
管的接口曰桶下端出油口管径与加油泵的进油口通径
相同曰仓的强度要在过载 30%下不变形遥 本设计缓冲
仓形状如图 5中所示遥
1.5.4 浮动联接

称重桶与上边备油管尧称重桶下边放油管与缓冲
仓之间联接不能硬联接袁否则就不能称重了袁必须采
取软联接的形式袁软联接的结构形式如图 9所示遥 软
联接的作用院不影响称重袁可以让空气进出称重桶和
缓冲仓袁防止灰尘落入称重桶和缓冲仓遥

油管

罩

挡圈

空气通道

称重桶/缓冲仓

图 9 软联接的结构形式

1援5援5 过滤

因饲料油杂质较多袁为了防止杂质堵塞压力仪表
和喷嘴及对油泵的磨损袁要对饲料油进行过滤袁采用
二级过滤袁备油作为第一级袁滤掉绝大部分杂质曰加油
为第二级袁再进一步进行过滤袁确保喷嘴通畅遥由于第
一级过滤滤出的杂质多袁 又要保证有足够的油流量袁
因此过滤器要大袁采用桶式过滤器袁如图 10所示遥

压杆

盖
密封圈

进油口

过滤篮

出油口

图 10 过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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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由过滤桶体尧压杆尧压盖尧密封圈尧过滤篮渊大约
150目冤尧进油口尧出油口构成遥 过滤篮上有一提手袁便
于提出过滤篮清理遥

第二级过滤为精过滤渊100~150目冤袁由于经过第
一次过滤后袁杂质不多袁用 Y型过滤器过滤遥

过滤器要定期清理袁清理间隔由饲料油干净程度
决定遥 过滤器进出油口通径与配套的油泵通径相同遥
1援5援6 溢流阀

溢流阀是起到限压尧限流的作用袁确保到达喷嘴
处的油压和流量符合要求袁同时也起到一个安全阀作
用袁当前端发生堵塞时袁给油一旁通回路袁以防止油泵
堵转损坏遥 溢流阀有直动型和先导型遥 本设计选用先
导型袁其调压范围在 0~2.5 MPa袁通径和与之配套的油
泵通径相同遥
1援5援7 运输起吊

为了方便搬运和起吊袁设备底面要留有空间高度
大于 150 mm袁方便铲车插入袁同时也方便打扫卫生遥
架子顶四角要安装起吊环袁以方便吊运安装遥
1援5援8 加热方式

油脂的流动性随温度降低而降低袁不同的油脂受
温度影响不同遥在北方冬天零度以下袁油脂会凝固袁因
此袁要正常加油就要对油脂进行加热保温遥 油脂加热
方式有蒸汽加热尧电热管渊片冤加热尧电热线加热等遥本
设计是采用蒸汽盘管浸入油中加热袁由温度控制仪控
温遥 输油管可采用保温层保温袁也可以在保温层内加
上电热电缆加热遥
1援5援9 液位计

在称重桶备油时袁为了防止因称重失灵而使油溢
出桶外袁要装液位计遥在缓冲仓的油抽空时袁加油电机
能及时停下来袁并关闭缓冲仓出油口袁使上边称重桶
的油刚好放到缓冲仓袁因此也要装一个液位计袁当缓
冲仓空了时袁发出信号袁控制加油电机停和电磁阀关
闭遥油用液位计袁一般有浮球式尧音叉式尧压力式尧超声
波式尧电容式等遥 本设计采用音叉式液位计遥
1援5援10 油泵

选择油泵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院输出压力要大于
喷嘴处所需压力 50%~80%袁 以克服管道对油流造成
的沿程压力损失曰最好选择恒压泵袁这样在调整流量
时可保证喷雾压力袁保证喷涂效果曰输出流量要大于
喷嘴处所需流量的 30%~50%袁以抵消调压分流曰尽量
选取电机泵组成一体式袁 避免自己做泵与电机的连
接袁以免由于连接同轴性等误差影响性能袁同时也方
便生产组装遥本设计选择泵与电机组装在一个底座上
的一体式的齿轮泵渊如图 11所示冤遥

泵 电机

底座

图 11 齿轮泵

1援5援11 电控阀

备油泵后要有电磁阀袁它和泵同时开关袁目的主
要是袁在不工作时防止饲料油自流曰避免在泵停止时袁
由于惯性作用袁管中的油继续向称重桶内流袁造成计
量误差遥阀的耐压高于与之配套的泵袁通径与泵相同遥

称重桶下的放油阀宜用电动渊或气动冤球阀袁因为
球阀在开的时侯袁油流畅通无阻遥 其通径根据要求放
油时间长短来确定遥 本设计要求 180 kg油在 10 s内
放空袁通径选 100 mm遥

加油泵后配电磁阀袁 也是与加油泵同时开关袁目
的是在泵停止状态下袁切断油流袁同时在空气清空管
道时袁防止空气吹到缓冲仓遥 阀的耐压高于与之配套
的泵袁通径与泵相同遥
1援5援12 压缩空气调制

压缩空气调制是在喷嘴为空气雾化喷嘴时袁为其
提供合适压力和流量的压缩空气遥该部分由油水过滤
器和调压装置组成遥 油水过滤器过滤掉压缩空气中
的机油和水袁调压装置将源压缩空气的压力调整到合
适的压力遥 选择此装置时袁要满足调压范围尧流量尧耐
压的需要遥
1援5援13 喷嘴

喷嘴是将加油泵送来的饲料油喷到饲料上遥当喷
嘴用在混合机上时袁用普通喷嘴曰用在向饲料粒上喷
油时用空气雾化喷嘴遥 为了喷雾均匀袁喷雾形状宜选
用矩形或扁形遥 选择喷嘴时按规定的喷雾压力下袁其
流量要略大于要求的流量遥 为了可以调节流量袁宜选
用可调流量喷嘴遥 如图 12所示遥
1援5援14 油管

油管可用镀锌钢管或耐压的橡胶油管袁在管路与
缓冲仓联接部分可选用橡胶管袁可减少电机工作时震
动对缓冲仓的影响遥 其它部分用钢管遥 管子的通径与
与之相联的泵阀通径相同袁尽量不要用变径转换遥
2 安装调试

安装调试是从合格设备到安装后能正常运行的

重要一步遥 安装调试不正确袁合格的设备也不一定能
正常运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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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喷嘴外形及结构

2援1 安装组合

2援1援1 在制粒前

加油设备加喷雾装置渊装在混合机上的喷嘴冤遥
2援1援2 在制粒后

加油设置作为喷涂设备的提供合适压力尧流量的
计量泵油装置遥 它与其它喷雾装置相组合一起工作袁
如滚筒喷涂装置尧双螺旋输送装置尧真空喷涂机遥
2援1援3 控制方面

可以单独控制袁用自身控制屏遥 也可以与总配料
控制中心连接袁由中心统一控制遥
2援2 调试

设备安装后袁都要经过调试袁一般顺序先空载调袁
再带载调曰先单机调试袁正常后再连机调遥
2援2援1 空机调试

空机调试目的院验证接线正确与否袁验证设备空
载下运转是否正常遥

在未通电状态下检查接线是否正确袁确认无误袁再
通电看电磁阀动作是否正常袁油泵的转动方向是否正
确袁称重显示是否正常遥 一切正常后袁进入带载调试遥
2援2援2 带载调试

带载调试目的院验证管道有无渗漏袁压力仪表指
示是否正常袁电磁阀尧油泵工作是否正常袁过滤器及喷

嘴工作情况袁流量和压力是否达到要求遥
在带载工作中袁观察阀门尧油泵工作是否正常袁喷

嘴喷雾是否正常袁管道是否有渗漏袁仪表指示是否正
常袁如均正常袁再调试称重遥
2援2援3 称重标定

称重标定是关系到以后生产中计量是否准确遥称
重标定方式有二袁一是用水渊或油冤袁二是用标准砝码遥
称重标定要定期进行袁因为工作一段时间后袁称重桶
会粘有污垢称重不准遥

用水渊或油冤标定遥 先将称重仪置零袁用电子秤称
180 kg重的液体加入到称重桶袁将重量数值存入称重
仪袁反复数次袁取其平均数遥此值作为以后计算机自动
计算的依据遥

标准砝码标定遥用 4块等重砝码袁总重在 180 kg遥
对称地挂在称重桶上袁对称重仪进行标定遥
3 结论

饲料加油设备设计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袁首先要采
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列出尽可能多的影响因素和设备

生产尧运输尧安装及使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袁针对每个
问题提出若干个解决方案袁在这些方案中选出最简单
的经济实用方案遥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工 艺 设 备郎洪明：称重式油脂添加设备的系统设计分析

窑信 息 采 撷窑

畜禽夜间喂食、配种好处多
母猪夜间喂食好。因为夜间喂食可使母猪分娩后乳汁增多，尤其是喂稀食，乳汁可增加 30％。而小仔猪由于乳汁充足，少生病，生长也

快，可提前出栏。

母猪夜间配种效果好。母猪夜间配种不但可提高受孕率 20%，而且产仔多，并多在白天产仔。夜间配种在上半夜 9点配完，种公母猪各

加顿小餐，好恢复一下体力。

奶牛夜间配种好，能提高配准率 10%。一般在上半夜 9～11点进行，这时夜深人静，达到最佳状态。各种内分泌达到均衡，使阴道内的分

泌物呈弱酸状态，怀母犊比例高。

牛马喂夜草好。牛马定时、定量、定质饲喂夜草，使牛马不给料也上膘。牛马在夜间的饲喂次数以 2次为宜，一次是上半夜 9点；一次是

下半夜的 2点。牛马喂食夜草后长膘快、少得病，特别是少患消化系统病，结实有力。同样，小牛、小马喂夜料生长更快。

鸡、鸭、鹅喂夜食好，不但能早产蛋，而且还可多产蛋。用同样的料喂夜食（鸭鹅最好喂熟食），能提前半个月产蛋，并且产的蛋个头大，产

蛋期也长。饲喂夜食可提高家禽的体质，减少生病或无病。一般家禽的喂夜料时间以半夜 10点为宜，一边加料，一边开灯半小时，使禽类消

化率提高，吸收好。肉禽喂夜料能使仔禽生长快，可提前 5 d出栏，既节省饲料，又降低成本。

6

mailto:cuicengde@tom.com


新型饲料预混机的结构改进与混合试验研究
纪德洲 樊 霞 曲峻岭

混合是饲料生产中的一道重要工序袁也是保证饲
料质量的重要环节遥 为保证饲料产品质量袁缩短配合
饲料的混合周期袁需要进行微量元素预混合袁即将畜
禽所需要的各种微量成分如维生素尧 矿物微量元素尧
氨基酸尧防腐剂尧抗菌素等袁同一定量的载体尧稀释剂袁
利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均匀地混合在一起袁以保证饲料
产品的均匀度遥混合机是完成饲料预混合加工工序的
关键设备遥目前袁国内有多种类型的预混合机袁部分存
在制造成本高尧占地面积大尧混合均匀度较差等缺点袁
因此袁饲料预混合机的技术研发和性能改进显得尤为
重要遥 本文以 XHJ要域稀释混合机为样机袁进行了结
构改进袁通过混合试验考察了加装搅拌机构与否对预
混合质量的影响袁为稀释混合机的定型设计和性能改
进提供试验依据和研究基础遥
1 结构渊见图 1冤与工作原理

1 6

4 3 2 5

1.调速电机 2.链条传动系统 3.主轴
4.左混合系统 5.右混合系统 6.机体
图 1 XHJ—域稀释混合机结构

如图 1所示袁XHJ要域稀释混合机主要由调速电
机尧链条传动系统尧主轴尧左混合系统尧右混合系统和

机体组成遥 工作时袁动力由调速电机通过链条传至主
输出轴袁带动左尧右两个混合筒转动遥由于混合筒与其
转动轴线有一倾斜的夹角袁筒内物料在筒转动过程中
进行翻滚使物料充分混合袁 筒的转速依据机体与物
料尧物料与物料间的摩擦系数确定遥 转速过高物料来
不及翻滚袁过低又会增加混合时间而影响生产率遥

该机型可同时混合两种不同组分的物料袁具有体
积小尧安装简便尧物料残留量少等特点袁并且占地面积
小袁操作简单袁造价较低遥
2 结构改进设计

2.1 结构特点

搅拌机构是影响预混合机混合质量的重要结构遥
本文依据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袁 对原有稀释混合机加
装了搅拌机构遥 搅拌机构的结构特点如下遥

淤 设计合理尧结构简单袁避免造成混合筒内物料
向一端集积袁形成物料死角袁延长混合时间袁降低混合
均匀度遥

于 把搅拌机构安装于混合筒盖上装卸方便袁便
于清洗遥

盂 焊缝光滑袁避免出现凹凸不平袁导致挂料遥
榆 选择不易产生变形并能承受一定剪切力的不

锈钢材料遥
2.2 结构与尺寸渊见图 2冤

50毅

30 mm
355 mm

30 mm

图 2 搅拌机构结构

纪德洲，山东信远集团有限公司，265200，山东。
樊霞，农业部畜牧业司。

曲峻岭，中国农业大学。

收稿日期：2007-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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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所示袁采用棱锥体结构袁可尽量减少剪切尧
扭转变形遥 混合机在工作时袁转筒转动带动搅拌机构
一起转动袁 混合筒内待混合的物料碰撞到搅拌机构
后袁即分散流向四周并进行充分的混合遥
3 混合性能试验

本试验的目的是通过混合性能试验袁考察加装搅
拌机构与否对稀释混合机混合质量的影响遥考察指标
为混合均匀度变异系数 CV袁变异系数越小袁则混合均
匀度越好袁理想混合状态下袁CV趋于 0遥
3.1 材料与方法

3.1.1 材料

试验物料院要求粒度为 30~200 目袁本试验选择
80目的玉米蛋白粉遥

试剂院粉末甲基紫色素渊生物染色 B.S袁批号院
970116袁粒度 150目冤袁添加比例为十万分之一遥

仪器院量角器尧具塞三角杯尧台秤尧秒表尧称量仪尧
磁力搅拌器尧722S 分光光度计尧150 目标准钢丝网
筛等遥
3.1.2 方法

本试验条件为院 混合机转速 23 r/min尧80目的玉
米蛋白粉 10 kg渊属于有机载体袁含水率 9.5%袁容重
0.32冤袁混合时间为 10 min遥

试验方案院选用不同的转筒角度袁进行预混合
试验袁测定饲料混合均匀度袁最终比较加装搅拌机
构与否对混合均匀度的影响遥 文中混合均匀度的测
定依据叶配合饲料混合均匀度测定法曳GB/T 5918要
1997遥
3.2 结果与讨论

试验结果如表 1和表 2所示遥
表 1 未加装搅拌机构时物料混合均匀度试验结果

10毅
0.693
0.764
0.686
0.703
0.721
0.673
0.637
0.683
0.687
0.812
7.03
92.97

15毅
0.667
0.723
0.721
0.627
0.679
0.645
0.715
0.74
0.657
0.735
5.89
94.11

20毅
0.785
0.698
0.611
0.636
0.647
0.635
0.679
0.624
0.638
0.612
8.05
91.95

25毅
0.616
0.671
0.761
0.674
0.649
0.686
0.665
0.683
0.812
0.619
8.86
91.14

30毅
0.691
0.756
0.685
0.624
0.663
0.769
0.736
0.674
0.735
0.689
6.48

93.52

35毅
0.763
0.742
0.681
0.723
0.771
0.816
0.735
0.792
0.664
0.63
8.02
91.98

1号样本的光密度
2号样本的光密度
3号样本的光密度
4号样本的光密度
5号样本的光密度
6号样本的光密度
7号样本的光密度
8号样本的光密度
9号样本的光密度
10号样本的光密度
变异系数 CV渊%冤
混合均匀度 M渊%冤

项目
转筒倾角

表 2 加装搅拌机构时混合均匀度试验结果

10毅
0.603
0.558
0.621
0.624
0.612
0.614
0.61
0.618
0.648
0.713
6.28
93.72

15毅
0.727
0.718
0.726
0.673
0.727
0.666
0.671
0.687
0.634
0.701
4.61
95.39

20毅
0.719
0.687
0.665
0.674
0.785
0.685
0.768
0.635
0.696
0.751
6.82
93.18

25毅
0.766
0.705
0.645
0.755
0.722
0.675
0.648
0.701
0.664
0.843
8.68
91.32

30毅
0.78
0.711
0.764
0.708
0.741
0.782
0.773
0.682
0.748
0.698
4.96
95.04

35毅
0.743
0.912
0.814
0.722
0.802
0.764
0.782
0.773
0.722
0.77
7.09

92.91

1号样本的光密度
2号样本的光密度
3号样本的光密度
4号样本的光密度
5号样本的光密度
6号样本的光密度
7号样本的光密度
8号样本的光密度
9号样本的光密度
10号样本的光密度
变异系数 CV渊%冤
混合均匀度 M渊%冤

项目
转筒倾角

利用 Excel工具对表 1和表 2的数据进行处理袁
可得到在不同转筒倾斜角度条件下袁加装搅拌机构与
否对混合均匀度的影响袁如图 3所示遥

10
8
6
4
2
0

加装搅拌机构 未加装搅拌机构

10 15 20 25 30 35
转筒倾角渊度冤

图 3 不同转筒倾斜角度条件下加装搅

拌机构与否对混合均匀度的影响

由表 1尧表 2及图 3可知袁在转筒内加入搅拌机构
后袁无论转筒倾角变化与否袁物料的混合均匀度都有
提高遥 在转筒倾角为 15毅时袁混合机的混合质量最高袁
加装搅拌机构后混合均匀度可达到 95.39%袁 混合均
匀度变异系数 CV=4.61%遥
4 结论

淤 试验结果表明搅拌机构是影响 XHJ要域型稀
释混合机混合质量的重要结构参数之一袁在混合机内
加装搅拌机构后袁可提高混合机的混合质量遥

于 本文设计的棱锥体搅拌机构符合散粒体物料

混合原理袁加装于混合筒内部机盖之上袁既能够减小
剪切变形袁又能显著改善混合机的混合性能遥 混合均
匀度在转筒倾角为 15毅时可达到 95.39%袁混合均匀度
变异系数为 4.61%遥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工 艺 设 备纪德洲等：新型饲料预混机的结构改进与混合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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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美国华达渊VBC冤中国广州技术中心协办]

张 义 周定刚 刘宏伟

摘 要 禽胰多肽（avian pancreatic polypeptide，APP）是由 36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由胰脏胰多肽
细胞分泌的一种多肽。研究表明，APP具有促进畜禽采食，加快生长发育，调节胃肠道运动，影响内分
泌活动和保护细胞膜的完整性等多种生理作用。在近 30年的研究工作中，人们对胰多肽的生理功能
和临床应用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对其生理活性及作用机制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在许多方面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揭示。

关键词 禽胰多肽；生理功能；受体

中图分类号 R516
Research advance of avian pancreatic polypeptide

Zhang Yi, Zhou Dinggang, Liu Hongwei
Abstract Avian pancreatic polypeptide 渊APP冤 is a 36-amino acid polypeptide, produced by pancreas.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APP has wilderness physiological function, can accelerate diet, promote
growth, modulate gastrointestinal movement and affect incretionary physiological function, conservancy
the integrity of hepatic cell membrane and cytolergy .In recent 30 years research, people had some cog鄄
nition of pancreatic polypeptide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but the research of avian pancreatic polypeptide
in physiological activity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at rake phase, many aspects need to do deep research.
Key words APP曰physiological function曰APPR

张义，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625014，四川雅安。
周定刚（通讯作者）、刘宏伟，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

学院。

收稿日期：2007-04-23

禽胰多肽渊APP冤是 Kimmel 于 1968 年在分离纯
化小鸡胰岛素时偶然发现的遥 APP由 36个氨基酸残
基组成袁是胰多肽超家族中的一员遥 虽然研究发现鸭
胰多肽的结构与鸡胰多肽的结构略有不同袁但多数学
者仍以鸡胰多肽为代表来研究 APP袁故多数资料所报
道的 APP均为鸡胰多肽遥 研究表明 APP具有多种作
用袁在畜禽生产中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遥
1 禽胰多肽

1.1 禽胰多肽的结构特征

胰腺的胰多肽细胞(简称 PP细胞)是产生胰多肽
的重要部位遥从细胞形态学上看袁胰多肽分泌颗粒袁其
直径约为 140耀150 nm遥Kimmel等于 1968年首次分离

并纯化了鸡胰多肽袁经测定 APP为 36个氨基酸残基
组成的多肽链初级结构袁其序列为院Gly-Pro-Ser-Gln-
Pro -Thr-Tyr-Pro -Gly -Asp-Asp -Ala -Pro -Val -Glu -
Asp-Leu-Ile-Arg-Phe-Tyr-Asp-Asn-Leu-Gin-Gln-
Tyr-Leu-Asn-Val-Val-Thr-Arg-His-Arg-Tyr-NH2遥但
Marks等报道的禽胰多肽结构与以上不同袁 其 22和
23 位分别是 Asn 和 Asp袁 而当前市售的 APP 仍是
Kimmel等所报道的序列遥 APP分子量为 4 240 Da,具
有螺旋结构遥所有动物胰多肽结构的共同点是在其肽
链羧基端第 36位上都是酪氨酸袁 这对胰多肽的生物
活性和生理功能是至关重要的遥 有人用牛胰多肽
(BPP)的 1耀35的片段做实验袁发现它不能抑制胰液分
泌和由 5肽胃泌素引起的胃酸分泌袁 而 BPP羧基端
36肽却能模仿整个胰多肽分子的生理功能遥

人们采用 X-衍射等方法研究发现 APP是一个球
蛋白袁 其 13耀31氨基酸残基为疏水-极性氨基酸残基
交替存在的区域, 是一段 琢-螺旋区袁31耀36氨基酸残
基紧靠 琢-螺旋区为基底部袁1耀13氨基酸残基间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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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地存在脯氨酸残基遥 Zhang等运用计算机模拟技术
设计 APP结构,认为静电吸引力才是多肽链组装中最
为重要的作用力遥 但有人报道 APP为 36个氨基酸残
基构成的直链多肽遥
1.2 禽胰多肽的组织与细胞定位

APP定位的资料很少袁APP 的细胞定位更少见遥
这可能是受技术所限的缘故遥 有人认为 APP由禽类
胰脏的 F-细胞所分泌袁 但也有人将分泌 APP的细胞
称为胰多肽细胞遥 关于 APP的组织定位的研究袁人们
大多采用传统的免疫组织化学法来进行遥 研究发现袁
在禽类不同生长期袁APP依次定位于十二指肠尧 回肠
前段渊入孵后 13 d冤袁前胃尧回肠后段(14 d)袁幽门尧小肠
(胚胎形成后不久)袁空肠尧结肠(成年期)遥 此外袁APP还
存在于鸡整个视网膜遥
2 禽胰多肽的生理作用

2.1 APP促进禽类采食尧消化吸收和生长发育
对实验动物的研究表明袁胰多肽可以促进动物采

食遥摄食是促使胰多肽释放的重要因素遥食物成分中袁
以蛋白质食物引起胰多肽释放的作用最强袁脂肪和糖
类次之遥 鸡摄食后袁血浆 APP的浓度可由 476耀1 428
pmol/l增加到 950耀2 857 pmol/l遥狗进食后袁血浆 PP浓
度可增加许多倍遥 人进餐后袁 血浆 PP 的增加量为
100耀400 pmo1/l遥给鸡静注 APP袁并以插管法收集胃肠
道消化液的分泌量袁结果发现院以 7.5 ng/ml APP剂量
注射时袁鸡胃肠道的收缩频率降低曰按 15 ng/ml剂量
注射时袁其胃肠道收缩频率和消化液的分泌量明显降
低曰胰液和胆汁的分泌也受到明显的抑制遥 这提示
APP的功能是降低胃肠运动并抑制消化活动遥 APP对
鸡的前胃分泌有刺激作用袁 切断两侧迷走神经后袁
APP仍能刺激前胃分泌遥这说明禽胰多肽对胃肠道的
作用可能是通过作用于胃肠细胞内质网和高尔基体

上的受体而产生的遥据鲁立等(1987)报道袁胰多肽可能
参与了迷走胆碱能神经对胰酶的负反馈调节遥即迷走
神经兴奋时袁一方面促进胰酶的分泌袁另一方面引起
胰多肽的释放袁 通过颉颃胰腺腺泡的 M受体而抑制
胰酶的分泌遥 Duck等渊1988冤研究表明袁禽胰多肽可增
加鸡只的采食量遥 然而资料证明袁APP能抑制胃肠道
腺体分泌尧延缓胃排空和十二指肠运动袁从而使胃肠
道有充分的时间来消化饲料遥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生理
实验室用自制的 APP粗品袁 通过投喂和饮水等方式
饲喂黄羽鸡袁发现 APP粗品可明显增加鸡采食量袁改

善饲料报酬袁促进黄羽鸡体重增加遥代建国(2000)将制
得的禽胰多肽粗品以饮水形式供给粤黄肉鸡袁添加量
分别为 0.58尧1.16尧2.32 mg/d袁结果表明院添加禽胰多肽
粗品可促进肉鸡采食袁改善饲料利用率袁促进鸡只生
长遥 朱晓彤等(2002)给粤黄公鸡分别皮下注射 3尧6和
12 滋g/kg APP纯品袁以及 6尧12和 24 滋g/kg 的 APP粗
品袁结果表明院注射高剂量粗品 APP可显著提高鸡的
采食量和饲料转化率袁鸡只生长速度加快遥 而一定量
的纯品 APP也可促进鸡只生长袁但不明显遥 另据倪冬
姣等渊2001冤报道袁一定剂量渊64耀256 滋g/kgBW冤的 APP
粗品能调节麻羽父母代母鸡过早产蛋袁 提高蛋重袁降
低过大过小蛋和破软异性蛋率袁提高种蛋合格率曰提
高受精蛋孵化率遥
2.2 APP对禽类激素尧递质分泌的影响

代建国等渊2000冤研究发现袁禽胰多肽粗制品可显
著提高血浆 T3尧T4的浓度, 从而促进机体的正常生长
发育遥 朱晓彤等渊2002冤采用皮下注射法袁比较了不同
剂量的禽胰多肽粗品和禽胰多肽纯品对粤黄公鸡生

长的影响袁发现注射高剂量 APP粗品可提高鸡血中 T3
含量袁鸡只生长速度加快遥 据 Grobecker等(1983)报道袁
APP和神经递质(一元胺)共存袁且在生理活动中有协
同作用遥 Katayama等渊1985冤也发现鸡视网膜内 APP
与肽物质共存遥 此外袁APP还参与中枢神经对食物吸
收和胃液分泌的调节过程遥
2.3 APP对禽类代谢的影响

Oscar(1993)用禽胰多肽处理肉鸡脂肪细胞袁结果
发现禽胰多肽在一定时间尧一定剂量下能增强基础
状态下脂肪分解和加强胰高血糖素对脂肪的调控遥
Kimmel渊1978冤等先后发现袁给自由采食的鸡注射APP
后袁可使肝糖元分解袁但血糖浓度不升高曰使血中甘
油水平降低袁而甘油三酯水平升高遥 其作用原理可能
是 APP刺激肝内脂肪的形成袁使肝糖元的分解产物
转化为脂肪袁从而确保血糖水平保持不变遥 Leveille
等渊1968冤也曾报道袁鸡脂肪合成的部位主要在肝
脏袁肝内至少有 90%的脂肪是由葡萄糖和乙酰转化
而来遥

以上研究表明袁胰多肽对动物的采食尧胃肠运动尧
脂肪代谢和内分泌活动均有重要的影响遥
2.4 APP对生物膜的作用

有研究发现袁胰多肽具有细胞保护作用袁它能稳
定膜结构袁 升高脂质双层的相变温度袁 还能抑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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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2+诱发的心磷脂渊卵磷脂冤脂质体的膜融合遥 朱晓彤
等渊2002冤研究发现袁在体外培养液中加入一定浓度的
APP袁可显著降低培养液中碱性磷酸酶和谷氨酰转肽
酶的含量袁 提示一定量的 APP对离体肝细胞膜的完
整性及细胞活性具有保护作用遥 以上研究表明袁禽胰
多肽与脂质有较强的相互作用袁并影响膜的功能遥
2.5 APP与家禽免疫

试验证明袁具有抗体活性的免疫球蛋白是由多肽
组成遥 肽,尤其是内源肽渊如酪啡肽尧胸腺肽尧胰多肽
等冤能促进家禽免疫系统淋巴细胞的分化尧增生尧成
熟袁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遥 余斌等渊1997冤肌注胸腺肽或
将其添加于饲料中饲喂艾维茵肉鸡袁可显著提高外周
血淋巴细胞的百分率和血浆 T4水平袁GH及 T3水平也
有升高的趋势遥
2.6 APP对其它动物的作用

人们在对哺乳动物的组织研究中发现有类 APP
的免疫反应遥 因此,人们将 APP作用于哺乳动物来探
索其潜在功能袁 研究发现的内容涉及方面也较广遥
Albers等渊1984冤给仓鼠视交叉上核区注射 APP袁发现
其昼夜节律发生改变遥 Gates等渊1977冤给患肥胖症的
新西兰小鼠腹腔注射 APP袁其胰岛素水平尧血糖和体
重均恢复至正常遥 Fuxe等给猪饲喂 APP后袁猪呼吸频
率下降遥据 Ito等观察袁APP对大鼠血管活性肠肽(VIP)
调节血管平滑肌的松弛功能有抑制作用遥 赵成萍等
渊2006冤分别给小鼠饮用 4尧6 滋g和注射 4尧6 滋g的 APP袁
发现高浓度饮用组增重均高于低浓度饮用组袁而低浓
度注射组增重则高于高浓度注射组袁且低浓度和高浓
度注射组增重都高于对照组遥究其原因这可能与 APP
浓度和给予方式不同有关袁但此观点尚需有关实验进
一步支持尧佐证遥另据赵成萍等渊2006冤观察袁服用 APP
后各组小鼠血浆总蛋白含量都高于对照组袁但差异不
显著曰球蛋白尧血红蛋白含量与对照组相比则显著升
高袁提示 APP粗品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袁并可增强
其供氧能力遥
3 禽胰多肽受体

禽胰多肽受体渊avian pancreatic polypeptide re鄄
ceptor, APPR冤的研究主要采用同位素技术袁它又分
为测试活体体内分布的受体和离体组织存在的受体

两种放射分析法遥 1992年 Akio Inui等运用 N-辛基-
茁-D-葡萄糖渊N-ctyl-茁-D-Glucoside冤方式抽提鸡小
脑 APPR袁 并成功保持了其活性袁发现 APP受体是一

种糖蛋白袁分子量约 67 000遥Kimel等运用[125I]标记法
证明胰脏尧十二指肠尧脾尧肝以及前胃均是 APP的靶
器官袁并认为 C-末端在 APP与其受体结合过程中起
重要作用遥 相反袁Adamo等发现鸡胰腺和十二指肠粘
膜几乎没有 APP特异性结合位点袁 而小脑和肝脏具
有高度特异性的 APP结合位点袁 因此认为胃肠道和
胰腺并非 APP的靶组织袁小脑和肝脏才具有 APP高
亲和力结合位点遥肝细胞结合位点的亲和力较低遥
用未标记的 APP 置换[125I]APP,半最大置换量为 500
ng/ml(Kd=1.2伊10-7mol/l)曰鸡脑细胞有两种 APP 结合
位点袁高亲和力位点 Kd为 3.3伊10-10 mol/l袁低亲和力
位点 Kd为 1.8伊10-7mol/l遥 1984 年袁Adamo 等专一性
地研究了鸡尧 鸽尧 鸭等 5种 APP在脑粘膜的粘附作
用袁 发现 90%以上的 APP粘附于小脑半球遥 且认为
APP 并非由中枢神经系统的突触小体所产生和释
放遥Adamo渊1989冤从亚细胞水平研究了鸡肾尧肝尧脑的
APP和受体的结合与降解反应,认为这三部分的反应
皆依赖于一个胞质蛋白酶来完成遥 但是,这三部分组
织的胞质蛋白酶对 APP的敏感性不同遥 而且,此蛋白
酶可被丝蛋白酶抑制袁 因而导致三部分的组织降解
反应不同袁 并再次提出 APP与其受体的结合需要二
硫键的参与遥 以上研究表明院不同组织部位的 APP
受体是不同的袁APP 的两末端是其发挥生理功能的
重要区域遥
4 结语

禽胰多肽具有多种作用袁但目前对其生理活性和
作用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较少袁且缺乏系统性袁这可能
是因为对其分离纯化较为困难, 材料难以获得所至遥
APP肽链短,易于人工合成袁前人已将其作为研究蛋
白质结构较好的材料遥另外袁胰多肽为肽类物质袁在其
代谢过程中可以通过体内肝脏尧 肾脏等组织被降解
(Martin等袁1989)遥 胰多肽本身就是动物体天然存在的
生理活性调节物袁不存在残留问题袁从而保证了产品
的使用安全性袁在畜禽生产中有极重要的意义袁可作
为较好的绿色饲料添加剂开发遥

（参考文献 36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刘敏跃，lm-y@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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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抗菌肽由于自身的优点成为抗生素的替

代品袁已成为学术界研究与开发的热点袁其中乳铁蛋
白肽(Lactoferricin袁Lfcin)因其强大的生物学功能而备
受关注遥 最初是由 Bellamy等从乳铁蛋白水解物中分
离到一种乳铁蛋白多肽袁即牛乳铁蛋白肽(LfcinB)袁此
后相继在人尧小鼠尧山羊尧猪等动物乳铁蛋白中证明存
在 Lfcin的同源物遥 Lfcin是靠近乳铁蛋白 N-端袁具有
比乳铁蛋白渊LF冤强 400多倍的抗菌活性袁并具备 LF
的所有生物学活性袁如抗菌尧抗病毒尧抑制癌细胞生
长尧消炎及参与免疫反应等遥 研究发现袁Lfcin与乳铁
蛋白的功能密切相关袁除不能结合铁离子外袁不含稀
有氨基酸和外源化学成分袁 是一种安全健康的产品遥
Lfcin 由于具有强大生物学功能及安全性等优点袁显
示出其替代抗生素的巨大潜在优势遥 因此袁本文就近
年来关于 Lfcin的结构尧功能尧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进
行综述遥
1 Lfcin的结构

乳铁蛋白肽(Lfcin)是 LF在酸性环境下经胃蛋白
酶作用 N端释放的一段多肽遥 LfcinB是从 BLF的 N
端(17~41)被水解下来的 25个氨基酸残基袁其顺序为院
Phe-Lys-Cys-Arg -Arg -Trp-Gln-Trp-Arg -Met-Lys-
Lys -Leu -Gly -Ala -Pro -Ser -Ile -Thr -Cys -Val -Arg -
Arg-Ala-Phe袁其中的 11个氨基酸残基具有与完整的
LfcinB相同的抗菌活性遥11个氨基酸残基中的 6个氨
基酸残基(LfcinB4-9)是 LfcinB的活性中心遥人的乳铁蛋
白肽(LfeinH)来源于人乳铁蛋白的 1耀45位氨基酸曰公
山羊乳铁蛋白肽(LfeinC)为 14~42片段遥LfcinB 分子中
18个氨基酸残基靠一个分子内二硫键结合而形成一
个环袁LfcinH是 11与 12位氨基酸残基之间的肽键断
裂袁 两个肽片段靠二者间的二硫键连接成为一个分
子遥 但研究表明袁二硫键在抗菌过程中作用不大袁被

破坏后 LfcinB 的抗菌活性并不减弱 遥 LfcinH 和
LfcinB的单字码一级结构和二硫键形成的环状结构
如图 1所示遥

图 1 Lfcin的一级结构和二硫键形成的环状结构

LfcinB的二级结构是在一级结构的肽链上折叠
而成袁天然状态下包含 琢-螺旋和 茁-折叠构象遥 LfcinB
在 LF分子中呈 琢-螺旋结构袁 当解离下来后 琢-螺旋
结构消失袁转变成以 茁-折叠为主的两亲性结构袁其中
疏水的 Trp残基和带正电荷的 Arg和 Lys残基是相互
分开的袁这种结构上的改变导致其两性分子更易靠近
细胞膜袁这是其抗菌功能所必须的袁也解释了 LfcinB
抗菌活性明显强于 LF的原因遥 然而袁LfcinB在溶液
中的这种分子结构具有很大的可变性袁能够根据其所
处的外部环境形成特定的构型袁LfcinB的这种分子动
力学性质可能与其所具有的多种生理功能有关遥
LfcinH在人乳铁蛋白分子中也呈 琢-螺旋结构袁 但解
离后 LfcinH的分子结构还不明确遥

BLF的立体结构是在二级结构的基础上折叠成
两个基本相等的叶(N-叶和 C-叶)袁每一个叶状结构中
含有一个与 Fe3+结合的部位袁此部位存在于一个很深
的裂隙中遥 LfcinB的立体结构远比 BLF简单遥 为了进
一步了解 LfcinB的立体结构袁Schibli等(1999)通过核
磁共振技术对 LfcinB的活性中心 LfcinB4-9的三维结
构进行了研究袁结果见图 2遥

高海燕，云南农业大学动物营养与饲料重点实验室，

650201，云南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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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LfcinB4-9的三维结构

图 2显示袁碱性的 Arg残基和疏水的 Trp残基充
分分离袁 形成了两性分子结构袁Arg残基在分子的一
侧袁Trp残基在分子的另一侧袁Gln在分子的中间遥 对
含有 25个氨基酸残基的 LfcinB的结构分析也表明袁
LfcinB也是两性分子结构曰Trp残基和带正电荷的 Arg
和 Lys残基是相互分开的遥 以上结构特征与 LfcinB4-9
和 LfcinB抗菌尧抗病毒功能是分不开的遥
2 Lfcin的生物学功能
2.1 抑菌尧杀菌

LF的抗菌活性在其众多的生物学功能当中最显
著袁而 Lfcin的抗菌活性要高出 LF 400多倍袁故 Lfcin
的抗菌功效在其功能当中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袁同时
预示了其替代抗生素的可能性遥 Lfcin的抗菌谱广袁包
括许多 G+尧G-病原菌及真菌袁例如埃氏大肠杆菌尧奇异
变形杆菌尧金黄色葡萄球菌尧肠炎沙门氏菌尧肺炎克雷
伯氏菌尧普通变形杆菌尧结肠耶尔森氏菌尧铜绿假单胞
菌尧白喉棒状杆菌尧弯曲杆菌尧链球菌尧单核细胞增生
李斯特氏菌和产气荚膜梭菌曰对引起消化道功能紊乱
的白色念珠菌有强烈的抑杀作用遥在抑制细菌方面有
研究发现袁E援coli(G-)的脂多糖和金黄色葡萄球菌(G+)
的磷壁酸是 LfcinB的最初结合位点遥 Lfcin在细菌表
面的结合对杀菌活性有重要作用遥 对于生长在 1%蛋
白胨培养基或 Sabouraud 葡萄糖培养基的真菌尧G+菌
和 G-菌在较低 LfcinB浓度下渊MIC为 10 滋g/ml左右冤
除个别 G+菌外均不能生长遥 Bellamy等渊1992冤研究了
28个菌株对 LfcinB 敏感性袁所选待测菌株包括 G+菌尧
G-菌尧杆菌尧球菌尧专性需氧菌尧兼性厌氧菌尧专性厌氧
菌等袁 测定了在蛋白胨基础培养基和 YPG培养基上
Lfcin的有效抑菌浓度遥 结果表明袁随菌株和培养基变
化其有效浓度在 0.6耀150 滋g/ml之间袁 并且得出 G+菌
比 G-菌对 Lfcin更敏感遥 除此之外袁Lfcin对真核微生
物如霉菌尧酵母也具有抑制作用遥
2.2 抗病毒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袁LfcinB可以抑制细胞巨化病
毒和 HIV尧疱疹 1型和 2型病毒尧肝炎病毒和流感病
毒尧腺病毒和轮状病毒等袁并且降低对宿主的感染力袁
抑制病毒颗粒复制遥 有研究表明袁LfcinB在病毒感染
的第一个阶段吸附过程中起作用袁因此推断 LfcinB可
能与病毒结合袁从而阻断病毒与宿主细胞的结合遥 琢-
螺旋结构的抗菌肽袁如 Magainins对 HSV-1和 HSV-2
病毒没有作用曰而一些 茁-折叠结构的抗菌肽袁如 De鄄
fensin尧Tachyples和 LfcinB则能够抑制这两种病毒和
HIV对宿主细胞的感染遥 因此推断袁LfcinB作为一种
阳离子型抗菌肽袁其 茁-折叠结构在抗病毒过程中起重
要作用袁即 Lfcin带正电荷尧疏水基团和环状结构等因
素都与其抗病毒渊吸附-封闭冤机制有关遥
2.3 抗寄生虫

Lfcin对于某些鞭毛虫尧鼠弓形体尧兔肝艾美虫等
具有一定抑制作用遥 有研究表明袁Lfcin能抑制贾第鞭
毛虫的生长袁并将在培养基中生长的虫体杀死遥 因为
Fe3+可减弱 LF和 Lfcin对其抑制效应袁 而 Lfcin不含
Fe3+结合中心恰好是其抑制贾第鞭毛虫的机制所在遥
Turchany等(1997)也证实了 Fe3+可降低 LF或 Lfcin与
贾第鞭毛虫的结合能力袁 表明 Lfcin对其抑制作用与
贾第鞭毛虫对 Fe的利用有关遥 Tanaka等渊1995冤发现
Lfcin可抑制体外环境下的鼠弓形虫生长遥 Omata 等
渊2001冤试验表明袁LfcinB可有效减弱弓形体尧兔肝艾
美虫等病原虫对宿主细胞的感染力袁给感染弓形虫的
小鼠每天饲喂 5.0 mg或皮下注射 0.1 mg LfcinB后无
一死亡袁而对照组死亡率达 80%袁此外处理组脑组织
感染寄生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袁因此可推断 LfcinB可
有效抑制弓形虫对宿主的侵染遥
2.4 对内毒素的作用

Lfcin调节免疫与消炎的功效体现在其对于内毒
素的作用遥 脂多糖(LPS)是 G-细菌细胞膜上的主要成
分袁包括许多内毒素类物质都属于 LPS类袁在通常情
况下袁LPS在细菌死亡或增殖时被释放出来导致免疫
反应遥 Lfcin作为一种阳离子型抗菌肽袁能与带有负电
荷的免疫原结合袁封闭其抗原性袁阻断其对机体的免
疫刺激作用袁因此可以靠静电作用与 LPS结合袁使其
毒性丧失遥近来研究表明袁一些阳离子型抗菌肽袁如嗜
中性粒细胞颗粒释放的 琢尧茁防御素袁能够与免疫细胞
膜上的趋化因子受体结合发挥趋化作用遥带有强正电
荷的 LfcinB同样也可能通过趋化性来达到调节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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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和消炎的功能遥 众所周知袁蛋白质或多肽在初生
哺乳动物消化道内可被完整吸收并转运袁而对于正常
动物或人袁二肽尧三肽由特异性转运载体吸收袁多肽则
很难以非特异性吸收形式进入血液遥 LfcinB作为一种
由 25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多肽同样难以吸收袁但却
有研究结果表明袁口服 Lfcin可调节机体免疫水平分
子袁辅助杀死体内致病细菌尧原虫或病毒等袁故其作用
机制成为现在的研究热点遥有报道小肠刷状缘膜和肠
道淋巴细胞存在 LF特异性结合受体袁 而 Lfcin在 LF
与受体结合中起关键作用袁Lfcin可与人多形核白细
胞作用袁促进释放干扰素-8袁由此人们推测袁Lfcin 是
以受体介导形式被小肠粘膜特异性吸收或者通过与

消化道中的淋巴组织作用袁增强细胞免疫反应袁间接
提高宿主抵抗力遥
2.5 调节基因表达

蛋白激酶域(CK2)是广泛存在于真核细胞中的一
种多功能 Ser/Thr 蛋白激酶袁在 DNA复制与转录过程
中起重要作用遥 大量研究表明袁Lfcin能够作为第二信
使启动某一信号转导通路袁调控基因表达遥 Lfcin能够
与 CK2结合袁增强其活性袁特异性磷酸化一些介导因
子或调控因子袁影响细胞功能袁如促进骨髓细胞增殖尧
中性淋巴细胞激活尧促进细胞分化等遥 同时袁Lfcin可
以直接作为转录因子袁调控基因表达遥 Kanyshkova等
发现牛乳铁蛋白 N 端一段多肽具有抗菌性并能与
DNA结合曰Lfcin也能与 RNA结合袁干预细胞功能遥
2.6 其它功能

Lfcin 作为一种新型抗菌肽其具备多种生物学功
能袁 除上面介绍的以外 Lfcin还对肿瘤细胞有抑制作
用袁可与多种抗生素协同作用袁具有乳化功能及抗氧
化作用遥 与正常细胞相比袁癌细胞成分也有所不同袁
某些癌细胞质膜上含有的磷脂头部成分由磷脂酰

丝氨酸 (PS)组成袁而正常细胞仅在质膜胞液才含有
PS遥 PS 与磷脂酰甘油的共同特点是均带有净负电
荷袁 因此推测袁Lfcin对肿瘤细胞的抑制作用与其细
胞膜上的 PS 等负电荷成分有关遥 Lfcin 的两亲性决
定其可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遥 机体内氧自由基
的过剩被认为衰老或疾病的征兆袁通常铁等金属离
子可起催化作用加速氧自由基的产生袁LF可螯合铁
离子抑制脂质氧化作用遥 Lfcin 虽不能与 Fe3+结合袁
但有研究表明袁它可阻断脂质体氧化袁减少自由基
产生遥

3 Lfcin研究中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应用前景
Lfcin作为一种多生物学功能新型抗菌肽有着异

于传统抗生素的抗菌机理袁广泛存在于动物的多种组
织及粘膜层袁 参与机体的非特异性体液免疫反应袁并
已经作为一种免疫增强剂广泛应用于提高人体非特

异性免疫功能遥 近年来大量的研究使得人们对 Lfcin
的结构尧 生物学功能及其分子机制有了一定的认识袁
但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遥

淤 LfcinH的空间结构袁Lfcin与质膜结合后的构
象变化以及调节免疫反应尧增强机体抵抗力的分子机
制等遥

于 对于 Lfcin的制备袁目前可由 LF水解后离心袁
但此法工艺复杂袁回收率低袁成本高袁故 Lfcin的制备
及来源问题是制约其研究和应用的关键环节袁当然这
些也是 Lfcin研究的热点遥

盂 目前研究认为袁 可以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在家
畜乳腺反应器或微生物中高效表达 Lfcin来解决袁使
之成为新一代肽类抗菌药的来源遥 另外袁与传统抗生
素相比袁 其抗菌活性还不够理想遥 专家认为可根据
Lfcin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改造 Lfcin 和设计新抗菌肽
分子袁以满足需要袁当然还需进一步研究 Lfcin结构与
活性的关系和作用机理袁为改造和设计提供足够的理
论依据遥

Lfcin 广泛而独特的生物学功能和理化特性预示
了其在饲料工业中应用的独特优势遥

淤 它不含稀有氨基酸和外源化学成分袁 是健康
安全产品遥

于 在消化道中稳定袁免疫原性小袁水溶性好袁广
谱杀菌袁可耐受蛋白酶及肽酶降解遥

盂 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袁可耐受酸尧高温高压处
理袁因此在饲料加工和储存过程中仍能持续发挥其功
能袁保证饲料品质袁延长贮存期遥

榆 Lfcin具有抗真菌和抗脂质氧化的作用袁因此
可用作防霉剂和抗氧化剂遥

综上所述袁Lfcin 因其独特的生物学功能及应用
前景显示了其良好的开发潜力袁 在人们呼唤自然尧要
求健康的情况下袁Lfcin将在开发新型的保健促生长
剂方面显示其重要的应用价值遥

（参考文献 26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张学智，mengzai0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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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热应激与热应激蛋白的作用机理研究
白水莉 章世元 刘大林

随着集约化高密度畜禽饲养方式的迅速发展袁养
殖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当前养禽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之一遥 在畜牧生产实践中袁人们为了追求较高的生产
水平袁提高经济效益袁一方面所采用的生产方式和技
术措施严重地背离了畜禽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所形成

的对环境条件的需求和生理规律袁 从而造成生产力低
下袁严重时引起畜禽大批死亡曰另一方面与环境控制密
切相关的禽舍环境温度得不到有效的控制袁 从而使大
部分地区难以抵御夏季高温对家禽生产所带来的环

境压力袁给养禽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遥
高温热应激是畜禽生产中最常见的应激源袁不论

是夏季持续高温袁还是季节交替的骤变高温袁都会引
起家禽生长受阻尧繁殖力和肉品质下降袁甚至引起多
种疾病和家禽的大批死亡袁给生产带来很大的经济损
失遥 高温热应激问题的危害正日益突出并受到关注袁
因此袁研究高温热应激问题及其作用机理尧有效缓解
和消除高温热应激将对提高禽类产品的竞争力和养

禽业的经济效益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遥这已成为众多学
者和畜牧生产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遥
1 热应激和热应激蛋白的概念

1.1 热应激的概念

由于外界环境温度过高袁体温调节及生理机能紊
乱而发生的一系列异常反应袁并出现生产性能下降袁甚
至出现休克和死亡等现象叫热应激遥 往往蛋鸡处于
25 益以上袁肉鸡 28 益以上就会出现热应激反应遥

因为高温热应激源的刺激过强尧 过长或鸡体自身
对应激源的致敏性增强时袁 鸡的正常生态环境发生改

变袁正常生理功能与生理状态发生异常遥应激分为警戒
期尧抵抗期和疲劳期三个阶段遥警戒期又分为两类即休
克状态和抗休克状态遥 在警戒期的休克状态时鸡体内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的生成量和释放量增加袁引
起肾上腺功能亢进袁肾上腺和垂体前叶增生肿大袁最终
导致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极度减少袁 此时机体抵抗力
降低袁若有病原菌侵入袁极易发病袁甚至死亡遥
1.2 热应激蛋白的概念

从低等动物细菌到高等动物人类袁受高温作用后
均可发生热应激反应袁此反应的特点是选择性合成一
组多肽袁称热应激蛋白 (heat stress proteins, HSPs)袁又
称热休克蛋白 (heat shock proteins,HSPs)尧 应激蛋白
(stress proteins, SPs)袁它是一种保护机体的蛋白遥
2 热应激蛋白的类型

热应激蛋白(HSPs)普遍存在于从细菌到高等真核
生物包括人的整个生物界袁 并且可以被氨基酸类似
物尧生长因子尧重金属离子尧病毒感染等多种因素诱
导遥热应激蛋白其实质并不是一个蛋白或一类蛋白而
是一个庞大的家族遥热应激蛋白家族是迄今为止发现
的最为保守的遗传系统遥 根据氨基酸序列的同源性尧
分子量和功能的不同袁HSPs 可分为 HSP110尧HSP90
渊83耀90 kDa冤尧HSP70渊66耀78 kDa冤尧HSP60尧HSP40 和
小分子 HSP渊15耀30 kDa冤家族遥

每个这样的 HSPs族都由一个或多个不同形式或
不同程度修饰的高度同源的蛋白质分子组成遥同一族
的成员除相对分子量大小相似以外袁还具有一些共同
的特征袁不同种属的细胞含有相似的 HSPs族袁但不同
族之间同源性较低遥 例如袁HSP70与 HSP90之间几乎
没有同源性遥 此外袁每一个特定的族在种族发育过程
中是高度保守的袁 如细菌和人类的 HSP70分子之间
非常相似遥在不同生物体中分布于相同细胞器中的热
应激蛋白的相似性通常强于来源于同种生物却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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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内定位不同的蛋白袁 这也表明各种 HSPs族的功能
与其在细胞内的分布有关遥
3 热应激蛋白的特性

3.1 热应激蛋白基本特点

由于 HSPs 具有高度应激性和高表达性袁提高
了机体对应激的抵抗力袁从而引发越来越多的学者对
HSPs 的研究兴趣遥 HSPs 在进化上具有高度保守性袁
能与细胞蛋白结合行使功能袁故又称为伴侣分子遥 总
结前人研究成果袁热应激蛋白存在以下特点院淤在正
常细胞中非应激状态下水平较低袁 而应激状态下可
迅速显著升高袁可达正常水平的数十倍遥 于正常生理
状态下袁HSPs 主要存在于细胞质中曰 应激状态时
HSPs迅速进入细胞核和核仁曰应激恢复期袁又迅速进
入细胞质曰当再次应激时袁HSPs返回细胞核遥 盂HSPs
可被多种刺激诱导而大量产生袁 具有应激反应普遍
性遥 榆HSPs可以提高细胞抗应激能力袁其生成量与细
胞的耐热力呈正相关遥

HSPs基因除了在一定的真核细胞内表达外袁这
类基因还能够被一定的应激原激活袁即当机体出现明
显的平衡失调和生理性差异时袁且这些差异影响着蛋
白质结构的某些方面的功能袁例如通过变性袁使得氨
基酸片段发生转换或共价修饰袁从而获得应激遥
3.2 热应激蛋白在抗热应激中热耐力的特点

热耐力是指机体对热作用的耐受能力袁预先给生
物以非致死性的热应激,可以加强生物对第二次热刺
激的抵抗力,提高生物对致死性热刺激的存活率,这种
现象称为热耐力遥 在高温等有害因素作用下袁生物机
体内出现应激反应袁 而热应激蛋白是否能被正常激
活袁决定了机体热耐力的形成遥 主要表现在生物体在
接触亚致死温度后对致死性高温产生耐受性袁热耐力
提高以后袁可以提高机体在致死高温下的生存能力遥

人们通过许多实验从各个方面证实了 HSPs与热
耐力确实有关袁表现如下院淤当热应激时袁许多生物和
细胞的 HSP70 可迅速被诱导袁 而且增加幅度很大遥
于随着 HSPs表达增强袁 机体对热的耐受能力也迅速
增强遥 盂给正常细胞转入 HSPs 基因, 使其高表达,细
胞热耐力增强遥 榆使一个或几个编码 HSPs的基因不
表达, 细胞抗热休克能力减弱或消失遥 有人通过抑制
或灭活细胞的基因表达袁发现细胞热耐力降低遥 也有
人用基因敲除渊knock out冤的方法去除细胞的 HSPs基
因,得到了相似的结果遥 虞不同种属生物热耐力的差
别与 HSPs基因的表达程度密切相关遥 HSPs可以在机
体热应激时加快正常蛋白质合成的恢复,使热休克时

由于蛋白变性而造成的蛋白质量的减少得到补充,因
此使机体获得热耐受力遥

HSPs赋予细胞或生物从各种应激中恢复的能力,
并保护它们免遭应激因素的损害遥其中,表现最为明显
的是热耐受能力的形成, 即当细胞或生物接触非致死
温度后,表现对致死温度的存活率明显提高遥在热耐力
的形成中,主要是热应激蛋白 HSP70起主要作用遥 它
的编码基因的 5'端含有一段约 14对碱基的保守序
列袁对 HSP70 mRNA的转录具有启动作用遥 在热应激
反应时袁热应激蛋白的变化主要取决于转录和翻译上
的调节遥 转录水平主要由热应激转录因子渊heat shock
transcrirtional factors, HSF冤调节袁它能识别被称为热应
激元件渊heat shock element, HSE冤的靶序列遥

高温环境热应激可诱导几乎所有组织细胞合成

HSP70袁其细胞保护作用已基本确认袁但 HSP70 增强
热耐力的作用机制不完全清楚遥普遍认为这种广泛存
在尧高度保守的 HSP70是细胞保护的物质基础,作为
对适应和抵抗热应激有重要作用的 HSP70 基因袁在
不同的地方鸡品种中可能存在差异遥 因此袁有必要充
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家禽基因库资源袁 从中寻找鸡
HSP70基因的多态性袁并阐明多态位点在不同鸡种中
的分布特征袁 为研究和利用 HSP70基因作为潜在的
抗热性标记辅助选择的候选基因奠定基础遥

在高温热应激源的刺激下袁使热应激蛋白的含量
增加的同时应激蛋白也可促使动物体温升高遥据俄国
叶科学信息曳杂志报道袁俄罗斯科学院谢切诺夫生理进
化与生物化学研究所和细胞学研究所专家通过实验

证实院在高温尧寒冷和感染等条件刺激下袁动物体内的
应激蛋白可促使动物体温升高袁 以提高机体免疫力遥
应激蛋白在活体细胞内部合成袁可使生物细胞在应激
反应中存活下来遥 俄国研究人员认为袁细菌脂多糖是
致病微生物细胞膜的一种成分袁而应激蛋白既可以通
过传播细菌脂多糖特有的感染信号的方式袁又能通过
从细胞外部刺激细胞的方式使负责发热反应的动物

下丘脑前端工作起来袁提高动物的体温袁激发其免疫
系统袁从而提高机体的免疫能力遥
4 热应激蛋白的功能

HSPs几乎存在于所有生物体内的各种细胞中袁
当细胞受到损伤时袁均伴随着 HSPs含量的增加袁大量
的资料表明袁HSPs 在热耐力形成过程中维持细胞内
环境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遥 一些资料表明热耐力与
HSPs的表达呈正相关袁因此现在普遍认为 HSPs的功
能主要在于稳定细胞的结构袁使细胞维持正常的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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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遥热应激蛋白在细胞生长尧发育尧分化尧基因转录袁
蛋白质的合成尧折叠尧运输尧分解及其膜和细胞骨架的
形成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遥
4.1 HSP70家族的主要功能

HSP70 家族包括分子量为 72尧73尧75尧78 kDa 等
的蛋白质袁是 HSPs家族中最丰富的一种袁HSP70可参
与蛋白质的代谢遥 高温热应激时,鸡体为了适应环境,
各脏器组织充分发挥自我生理调节作用可诱导鸡

大脑尧肝脏尧肺尧心脏等组织中 HSP70 的产生增加遥
HSP70尧HSP70 mRNA在各脏器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各
异遥 HSP70主要在心尧肝组织中大量表达,且与肛温变
化一致袁可能是因体温升高袁诱发热应激基因开放遥
Gabrief等在对肉鸡的热应激中发现 HSP70 mRNA量
在 35 益尧3 h达到最高值袁这说明 HSP70 mRNA受热
诱导的增加具有时间依赖性遥 若应激过强或时间过
长袁HSPs在应激中表达量降低袁导致细胞和机体严重
受损遥 随着 HSPs的增多,细胞存活率增高尧受损轻,特
别是热适应后细胞损伤更轻,显示出 HSP70对细胞的
保护作用遥 因此常把 HSPs作为细胞损伤的一个客观
指标和热应激的敏感指标遥
4.2 HSPs其它家族的功能

近年来研究证实 HSP60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尧传染
病尧慢性感染的发病中均发挥重要作用遥HSP90在细胞
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袁HSP90在组织细胞内有很高
的基因表达袁参与细胞周期调控袁还参与免疫和免疫调
节作用 遥 禽类 HSP108最早发现于 1981年袁其主要功
能是作为蛋白受体袁具有免疫原性遥由于应激反应的普
遍性及 HSPs高表达提高了机体对应激的抵抗力遥
5 热应激蛋白在热应激中的作用机理

李培庆等应用 3H-Dex放射配体结合的 Scatchard
分析和 35S-蛋氨酸体外标记法分别测定了环境温度
40 益热应激时袁鸡外周血淋巴细胞(PBL)的糖皮质激
素受体(GR)的最大结合容量(Ro)尧平衡解离常数(Kd)
及其热休克蛋白的表达袁 结果显示在热应激处理后
0.5耀4 h鸡细胞热休克蛋白(HSPs)的合成持续增加袁在
热应激最初 0.5 h 细胞总的蛋白合成迅速下降而
HSPs 合成增加袁主要有 HSP100尧HSP90尧HSP70 和
HSP25遥在这些 HSPs 4 h内合成增加的过程中袁糖皮质
激素受体渊GR冤含量迅速下降袁细胞总的蛋白的合成也
逐渐恢复遥 这可能由于 HSPs广泛地参与到细胞骨架
和核骨架的形成中袁与细胞的功能有着密切的联系遥因
为核仁对热特别敏感袁 因此可以推测在热应激早期由
于细胞核的受损从而使蛋白质合成的 mRNA转录受

阻袁而抑制了蛋白质的合成遥 HSPs在热应激过程中对
细胞结构和机能的重建袁 维持激素与糖皮质激素受体
渊GR冤的亲合力袁稳定受体蛋白结构袁提高机体热耐受
力具有重要意义遥

Welch和 Suhan在观察应激及应激恢复期哺乳动
物细胞时发现经热休克的细胞袁许多核蛋白变为不可
溶并成为基质的一部分遥 在应激过程中合成的 HSP70
可向细胞核迁移并以亲水的方式结合到基质上袁然后
再集中到细胞核里袁加速热休克的核仁恢复正常袁修
复被损伤的前核糖体遥 HSP25 等小分子 HSPs在热
耐受方面尤为重要袁 它们在结构上具有较高的保守
性袁可以形成紧密的聚合结构要要要热休克颗粒遥 有实
验证明袁抑制小分子 HSPs(22~32 kDa)产生袁能够导致
细胞热保护性丧失遥另外袁小分子 HSPs还能参与聚合
蛋白质的解聚和异常蛋白质的降解遥 因此袁热休克过
程中 HSPs合成增加可增强细胞的热耐受力袁 促进和
提高细胞从应激状态中恢复正常功能遥热应激时诱导
产生的大量的 HSPs可能参与调节维持激素与受体的
亲合力袁稳定受体构象袁以保证有效的受体数量袁来发
挥其生物学效应遥

HSPs的合成可能参与稳定细胞内包括受体蛋白
在内的其它蛋白的结构形成袁 促进变性蛋白的复原袁
对损伤的组织细胞有减轻再损伤的作用遥 因此袁糖皮
质激素渊GC冤尧糖皮质激素受体渊GR冤及 HSPs的综合调
节对特殊环境下生物体的适应性生存具有重要意义遥
6 小结

我们研究问题的最终目的是要寻找出解决问题

的方法遥 通过对鸡热应激与热应激蛋白的作用机理的
探讨袁本人认为解决此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院淤由
于先天遗传因素对机体适应外界各种环境起着很大的

作用袁可利用基因导入法在培育鸡品种时袁转入 HSPs
基因使其细胞能高度表达, 来增强鸡的耐高温抗热应
激能力遥于利用热应激蛋白在热应激中热耐力的特点袁
在夏季高温天气到来之前可以人为逐步增加禽舍温度

以使其能产生热耐力以便能适应夏季高温环境遥
HSPs是生物体(或离体培养细胞)在应激因素作

用下所产生的一组特殊蛋白质,它能保护机体(或细胞)
不受或少受损伤遥 目前袁迫切需要完善一系列的方法
和热应激蛋白的理论袁尤其是将基因组学及蛋白组学
及分子生物学技术结合起来袁应用于生产实践,使其在
生命科学发展中发挥巨大的作用遥

（参考文献 11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刘敏跃，lm-y@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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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应 激 对 鸡 生 理 机 能 的 影 响
刘映娴 安立龙 许英梅 冯 业 王喜波

摘 要 热应激是由高温应激源引起的一种生理反应，是制约集约化养殖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

素。文中综述了热应激条件下鸡血液生化指标、免疫机能、内分泌机能等生理机能的变化，旨在为生产

实践中如何有效的预防及缓解热应激提供参考。

关键词 热应激；鸡；血液生化指标；免疫机能；内分泌机能

中图分类号 S815.3

随着全球温室效应的加剧袁温度已经成为制约养
禽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家禽是一种恒温动物袁其
生长的最佳温度是 15耀27 益袁 当环境温度超过 28 益
便引起明显的热应激反应袁热应激可引起家禽生理机
能发生紊乱袁使采食量和生产性能降低袁严重时甚至
死亡袁给养禽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遥因此袁关于热应
激的问题袁尤其是热应激对家禽所产生的影响已引起
了国内外学者和生产者的普遍关注遥
1 热应激的概念

应激是动物从受刺激到达到体内平衡的一种适

应性反应袁引起刺激的原因称为应激源遥 热应激是指
动物机体对热应激源的非特异性防御应答的生理反

应袁其本质是指环境温度超过等热区中的舒适区上限
温度所致的各种非特异性反应的总和遥
2 热应激对鸡生理机能的影响

2.1 热应激对鸡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高温可引起家禽诸多血液成分的变化袁 因此袁血
液生化值是反映机体代谢状况最敏感的指标之一遥鸡
受到热应激时袁机体散热受阻袁这时体温就会升高袁大
脑的呼吸性神经中枢高速运转袁耗氧量增加袁表现为
热喘息遥 热喘息可使 CO2排出量增加袁血液中 CO2减
少袁同时由于饮水量的增加袁降低了血液的碱贮袁血液

pH值上升袁以致出现呼吸性碱中毒遥
在热应激初期袁机体为了代偿袁以通过肾排出血

液中的 Na+尧K+等碱性离子来降低血液 pH值袁 同时袁
热应激时鸡代谢活动加强袁外周血液循环加快机体代
谢产物排出体外袁从而引起了血 Na+尧K+尧Ca2+等离子水
平的降低袁导致血浆渗透压降低袁结果刺激肾上腺皮
质分泌醛固酮激素遥 在醛固酮激素的保钠排钾作用
下袁使钠离子在肾小管的重吸收量增加袁使血清钠水
平开始上升袁而血清钾水平则进一步下降遥 但傅玉玲
却报道热应激时肉鸡血清钠水平升高袁不同的试验结
果可能与试验条件及热应激持续时间有关遥

热应激时袁鸡体内酸碱平衡失调袁引起机体分泌
大量有机酸来降低血液 pH值袁有机酸与钙尧磷等离子
结合袁导致血液中钙尧磷离子浓度的下降遥

热应激条件下袁鸡血清总蛋白尧白蛋白含量显著
降低袁而血清尿素氮水平则上升遥血清总蛋白尧白蛋白
含量的降低可能与热应激过程中鸡饮水大量增加袁血
液水分含量升高曰采食量不足袁组织消耗过多曰肝脏的
水泡变性袁消化道黏膜损伤袁吸收功能降低有关遥 此
外袁热应激下机体蛋白质的分解代谢加强袁从而引起
尿素氮的上升遥

血糖是较早被公认的反映动物应激的指标之一袁
血糖含量的变化反映了机体营养代谢状况遥有关血糖
的报道目前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遥 周杰等报道袁肉鸡
饲养在渊34依1.5冤 益环境下袁在 24日龄时血糖无明显
变化袁而在 42日龄时血糖则极显著下降曰何世山等尧
赵聘等也证实了高温下血糖的下降曰Vecerek等报道袁
16日龄肉鸡体内的血糖浓度随环境温度的逐渐升高

刘映娴，广东海洋大学农学院，524088，广东省湛江市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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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显著增加曰刘凤华等则得出在急性热应激中血糖升
高曰郑卓夫则认为在急性热应激时动物机体血糖比适
温期时升高袁慢性热应激时才发生下降曰刘铀等报道
热应激状态下的鸡血糖浓度保持稳定遥不同的试验结
果不同袁但都有合理的解释遥 这些试验结果说明血糖
含量的变化与动物日龄尧热应激持续时间及热应激的
模式等因素相关遥 在急性热应激状态下袁机体中枢神
经兴奋袁肾上腺髓质分泌功能增强袁使糖皮质激素分
泌增加袁促使蛋白质的分解袁加强糖异生袁使代谢向降
解蛋白质尧 提高糖原合成和增加脂肪沉积方向进行袁
使血糖升高曰而在慢性热应激状态下袁机体尽可能减
少产热袁而降低物质代谢的强度袁造成血糖浓度的下
降曰慢性热应激还使鸡肝脏损伤较严重从而导致糖原
的合成被抑制袁血糖浓度降低袁但随着热应激持续时
间的延长袁 由于垂体-肾上腺皮质激素对热应激生理
过程的调节袁使血浆中糖皮质激素大大升高袁致使糖
异生作用加强袁 血糖维持恒定遥 此外袁Chamblee等指
出袁动物体内与糖代谢有关的激素和营养水平都会影
响血糖浓度遥

酶是动物进行新陈代谢的催化剂袁对动物体内的
物质代谢起重要作用遥 在热应激状态下袁动物的代谢
系统受到了干扰袁造成血清中酶的活性和含量发生变
化遥刘凤华指出袁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袁热应激时间的
延长袁 血清 ALT尧AKP尧LDH尧CPK中除 AKP外其余均
明显升高袁刘铀等尧刘思当等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遥
热应激时袁鸡采食量减少袁糖原合成不足袁肌肉供应障
碍袁使肌肉营养不良性损伤袁同时肌肉组织中的糖原
大量酵解以及蛋白质代谢产物对肌肉组织的毒害袁引
起肌纤维变性尧 坏死袁 导致 CPK的溢出袁 使血清中
CPK的活性持续升高遥 LDH是糖代谢中催化丙酮酸
向酵解方向的终产物乳酸转化的酶遥 鸡在热应激时袁
首先要保证中枢神经系统尧 心脏等重要器官的供氧袁
其它组织极可能在缺氧情况下采取无氧酵解方式供

能袁从而使血清中 LDH活性升高遥
此外袁热应激时袁血清中 AKP活性降低袁以减少

磷酸单酯的水解产能遥 AKP存在于生物体内袁是一种
对底物专一性较低的磷酸单酯水解酶袁是重要的解毒
酶袁并与一些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有关遥 Muhamma证
明罗氏沼虾体内 AKP活力与钙的吸收尧 沉积明显相
关遥在热应激状态下袁鸡的血钙下降袁这可能与血清中
AKP含量的下降有一定的关系遥

2.2 热应激对鸡内分泌机能的影响

研究证明袁热应激可使鸡甲状腺绝对重量减少袁肾
上腺重量先增加后减少遥 此外袁热应激对内分泌器官
的组织学结构也有明显的影响遥张乐萃等的研究结果
表明袁热应激时袁肉鸡甲状腺体积小袁滤泡也小袁滤泡
上皮为很薄的单层扁平上皮袁 滤泡内胶体多而浓稠尧
染色深曰肾上腺的肾间组织(相当于哺乳动物肾上腺
皮质)比例增大袁细胞增大袁有的细胞肿胀袁胞质空泡
化袁染色浅袁有的区域细胞完全消失袁多数细胞核增
大袁核仁明显曰嗜铬组织(相当于哺乳动物肾上腺髓质)
比例相对较少袁胞质嗜碱性增强袁有的细胞肿胀或呈
网状变性样袁有的细胞核固缩尧碎解或形状不规则遥宁
章勇等研究了热应激对肾上腺超微结构的影响袁结果
显示院热应激 6 h时分泌颗粒小而多曰在热应激 1 d时
分泌颗粒增大袁细胞出现明显的细胞核皱缩曰热应激
5 d时分泌颗粒减少非常明显袁有明显的细胞核皱缩尧
溶解的现象曰 在热应激 11 d时出现分泌颗粒重新增
加的现象袁细胞核的核仁结构明显遥

热应激时袁鸡甲状腺功能减退遥 Sinurat等报道袁随
着环境温度的升高袁血清中 T3含量逐渐下降袁T4含量
逐渐上升袁 在 35 益时分别与常温组差异达到极显著
水平遥顾宪红等认为袁随着温度升高袁T3水平先下降后
恢复或回升袁而高增兵等尧刘思当等则认为 T3水平先
升高再下降后恢复遥 关于高温对 T4的影响袁杨琳认为袁
高温对血浆 T4水平无显著影响袁 而效梅的试验却认
为 T4水平升高曰 刘凤华则认为高温时 T4水平先上升
后恢复或稍有下降曰 而何世山则认为 T4水平在试验
72 h后仍保持正常水平袁直至试验 1周时降到很低水
平并维持到试验结束遥以上不同的试验得出的结果不
同袁究其差异可能与不同试验的环境温度尧热应激模
式尧采血时间尧鸡的品种尧日龄不同等因素有关遥 就 T3
水平来讲袁理论上袁在热应激初期袁鸡处在急性热应激
状态袁甲状腺功能亢进袁同时物质代谢的中间产物浓
度升高袁会引起 T3水平的短暂性升高袁随着热应激时
间的延长袁甲状腺出现病理变化袁分泌功能开始衰竭袁
血清 T3水平下降袁随着时间的推移袁鸡只相对适应了
热环境袁血清 T3水平又开始上升或恢复到正常水平遥

当环境温度上升时袁外周神经把热刺激传入中枢
神经系统袁 下丘脑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袁
作用于垂体前叶袁 以增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释放袁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通过血液到达肾上腺袁使皮质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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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和释放增多袁血液中皮质醇浓度升高遥随后袁由于
肾上腺皮质分泌功能衰竭和肾上腺皮质腺细胞的器

质性病变袁皮质醇的分泌减少袁随着机体对热应激的
适应袁血清中皮质醇的含量又有所升高袁但是由于肾
上腺器质性病变持续存在袁皮质醇的血清含量不能达
到正常水平遥 刘思当等的试验证实了这个观点遥
2.3 热应激对免疫机能的影响

2.3.1 热应激对免疫器官的影响

Blalock研究指出袁 鸡在热应激状态下免疫功能
受到影响袁其免疫器官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遥 研究表
明袁热应激使脾脏尧法氏囊和胸腺的重量及它们与体
重之比明显降低曰并且免疫器官的损伤程度与热应激
强度成正相关遥 从组织学角度看袁鸡的法氏囊的施丹
纽士氏滤泡小而且少袁有的细胞排列空袁有的淋巴细
胞核浓缩或碎解曰而胸腺皮质边薄袁髓质中间质细胞
增多袁淋巴细胞减少袁皮质及髓质的淋巴细胞都有核
浓缩或碎解现象曰脾脏中脾小结小而少袁生发中心不
明显袁动脉周围淋巴组织鞘结构疏松遥此外袁热应激使
免疫器官细胞发生凋亡袁且胸腺比法氏囊细胞凋亡出
现的早遥 而造成这些损伤性变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院
热应激可以提高皮质酮螯合到胸腺尧法氏囊胞浆和胞
核中袁产生细胞毒作用袁抑制自然杀伤细胞的活动袁抑
制抗体尧 淋巴细胞激活因子和 T细胞生长因子的产
生袁抑制葡萄糖的摄入和蛋白质的合成袁引起胸腺尧法
氏囊萎缩遥
2.3.2 热应激对鸡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的影响

热应激对鸡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抑制存在明显

的影响遥 Jamada等对高温环境下肉鸡体液免疫影响
的研究表明袁热应激后袁机体对新城疫病毒的抗体反
应受到抑制袁对绵羊红细胞的抗体反应也减弱遥 王述

柏等报道袁在不同热应激处理下分别用新城疫油乳剂
灭活苗和 N-79弱毒苗免疫伊莎蛋用雏鸡袁 各试验组
抗体效价和淋巴细胞转化率均有不同程度下降遥 Trout
等研究表明袁热应激时袁鸡血液中 T淋巴细胞表面抗
原渊CD4+冤呈阳性细胞的百分率显著降低袁但脾脏中
CD4+呈阳性细胞的百分率显著增加遥这说明了热应激
可引起机体发生免疫抑制遥 一般认为袁热应激使免疫
抑制的机理为院热应激促使机体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
激素分泌增多袁引起垂体前叶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合
成和分泌增加袁从而使肾上腺合成和分泌糖皮质激素
增加袁而糖皮质激素具有抗免疫反应的作用袁能降低
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袁 最终导致免疫机能的下
降遥 此外袁热应激还会诱导机体产生过量的氧自由基尧
羟基和氧分子自由基袁过量的自由基可引起生物膜的
不饱和脂肪酸发生脂质过氧化袁从而使细胞结构和功
能受损袁细胞免疫力下降遥可见袁高温环境导致鸡免疫
力降低的原因还与机体氧自由基代谢抑制有关遥
3 结语

近年来袁随着养鸡集约化规模的发展及全球性气
温的普遍升高袁热应激所导致的生产性能下降和死亡
率的增加已变得越来越严重袁也给养鸡业造成了巨大
的经济损失遥 因此袁了解热应激对鸡生理机能的影响
对于探索缓解热应激的有效措施尧指导生产实践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遥 但由于热应激发生的机制非常复
杂袁特别是血液生化指标尧内分泌机能及免疫之间的
相互作用袁研究的结果分歧很大袁尚需作进一步的深
入研究和探讨遥

（参考文献 38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张学智，mengzai007@163.com）

刘映娴等：热应激对鸡生理机能的影响

窑信 息 采 撷窑

夏季猪的饲养管理要点
1 改善猪舍“小气候”。①搭建遮阳棚或在猪舍四周种植爬蔓类植物，如丝瓜、爬山虎，以避免阳光直射。②安装排气扇、电风扇以强化

通风。③经常冲洗猪舍，但不宜用水管直接冲洗猪的头部，对猪体的冲洗可采用淋浴式冲洗。在高温且通风不畅时，不要大量冲洗，避免造

成高温高湿环境，这样对猪的生长反而不利。仔猪和哺乳母猪不宜冲洗。④做好猪场内环境整治工作，及时清理杂草和卫生死角。

2 调整饲喂方式。夏季应减少每次饲料喂量，提高饲料质量。要供给充足清洁饮水。增加多汁青饲料的投喂量，以减少猪的热应激和

肠道蠕动减缓造成的粪便干结现象。在饲料中适量添加抗热应激的添加剂，如维生素 C等，并注意防止饲料发生霉变。
3 加强日常管理。公母猪配种、疫苗的注射、猪的调运，最好安排在气温较低的早晨或傍晚进行，可提高母猪受胎率和产仔率、免疫接

种效果以及运输安全率。夏季是母猪产后子宫内膜炎高发季节，在母猪产后 12 h内用青霉素生理盐水冲洗子宫一次，并肌肉注射抗生素，
可有效预防子宫内膜炎的发生。夏季也是由蚊虫传播的传染性疾病的高发季节，如日本乙型脑炎等，因此在做好防蚊工作的同时，应及早

进行此类疫苗的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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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粮阴阳离子平衡（Dietary Cation Anion Balance，DCAB）已成为奶牛营养学研究的
一个新方向，它直接影响到奶牛业的生产和经济效益。文中综述了热应激奶牛生产性能、繁殖性

能和免疫机能等方面的变化以及 DCAB对热应激奶牛的生产性能、机体酸碱平衡和奶牛健康的
影响。

关键词 奶牛；热应激；日粮阴阳离子平衡(DCAB）
中图分类号 S815.3

近几年全球气温升高袁热应激对奶牛生产造成的
影响尤为严重遥因此袁缓解奶牛的热应激袁提高奶牛的
生产性能是我们畜牧工作者急需解决的问题遥随着反
刍动物营养学的深入研究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日粮阴
阳离子平衡对奶牛健康和生产性能的重要性遥大量研
究表明向奶牛日粮中添加缓冲剂可通过调节奶牛机

体酸碱平衡改善奶牛的生产性能遥
1 热应激对奶牛的影响

奶牛热应激综合症是指奶牛受到超过本身体温

调节能力的过高温度刺激时袁 作用于垂体-肾上腺皮
质系统所引起机体的袁包括非特异性防御反应和特异
性障碍在内的全身性适应症遥奶牛是耐寒不耐热的动
物袁当高温使奶牛处于热应激状态时袁体内产生的热
量难以散发袁导致体温升高袁破坏机体的热平衡袁引起
体内的一些生理和生化指标的改变遥其泌乳的适宜温
度为 5耀20 益袁尤其在 10耀16 益时袁产奶量最高袁饲养
利用率最高袁超过 20 益袁日粮中能量的消耗增多袁奶
牛就会出现热应激遥 奶牛热应激时表现为精神沉郁尧
食欲减退尧体温升高尧心跳加快尧呼吸次数增加袁出现
严重的腹式呼吸和流涎尧吐白沫现象袁严重热应激下
有部分奶牛倒地不起袁甚至死亡遥
1.1 热应激对奶牛采食量的影响

奶牛对热应激的反应首先表现为食欲降低袁采食
量减少袁造成机体营养摄入不足遥 NRC(1981)报道袁当
环境温度超过 25 益时袁奶牛的采食量开始下降曰升到

30 益以上时袁采食量急剧下降曰达到 40 益时袁采食量
仅为适温时采食量的 20%耀40%遥 热应激导致奶牛采
食量下降的机制为院淤奶牛在热应激时袁体内 T3尧T4
的分泌量大幅度下降袁体内 T3尧T4变少袁影响胃肠蠕
动袁延长食糜过胃时间袁使胃充盈袁通过胃壁上的胃伸
张感受器作用于下丘脑厌食中枢袁反馈性地减少采食
量曰于温度可直接通过温度感受器作用于下丘脑的厌
食中枢袁抑制动物采食曰盂当温度升高时袁奶牛散热
加快袁流经全身皮肤表面的血量增多袁导致消化道内
血量不足袁影响营养物质的消化速度袁使消化道内充
盈袁导致胃的紧张度升高袁从而抑制采食曰榆温度升
高袁奶牛为了减少热增耗而减少采食量曰虞温度升高
使奶牛饮水量急剧增加袁从而相对减少采食量(张勇
等袁2003)遥
1.2 热应激对奶牛产奶性能的影响

热应激引起奶牛采食量减少必然导致奶牛的产

奶量降低遥 奶牛产奶适宜温度为 5耀20 益袁高于 20 益
时产奶量有所下降袁升到 30 益时产奶量大幅度下降袁
超过 35 益时产奶量急剧下降遥 日均气温从 21.6 益升
到 30.9 益袁 奶牛标准产奶量下降 37.02%遥 张勇等
(2003)研究表明袁若将 10 益时荷斯坦奶牛的产奶量看
作 100%袁 在 32尧35尧38 和 40 益时产奶量则分别为
53%尧42%尧26%和 15.5%遥 李建国等渊1999冤研究报道袁
热应激与冬季非热应激期相比袁奶牛的产奶量在泌乳
前期尧中期和后期分别下降了 19.3%(P约0.01)尧15.88%
(P约0.01)和 13.83%(P约0.01)遥热应激导致奶牛产奶量下
降袁一方面是因为炎热造成奶牛采食量减少袁导致
产奶量下降曰 另一方面是由于热应激抑制了甲状腺
的功能袁致使脑垂体前叶嗜酸性细胞分泌的生长激素
减少遥

刘莹莹，湖南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410128，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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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亦使牛奶质量降低袁乳脂尧乳蛋白尧乳糖及非
脂固形物含量均可因高温而下降遥 受高温的影响袁奶
牛喜精料而厌食粗料袁使瘤胃内乙酸与丙酸的比值降
低袁从而使乳脂率降低遥 Ravagnolo(2000)研究发现袁夏
季湿热指数渊THI冤每增加 1个单位袁泌乳量降低 0.2
kg袁乳脂和乳蛋白分别下降 0.012 kg和 0.009 kg遥
1.3 热应激对奶牛繁殖性能的影响

热应激环境可使母牛促黄体素(LH)分泌下降袁垂
体释放的卵泡雌激素(FSH)减少袁影响卵细胞的分化尧
发育和受精卵着床袁甚至影响性机能尧分娩和第二性
征的表现遥另外袁血液中孕酮水平上升袁限制发情期内
LH的波动和释放袁阻止排卵袁这是造成母牛受胎率降
低的重要原因遥 伍清林(1993)报道袁在具有相同的品
种尧配种技术和饲养条件下袁3尧10月份情期受胎率较
高(分别为 67.55%尧62.96%)袁7月份最低(44.23%)遥 此
外袁热应激时袁奶牛表皮血管舒张袁子宫毛细血管血流
量减少袁造成胚胎营养不足袁易引起胚胎死亡或胚胎
吸收遥 李建国等渊1998冤试验表明袁环境温度从 4 益上
升到 28.1 益时袁母牛受胎率下降 13.1%袁胎衣不下发
病率提高 23.33%遥 同时袁高温尧高湿的季节细菌大量
繁殖袁影响母牛健康袁容易造成流产遥
1.4 热应激对奶牛免疫功能的影响

热应激使奶牛生理机能发生改变袁体内免疫球蛋
白产生减少袁免疫功能受到抑制袁其主要机理是通过
脑免疫功能的调控及肾上腺皮质素和交感神经的免

疫修饰作用来实现遥以脑垂体为中心袁经垂体原肾上腺
途径调节袁 是脑向免疫器官传递信息的体液途径袁其
激素参与免疫功能调节曰 交感神经系统通过对脾脏尧
淋巴结尧骨髓等免疫组织器官的肾上腺受体的作用直
接抑制机体的免疫功能遥 李建国等渊1999冤报道袁热应
激显著降低 酌-球蛋白含量袁夏季慢性热应激期袁中国
荷斯坦牛血清中 酌-球蛋白含量最低袁 低于非热应激
期的冬季尧春季渊P约0.01冤袁低于秋季渊P跃0.05冤遥同时袁甲
状腺分泌降低袁影响蛋白质的合成袁使血液总蛋白尧白
蛋白和球蛋白水平明显下降遥
1.5 热应激对奶牛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热应激的奶牛生理上表现为呼吸频率增加尧脉搏
加快尧体温升高尧张口喘息尧出汗较多遥史彬林等(1996)
研究发现袁热应激奶牛的直肠温度渊39.04 益冤尧呼吸频
率渊68.88 次/min冤极显著高于非应激期渊37.41 益和
23.08次/min冤遥 奶牛呼吸加快袁 导致血液中二氧化碳
过度排出袁唾液大量分泌袁水分蒸发量增加袁从而增
加血液中 K+尧Na+尧Mg2+等离子的损失(桑润滋袁2002 )遥

Srikanakumar等(2004)提出热应激可造成呼吸性碱中
毒袁它可通过减少钙结合蛋白来减少钙在子宫和十二
指肠中的转运袁而使血钙含量下降遥 夏季奶牛血清中
钙含量比冬尧 春尧 秋分别下降 36.56%(P约0.01)尧26.2%
(P约0.01)和 25.13%(P约0.01)渊 Ravagnolo O等袁2005冤遥李
俊杰等渊2001冤研究表明袁热应激造成奶牛夏季血清
钠尧钾尧钙尧镁的含量处于最低水平袁比春季分别下降
36.0%尧39.3%尧32.2%尧16.5%遥
2 日粮阴阳离子平衡

2.1 日粮阴阳离子平衡的概念

日粮阴阳离子平衡渊Dietary Cation Anion Balance袁
DCAB冤这一概念在动物营养界早已熟知袁DCAB是指
日粮中每千克或每 100 g干物质中所含有的主要阳离
子渊Na+尧K+尧Ca2+尧Mg2+冤毫摩尔数与主要阴离子渊Cl-尧
S2-尧PO43-冤毫摩尔数之差袁即 DCAB=(Na++K++Ca2++Mg2+)-
(Cl-+S2-+HPO42-+ H2PO4-)袁但由于日粮中 Ca尧P尧Mg尧S的
主要作用不是参与酸碱平衡的调节袁且吸收受各种因
素的影响袁因此该公式可简化为 DCAB=Na++K+-Cl-遥常
用 DCAB的另一种计算方法院 用样品干物质中 Na+尧
K+尧Cl原百分含量乘以 10 000袁再乘以该元素的化合价袁
然后除以该元素的原子量袁即得到每千克日粮该元素
的毫克当量数袁 最后按 DCAB=(Na++K+-Cl原)meq/kgDM
(毫克当量/千克干物质)计算 DCAB遥

家畜体内 Na+尧K+尧Cl-含量按无脂干物质计算分别
为 0.15%尧0.30%尧0.10%耀0.15%遥它们在动物体内各部
位的大致分布见表 1遥

表 1 Na+、K+、Cl-在动物体内的分布（%）
Na+
16
22
25
20
17

0.13
76
60
16

K+
56
11
10
5

18
0.17
91
3

88

Cl-
25
25
8

22
20

0.11
99
76
23

项目
肌肉
皮肤
骨骼
血浆和淋巴
其它
总含量渊占体重冤
可交换渊占总量冤
细胞外渊占总量冤
细胞内渊占总量冤

2.2 日粮阴阳离子平衡对热应激奶牛生产性能的

影响

奶牛在热应激时袁 呼吸频率增加袁CO2呼出增多袁
血液中的 CO2分压下降袁引起血液中的碳酸分解袁导致
呼吸性碱中毒曰血液和尿中的 pH值升高袁尿中酸的分
泌量减少袁并使血液中 HCO3-的浓度下降袁血液酸碱平
衡失调遥 而日粮阴阳离子能对动物机体酸碱平衡尧营
养物质代谢和生理机能产生很重要的作用袁表现为院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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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元素在体内正常发挥作用曰直接影响胃肠道的酸碱
性曰Na+尧K+影响细胞电位袁调节细胞代谢曰影响动物
的代谢过程袁调节体内的酸碱平衡和缓冲系统渊冯仰
廉袁2004冤遥
2.2.1 对采食量的影响

DCAB可以影响代谢过程袁调节体内酸碱平衡和
缓冲体系遥 对于反刍动物来说袁其机理在于稳定和提
高了瘤胃的 pH 值袁使瘤胃内液流通速率加快袁并使
纤维分解菌活性增强袁从而提高了反刍动物对低质粗
饲料的采食量和消化率遥 高的 DCAB不仅可以增加
奶牛饮水量袁提高采食量袁还可以增加奶牛血液的缓
冲能力袁 而血液的缓冲能力和 DMI 的增加是缓解
奶牛热应激的主要途径遥 Roche渊2003冤研究指出袁高
DCAB 值可降低热应激带来的负面影响袁 增加奶牛
DMI袁提高日增重袁但 DCAB超过 520 meq/kgDM就可
对 DMI产生负面影响遥胡明等渊2000冤的试验结果表
明袁奶牛以最大采食量为目标时袁DCAB值为 20耀37.5
meq/100 gDM遥
2.2.2 对产奶性能的影响

大量资料表明袁 高温环境中奶牛的产奶量和 4%
标准乳量随着日粮中 DCAB的增加而有增加的趋势遥
李秋凤等渊2003冤研究了热应激下日粮中添加不同水
平的 DCAB对奶牛产奶性能的影响袁 试验结果表明袁
DCAB对奶牛的产奶性能具有显著影响袁 其中 B组
(275 meq/kgDM)和 C 组 (425 meq/kgDM)的产奶量及
4%标准乳产量分别比对照组(83 meq/kgDM)提高 10%
(P约0.01)和 10.1%(P约0.01)及 3.9%(P约0.01)和 3%(P约0.01)遥
Schneider等(1986)研究表明袁高温条件下在饲料中添
加 NaHCO3袁能提高采食量袁增加产奶量和 4%标准
乳量遥 孙科业等渊2002冤在炎夏日粮中添加 80 g/头的
NaHCO3饲喂奶牛袁产奶量提高 8.6%(P约0.05)袁乳脂率
提高 0.07%袁每头奶牛每天多盈利 2.22元遥
2.3 日粮阴阳离子平衡对热应激奶牛健康的影响

DCAB 显著影响泌乳奶牛的血气指标袁 随着
DCAB的增加袁血液的缓冲能力增加袁同时还可以增
强奶牛的运氧能力和氧结合力遥日粮阴阳离子平衡对
奶牛的乳热症(分娩瘫痪)和低血钙症有明显的影响遥
一般泌乳前尧中期袁奶牛易发生酸中毒袁后期易发生碱
中毒渊陆东林等袁2005冤遥阳离子型日粮对泌乳前尧中期
生产有利袁阴离子型日粮则可显著降低经产母牛和高
产奶牛产褥热的发病率遥 产前 2耀3周饲喂阴离子盐
(氯化钙尧氯化铵或硫酸镁等) 降低 DCAB袁可预防围产
期低血钙症袁 并减少产生轻瘫和乳房水肿的发生遥

Dishington(1995)饲喂奶牛负离子平衡日粮袁有效地防
止了 92%产褥热的发生遥 梁学武等渊2004)给奶牛饲喂
富含阳离子(44.9 meq/100 gDM)的日粮袁产褥热发病率
高达 47.4%袁 而在该日粮中加入阴离子盐袁 使 DCAB
值降至-17.2 meq/100 gDM袁则产褥热降至 0遥
2.4 奶牛常用原料的阴阳离子平衡

目前袁 泌乳奶牛常用饲料主要原料中 Na+尧K+尧Cl-

离子含量见表 2遥
表 2 泌乳奶牛常用饲料中 Na+、K+、Cl原离子含量及 DCAB值

Na+渊%冤
1.269
0.019
0.044
0.008
0.194
0.087

K+渊%冤
0.910
0.439
2.092
0.247
3.175
1.005

Cl-渊%冤
1.147
0.086
0.104
0.110
0.945
0.688

项目
精料混合料
玉米
豆粕
麸皮
苜蓿干草
青贮玉米

DCAB(meq/kgDM)
431
96
521
36
612
120

由于饲料中阴阳离子浓度受品种尧地域尧气候尧土
壤尧收割期等多种因素影响袁即使同一种饲料其DCAB
也会有较大的区别袁因此在具体配合日粮时袁应充分
考虑上述因素袁选用合适的矿物元素含量遥

为了使热应激奶牛获得正常生长发育和生产性

能袁除了保证日粮中蛋白质尧氨基酸平衡外袁必须保证
日粮最佳的阴阳离子平衡遥 奶牛日粮的阴阳离子平衡
可通过添加 NaHCO3尧K2CO3尧CaCl2尧NH4Cl等进行调节遥
较多试验表明袁奶牛产前渊干奶后期冤饲喂低 DCAB日
粮或添加阴离子盐可减少产褥热和低血钙症的发病

率袁奶牛产后(泌乳前期)日粮 DCAB应为正值遥 综合多
数学者的意见袁 不同泌乳阶段奶牛的 DCAB应为院前
期+400耀+500 meq/kgDM曰中期+200耀+400 meq/kgDM曰
后期+150耀+200 meq/kgDM曰干奶前期+100耀+200 meq/
kgDM曰干奶后期渊围产前期冤-100耀-150 meq/kgDM遥
3 小结

热应激对奶牛生产性能具有不利影响袁而日粮阴
阳离子平衡对热应激奶牛采食量尧消化率尧矿物质代
谢尧酸碱平衡及其它血液生化指标尧产奶性能等均有
不同程度的改善袁可见调节 DCAB可以调节机体的多
种机能袁 使之有利于热应激奶牛生产性能的发挥遥 因
此袁在配制奶牛的日粮时袁不仅要考虑矿物质元素的
种类和绝对量袁还应考虑 DCAB状况遥 通过调节日粮
阴阳离子组成袁 使机体保持最佳的酸碱平衡状态袁充
分发挥其生产潜力遥但 DCAB对热应激奶牛的生产性
能和免疫机能影响的机理尚不清楚袁需进一步研究遥

（参考文献 13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张学智，mengzai0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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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Stress冶一词首先由加拿大学者塞里 (H.Stlye)于
1936年提出袁原意为野紧张尧压力尧应力冶袁我国医学界
译为应激遥目前普遍认为袁应激的恰当含义是野动物机
体对外界或内部的各种刺激所产生的非特异性应答

反应的总和冶遥其中由温度变化产生的冷热应激袁尤其
是热应激更为重要袁也最为常见袁往往导致家畜体内
平衡被破坏袁从而出现疾病甚至死亡遥
1 奶牛热应激的产生

奶牛的热应激作为应激的一种是指奶牛对于不

利于其生理的环境高温产生的非特异性应答反应的

总和遥 奶牛生产最适宜的温度为 10耀20 益袁在这温度
范围内牛最舒服袁其产乳量最高袁饲料利用率也最高遥
当气温超过 27 益时袁奶牛出现的采食量尧生产繁殖性
能和免疫力降低等热应激反应袁给奶牛生产造成严重
的危害袁影响奶牛生产者的经济效益遥

牛耐寒怕热袁其生物学机制主要包括院奶牛体型
大袁每单位体重散热面积小袁如每千克体重体表面积
为 0.1 m2袁而 100 kg 体重体表面积仅为 2.2 m2袁体重
增加 100倍而体表面积仅增加 22倍曰 奶牛被毛和体
组织的保温性能好遥 牛每平方厘米皮肤有毛 700耀900
根袁毛长 1耀2 cm袁隔热值为 0.09 W/渊m2窑k冤袁寒冷季节
具有良好的保温隔热性能袁春尧夏季不利皮肤的对流
和散热曰奶牛的皮肤血管结构特殊袁较多的动脉血外
流袁被回流的静脉血吸收袁野逆流热交换冶减少体热损
失袁 这种血管在皮肤分布很广的特性使奶牛耐寒曰奶
牛在饲料消化和利用过程中可以产生大量的热量遥
牛每日喂 6 kg干草和 1 kg精料时袁产生热量 31.61 MJ
(366 W)袁饥饿时为 22.11 MJ(256 W)曰奶牛在产乳过程
中产生大量的热遥 生产 1 kg含乳脂 4豫标准乳袁黑白
花奶牛需增加 2.21~2.91 MJ的能耗袁 而 1 kg奶本身
所含的能量为 3.13 MJ袁 可见用于生产乳所消耗的能

量已经超过产品乳所含能量的 2/3 以上遥 奶牛日产
20 kg乳需增加 44.18耀58.24 MJ能耗袁 这些能量均以
热的形式损失曰奶牛的汗腺不发达袁不利皮肤蒸发散
热袁加快呼吸蒸发是散热的有效方法袁奶牛正常呼吸为
18次/min袁27 益时呼吸开始加快袁32 益时 75 次/min袁
40 益时 140次/min袁喘息时二氧化碳排出过多袁血液
pH值升高袁可能发生呼吸碱中毒遥
2 奶牛热应激产生的影响

2.1 热应激对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李建国等(1998)试验证明袁当环境温度由 4 益上
升至 28.1 益时袁母牛血清中孕酮水平上升 73.33豫渊P<
0.05冤袁T3尧皮质醇尧LH和雌二醇水平则显著下降遥夏季
热应激期间渊6耀8月份冤血清中 琢-球蛋白水平分别比
非应激期间渊3耀5月份尧9耀11 月份和 12耀2月份冤降低
35.81豫尧16.48豫和 39.51豫袁抗坏血酸浓度也降低遥 史
彬林 (1996)研究发现袁奶牛热应激期间袁直肠温度
(39.04 益 )尧呼吸频率渊68.88 次/min冤极显著高于非
应激期(37.41 益和 23.08次/min)遥 生化指标上表现为
皮质醇分泌量增加袁孕酮和雌激素水平降低袁催乳素
渊PRL冤分泌减少袁血清中钾尧钠尧镁尧磷尧硫和铜等随奶
牛唾液的分泌尧皮肤蒸发的增加而降低遥

在热应激状态下袁 牛血浆中的核黄素尧 烟酸尧泛
酸尧生物素尧VB12等均可作为酶促反应的辅助因子袁以
降低热应激所造成的不良影响遥因此袁在热应激下袁常
导致维生素含量的下降遥 热应激干扰动物的代谢系
统袁造成血清中酶的活性和含量发生变化遥
2.2 热应激对采食量和消化率的影响

奶牛对热应激的反应首先表现为食欲降低袁采
食量减少袁从而造成机体营养摄入量不足遥 McDowell
(1974)实验证实袁牛在持续热应激下袁22耀25 益时采食
量开始下降曰超过 32 益袁采食量约减少 20豫曰在 40 益
时的采食量通常不会超过 18耀20 益时的 60豫曰40 益以
上袁有些不耐热品种停止采食遥Westra等(1986)报道袁奶
牛在热应激时袁延长食糜过胃时间袁通过胃壁上的胃
伸张感受器作用于下丘脑厌食中枢袁反馈减少采食量遥

高温尧高湿的严重热应激袁可引起消化率下降遥瘤

冯强，青岛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266109，山东省青岛市
城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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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微生物对温度要求严格袁39耀39.5 益最活跃袁高于此
温度对瘤胃发酵不利遥夏季袁奶牛因炎热而大量饮水袁
导致瘤胃内容物流通速度过快袁 会造成瘤胃消化不
良遥 同时袁瘤胃内一般纤维分解菌要求 pH值较严格袁
pH值在 6.6耀7最为活跃袁纤维素得以充分消化袁而热
应激导致奶牛采食量的下降袁 必然会影响瘤胃的 pH
值袁造成消化障碍遥其它的环境因素如湿度尧风速及热
辐射等与环境温度可共同影响饲料的消化遥
2.3 热应激对生产性能的影响

一般认为袁产奶量的高低与乳腺泡尧乳导管的形
成与发育密切相关遥 在热应激的情况下袁生殖内分泌
出现一些抑制反应袁使青年牛的乳腺形成和经产母牛
的乳腺再生受阻曰机体需动员各种机能克服不良作用
也会抑制排乳反射袁导致产奶量下降袁更多原因是干
物质采食量渊DMI冤降低所致遥

由于炎热而导致奶牛采食量下降袁减少了营养成
分的消化和代谢袁产热量减少袁用于乳汁合成的营养
成分也相应减少遥 据报道袁当奶牛日平均环境温度超
过 24 益时袁奶牛的产奶量开始下降袁超过 27 益时出
现急剧下降遥 McDowell(1974)报道袁在牧场条件下气候
变化与每日产乳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约为原0.35耀
0.30袁大多数为原0.1耀0.2袁在整个产乳期间其变动范围
为 3豫耀10豫袁 即在 0耀100 d 的产乳期内为 4豫袁101耀
200 d内为 8豫袁201耀300 d内为 10豫遥 Moody等指出院
气温为 32 益袁相对湿度为 60豫的条件下饲养 2周袁产
奶量从第 1周的 15.7 kg下降到第 2周的 12.8 kg遥

高温除了降低奶牛产奶量袁 还导致牛奶质量降
低袁主要表现在乳脂率尧乳蛋白和乳中非脂固形物等遥
在自然条件下袁一年四季袁乳脂率的变化较大袁其中以
夏季最低遥 有测定显示院黑白花奶牛 7耀8月份乳脂率
平均为 3.3豫袁11耀12月份为 3.66豫遥 刘瑞生渊1998冤报
道袁27 益以上温度时袁乳脂率开始下降遥高温与乳脂率
的相关系数为-0.23袁与非脂固形物相关系数为原0.61遥
2.4 热应激对繁殖性能的影响

热应激可使母牛激素分泌发生变化袁孕酮和雌激
素水平降低袁使奶牛的促黄体素渊LH冤分泌下降遥 垂体
释放的卵泡刺激素渊FSH冤减少遥 高温影响卵细胞的分
化尧发育尧着床袁甚至影响性机能尧分娩及第二性征的
表现遥热应激下袁奶牛主导卵泡发育提前袁到正式排卵
时已经老化遥 奶牛发情周期延长袁出现短促发情甚至
乏情袁从而影响受胎率遥Scott等指出袁每日平均温度从

33.3 益升至 41.7 益袁牛的受胎率由 61.5豫下降至37豫曰
此外袁奶牛表皮血管舒张袁子宫毛细血管血流量减少袁
造成胚胎营养不足,引起胚胎死亡或胚胎吸收遥张建国
(1998)研究表明袁环境温度从 24 益上升到 28.1 益时,母
牛受胎率下降 13.1豫,胎衣不下发病率提高 23.33豫遥

热应激导致公牛繁殖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睾丸

温度的升高遥 正常情况下袁阴囊具有特殊的热调节的
能力袁睾丸保持比体温低 3耀7 益的适宜温度袁但若睾
丸温度升高至 38 益以上袁生殖上皮细胞变性袁精细管
和附睾的精子受损袁精液品质下降遥夏季高温尧高湿的
环境易引起公牛阴囊和睾丸温度升高袁睾丸生殖上皮
变性袁精子成熟和贮存受到影响袁性腺分泌量和成分
发生变化袁造成夏季不育公牛增多遥
2.5 热应激对机体免疫机能的影响

奶牛机体长时间处在热应激的环境中袁可导致机
体的免疫力下降遥高温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机体细胞免
疫和体液免疫的能力袁 有利于病原微生物的孳生繁
殖袁使奶牛对疾病抵抗力降低遥 因而袁乳房炎尧胎衣不
下和子宫内膜炎增加袁容易发生中暑和日射病遥 张鸣
岐研究表明袁乳房炎发病率一般夏季最高袁可比春季
高 8豫遥其机理可能是皮质醇的过量分泌袁对动物机体
的免疫机能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遥表现为免疫器官萎
缩,血液中淋巴细胞和嗜酸性白细胞减少袁抑制细胞
免疫袁 降低了机体对某些疾病的抵抗力遥 李建国等
(1999)报道院热应激可显著降低 酌-球蛋白含量袁夏季
慢性热应激期袁 中国荷斯坦牛血清中 酌-球蛋白含量
最低袁低于非热应激期的冬季尧春季渊P<0.01冤袁低于秋
季(P>0.05)遥 甲状腺分泌降低袁影响蛋白质的合成袁使
血液总蛋白尧白蛋白和球蛋白水平明显下降遥
3 缓解热应激的营养调控措施

缓解热应激对奶牛造成的不良影响袁主要有改善
环境尧加强饲养管理和营养调控等方面的措施袁下面
主要针对加强营养调控方面作一介绍遥
3.1 及时调整精料配方袁提高能量浓度

奶牛在高温环境下采食量减少袁饲料利用率降低袁
因此袁必须根据奶牛采食量调整精料配方袁增加营养
浓度袁以弥补由于热应激引起的养分摄入不足遥 提高
精粗比可以部分克服由饲料采食不足而导致的生产

性能降低遥提高精料用量以提高瘤胃通过率和降低瘤
胃的充满度袁刺激采食袁从而增加能量摄入量遥奶牛平
衡日粮中的精料比例限制在总干物质量的 50豫耀60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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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较合适的遥增加奶牛喂料的次数能增加产奶量和
避免出现健康问题遥 日粮中补饲的脂肪袁含能量高且
热增耗少遥 补饲保护脂肪(过瘤胃脂肪)有利于热应激
奶牛保持生产性能遥同时袁添加过瘤胃脂肪袁显著地改
善泌乳牛的体况袁对产量高而体质差的奶牛具有重要
意义遥
3.2 补充矿物质及微量元素

热应激期间袁 提高日粮矿物质浓度来弥补 DMI
的降低和某些矿物质的排出是很有必要的遥热应激会
提高泌乳牛对钾的需要量袁钾又是牛奶中含量最高的
矿物元素袁因此袁在夏季必须另行补钾遥 实验证明院用
含有 1.53豫钾盐的日粮与含有 0.91豫钾盐的日粮相
比袁母牛的采食量较多袁产奶量较高遥补饲日粮干物质
1.2豫耀1.5豫的钾尧0.6豫的钠和 0.3豫的镁可提高热应激
期间的产奶量遥另外袁铁尧铜尧锌尧锰尧铬尧钴等微量元素
可以提高热应激条件下奶牛采食量和生产性能遥铬的
主要生理功能是作为葡萄糖耐量因子(GTF)的活性成
分袁可能在抗热应激中发挥重要作用遥 补铬对促进奶
牛生产性能的发挥有明显的作用遥
3.3 添加维生素

在奶牛的抗应激过程中袁维生素 C和维生素 E起
着重要作用袁 特别是维生素 C被认为是抗应激因子袁
在类固醇激素合成中起着重要作用遥这些激素对机体
各种主要功能所需的量进行总动员遥 研究表明院在日
粮中补充维生素 C后袁可明显抑制牛体温上升袁提高
采食量袁降低血液中皮质醇浓度袁增加骨中钙的活性袁
从而减轻热应激影响遥维生素 E是一种细胞内抗氧化
剂袁能促进免疫球蛋白合成袁从而提高机体的抗病能
力遥大量试验报道袁奶牛日粮中添加一定量的烟酸袁可
以显著提高产奶性能和繁殖性能遥 饲料中添加烟酸袁
可提高夏季热应激奶牛的产奶量遥
3.4 调整日粮阴阳离子差

通过调节奶牛的日粮阴阳离子组成来改善热应

激奶牛的生产性能越来越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遥大量
研究表明袁奶牛日粮中添加缓冲剂可通过调节奶牛机
体酸碱平衡改善奶牛的生产性能遥国外有关 DCAB对
热应激奶牛的影响进行了报道遥阴阳离子平衡(DCAB)
直接影响体内的酸碱平衡尧离子平衡及酶系统等遥 应
用负离子日粮使奶牛在产犊前不久产生适度的代谢

酸中毒袁这样奶牛体内的大部分野钙贮冶以正离子形式
存在袁从而减少产褥热的发生遥 李秋凤等渊2004冤实验

研究表明袁DCAB对泌乳奶牛的酸碱平衡具有直接的
影响袁随着 DCAB的增加血液的缓冲能力增加袁同时
还可以增强奶牛的运氧能力和氧结合力遥 DCAB对泌
乳奶牛血清中激素具有一定的影响袁随着 DCAB的增
加可显著地升高血清中雌激素的浓度遥 提高日粮
DCAB以提高采食量和生产性能遥 DCAB对奶牛血清
中的促黄体素尧T3尧T4尧皮质醇无显著影响遥血清中的肌
酸磷酸激酶随着 DCAB的增加而显著降低袁DCAB对
血清中碱性磷酸酶尧丙氨酸转氨酶无显著影响遥 DCAB
对奶牛的产奶量和 4豫标准乳产量具有显著增加作
用遥 DCAB对乳脂率和乳蛋白率无显著影响遥总之袁从
机体的血液缓冲能力尧激素和酶的水平尧产奶能力等
方面考虑袁泌乳牛最适 DCAB为原200耀200 meq/kgDM遥
3.5 其它抗应激的添加剂

补喂保护性脂肪(长链脂肪酸)院异位酸包括异丁
酸尧异戊酸尧2-甲基丙酸尧戊酸 4种化学物质混合的钙
盐遥 其原理是用异位酸来喂瘤胃内的纤维分解菌袁使
其数量增加袁提高菌体合成蛋白的效果袁使氮沉积增
加袁并能提高中性洗涤纤维的消化率袁在乳腺组织中
抑制中尧短链脂肪酸的合成袁可使产奶量增加 10豫袁饲
料转化率提高 17豫遥

补喂糖蜜院一方面补充血糖和能量袁另一方面又
有润肺止咳尧清凉败火之功效遥 因此夏季给奶牛补喂
糖蜜能有效地减轻热应激遥

天然中草药的使用院通过调节体温中枢的中草药
有柴胡尧石膏尧黄芪尧黄连尧知母尧青蒿尧菊花尧紫草等曰
通过发汗来抵抗热应激的中草药有麻黄尧桂枝尧薄荷尧
葛根尧紫苏叶曰抗惊厥中草药如蜈蚣尧地龙等曰可镇静
催眠的中草药如朱砂尧磁石尧刺五加尧五味子尧僵蚕尧苏
木等也具减缓热应激作用遥 吴德峰(2004)采用抗热应
激中草药饲料添加剂袁试验牛的产奶量普遍高于不
加中草药的对照组袁每头牛每天产奶量平均增加 1.08
kg袁提高 8.81豫遥 试验组与对照组经 t检验袁差异显著
渊P<0.05冤遥
4 小结

高温足以导致奶牛的热应激,对其采食量尧产奶
量尧繁殖率及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非常明显袁进而影
响奶牛的生产性能遥因此在实际生产中应采取各种有
效措施以减少热应激给奶牛带来的危害遥

（参考文献 17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刘敏跃，lm-y@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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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应激牛初乳对
新生犊牛血清免疫指标的影响研究

马燕芬 陈志伟

摘 要 新生犊牛通过初乳获得被动免疫，但是关于热应激对新生犊牛被动免疫的影响程度尚

不清楚。本试验旨在研究热应激牛初乳对新生犊牛被动免疫是否有显著影响，并与非热应激生产条件

下进行比较。试验动物为对应于采食热应激和非热应激母牛初乳的新生犊牛各 4头，在其采食母牛
初乳后的不同时间内采血用于免疫指标分析。结果表明：热应激奶牛哺乳犊牛血清中各成分含量在

144 h内均低于非热应激奶牛哺乳犊牛血清中相对应成分，其中 IgG、T3、T4（72 h内）变化差异显著（P<
0.05），INS和 IGF-玉变化差异不显著（P>0.05），热应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生犊牛被动免疫，有关机
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牛；热应激；初乳；新生犊牛；被动免疫

中图分类号 S815.3
Effect of the heat stress bovine colostrums on

immune index in newboth calves serum
Ma Yanfen, Chen Zhiwei

Abstract The passive immunization of newboth calves was obtained by colostrums, but the influencing
degree of the effect the heat stress on passive immunization of newboth calves is dimness. The main ob鄄
ject is study the effect the heat stress on passive immunization of newboth calves, and compare with the
unheated stress. The 4 newboth calves that eat the colostrums in the heat stress and unheated stress were
selected, and the immune components in different time in 4 newboth calves serum were analyzed. The re鄄
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content of the immune components in 144 h in calves serum in heat stress are
lower that in unheated stress, the difference of IgG, T3, T4 was significant渊P<0.05冤, but the different of
INS, IGF-I were not significant(P>0.05). The conclusion is: compared with the unheated stress, the content of
IgG, T3, T4, INS and IGF-I in calves serum in heat stress is reduced(P<0.05), the difference of IgG, T3,T4
was significant(P<0.05), but INS and IGF-I were not significant(P>0.05). The passive immunization of
newboth calves is affected by the heat stress; but the mechanism will be studied further.
Key words cow；heat stress；colostrums；newboth calves；passive immunization

马燕芬，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科学与医学学院，010018，
内蒙古呼和浩特。

陈志伟，山东理工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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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机制研究，2004ZX27）

反刍动物的胎盘为结缔绒毛膜性胎盘袁母体的免
疫物质不能通过胎盘转移到胎儿体内袁所以初生幼畜
体内缺乏抗体袁幼畜只能在出生后通过采食初乳获得
被动免疫遥牛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 IgG是初乳中的主
要免疫球蛋白袁IgG更易透过毛细血管壁进入组织间
隙袁发挥其生理功能袁如通过促进胆汁分泌增加肝脏
转化胆固醇为胆汁酸的数量袁加强抗感染尧抑菌和中
和毒素等作用遥

犊牛出生后的 18耀36 h渊平均为 24 h冤内袁通过小
肠以胞饮的方式把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无任何改变

地直接吸收进体内袁即发生所谓的野肠封闭冶遥 若犊牛
出生后袁不能从初乳中获得足够的免疫球蛋白袁初生
犊牛就会容易引起传染病遥热应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犊牛的免疫性能和内分泌系统袁降低犊牛血清中免
疫指标和内分泌指标水平袁阻止其生长发育袁使其长
势下降和死亡率提高袁进而影响养牛业的发展遥 本试
验的目的在于袁通过检测采食热应激和非热应激牛初
乳新生犊牛血清中的 IgG尧T3尧T4尧INS和 IGF-玉含量袁
进而确定热应激牛初乳对新生犊牛被动免疫是否有

显著性影响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选择尧血样采集及饲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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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动物为对应于采食热应激和非热应激母牛

初乳的新生犊牛各 4头袁分别于其采食初乳 2尧12尧24尧
48尧72尧96尧120尧144 h后从颈静脉采血袁用于免疫指标
分析遥犊牛出生后单独放在铁笼里袁采用人工挤乳尧人
工饲喂的方法(1.5耀2 kg/头窑次)袁分早尧中尧晚三次饲喂遥
1.2 仪器与试剂

GC-911-酌-放射免疫计数器(中国科技大学实业
总公司)曰IgG 试剂盒 (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
司)曰T3尧T4尧INS测定仪器(北京华英生物技术研究所)曰

IGF-玉药盒渊Diagnostic System Laboratories USA冤遥
1.3 测定指标及方法

IgG院采用快速免疫比浊法测定遥
T3尧T4尧INS尧IGF-玉院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遥

1.4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遥
2 结果与讨论

取同一份样品分别按照上述方法进行测定袁结果
如表 1尧表 2所示遥

项目
2 h

12 h
24 h
48 h
72 h
96 h
120 h
144 h

IgG渊mg/ml冤
34.45依3.74bc
45.03依8.66c

66.92依27.75d
58.68依25.57d
63.66依8.14d

63.05依16.10d
51.55依7.95d
64.83依9.84d

T3渊ng/ml冤
2.14依0.20c
2.23依0.35c
2.38依0.29c
2.10依0.45c
2.13依0.25c
1.81依0.13c

1.61依0.23b

1.50依0.14b

T4渊ng/ml冤
104.49依5.51c
90.81依7.10a
87.31依2.97g
81.06依10.43a
68.75依8.14f
50.58依4.80e

47.22依7.62e

40.14依6.89e

INS渊滋/ml冤
17.41依1.13ae
23.42依4.32e
24.95依1.50e
28.15依3.69c

22.13依4.22abce
21.45依6.89abce

20.30依5.66abe

20.18依4.96abe

IGF-玉渊ng/ml冤
245.43依8.80a
283.52依79.89c
304.11依58.81c
311.02依57.66c
303.03依53.27c
302.48依38.90c

244.20依68.61bc

264.14依80.13c

表 2 不同采血时间非热应激犊牛血清中各成分含量的动态变化（n=4）

表 1 不同采血时间热应激犊牛血清中各成分含量的动态变化（n=4）
项目
2 h

12 h
24 h
48 h
72 h
96 h
120 h
144 h

IgG渊mg/ml冤
14.77依1.15a
21.56依1.63ab
49.92依17.98c

46.30依6.31c
45.13依7.34c
43.11依17.76c
31.52依1.83abc

64.64依4.13d

T3渊ng/ml冤
1.35依0.09a
1.51依0.06a
1.59依0.27a

1.16依0.57a

1.44依0.26a
0.95依0.38a
0.82依0.46a
1.05依0.25a

T4渊ng/ml冤
82.36依2.69a
82.19依9.70a

66.67依15.48ef

58.37依18.00ef

55.38依18.00e
46.67依7.37e
43.42依3.70e
34.75依7.15e

INS渊滋/ml冤
15.99依2.56ae
30.50依11.92c
21.27依8.00abe

20.18依5.12abe

21.48依4.26abe
20.24依4.77abe
20.61依2.82abe
20.58依7.11abe

IGF-玉渊ng/ml冤
215.16依26.83abc
242.77依91.40abc
303.88依77.21c

292.48依87.44c

257.06依55.60c
235.72依34.06abc
146.70依14.70a
231.28依76.15abc

注院表中同一列数据肩标带有相同字母的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曰带有相邻字母的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曰带有相间字母
的表示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遥 表 2同遥

2.1 热应激牛初乳对犊牛血清中 IgG含量的影响
初乳是反刍动物幼畜自身免疫系统对环境中病

原微生物具有反应之前获得被动免疫的唯一途径袁幼
畜是否能够获得被动免疫的关键是其摄入免疫物质

主要是免疫球蛋白的数量遥反刍动物的胎盘为结缔绒
毛膜性胎盘袁即绒毛上皮直接与子宫接触遥 而具有这
种类型的胎盘不允许母源抗体转移到胎儿体内袁IgG
等生物大分子完全不能通过袁因而 IgG只能在泌乳启
动时期大量通过乳腺屏障进入初乳中把母源抗体传

递给新生犊牛遥
热应激影响牛奶的质量遥研究表明袁温度在 27 益

以上时袁乳脂率开始下降遥 高温与乳脂率的相关系数
为-0.23袁与非脂固形物相关系数为-0.61遥同时还不同
程度地降低了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能力袁进而
使奶牛及犊牛对疾病抵抗力下降遥 李建国等报道袁热
应激可显著降低血清中 酌-球蛋白含量袁 夏季慢性热

应激期中国荷斯坦牛血清中 酌-球蛋白含量最低袁低
于非热应激期的冬季尧春季渊P<0.01冤袁低于秋季渊P>
0.05冤袁并随着热应激时间的延长袁会严重妨碍犊牛免
疫器官的发育遥 从本试验结果渊表 1尧表 2冤可知袁与非
热应激牛初乳相比袁 吸收热应激牛初乳后 120 h内袁
犊牛血清中 IgG 含量显著降低 (P<0.05)曰144 h 时其
IgG含量也降低袁但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新生犊牛在采食初乳前其血清中几乎没有可检测

到的特异性抗体遥 因此初乳中的 IgG对新生犊牛传染
性疾病进行被动免疫是十分重要的袁 可促使新生犊牛
免疫系统迅速成熟遥 新生动物由于其胃肠道发育不成
熟袁蛋白酶活性较低袁因而可通过采食初乳使进入机体
的免疫球蛋白保持有效遥 新生犊牛在出生后其肠道可
完整吸收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袁并且其吸收能力很强遥
从本试验结果可知袁新生犊牛在吃完初乳 2 h后袁从其
血清中就能够检测到显著量的 IgG袁 而这种吸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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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维持到 24 h袁 说明免疫球蛋白已经通过肠道进入
血液遥 之后开始下降袁表明小肠已经开始封闭遥 大约出
生后 3 d内袁 吸收上皮细胞完全被成熟上皮细胞所替
代袁肠封闭现象完成遥 IgG含量的下降趋势一直延续到
犊牛出生后的第 5 d袁5 d后又开始上升遥 由于没有对
6 d后的犊牛血清进行研究袁 这是否是犊牛自身开始
产生抗体还是别的原因袁还需作进一步研究遥
2.2 热应激牛初乳对犊牛血清中 T3尧T4含量的影响

甲状腺是动物体内十分重要的内分泌器官遥它分
泌的 T3尧T4是动物机体正常生理机能所必需的重要激
素袁对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尧早期肠道生长发育尧神经
系统尧心血管系统和皮肤等都有着重要作用遥 而且大
量研究也表明袁T3尧T4是 GH对动物生长发育起主要作
用的必要条件袁 幼年期如果 T3尧T4缺乏将导致动物呆
小症遥 从本试验结果渊表 1尧表 2冤可知袁热应激和非热
应激初乳犊牛血清中 T4含量均以 2 h为最高袁T3含量
在 24 h时均达到最高袁之后均开始下降遥 犊牛血清中
T4在较短时间内达到高水平对于犊牛早期肠道生长
发育及物质代谢是至关重要的遥说明犊牛在吸收初乳
后高剂量的 T4首先对动物早期的组织分化尧 物质代
谢尧神经系统及心血管系统开始起作用袁之后随着 T4
含量的下降袁T3尧IgG尧INS和 IGF-玉含量开始升高袁继
续对动物的生长发育起作用遥

热应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母牛及犊牛体内的一些

血液生化指标遥 普遍认为血液中血糖尧血红蛋白(Hb)尧
无机离子尧皮质醇尧T3尧T4尧维生素和酶等指标的变化对
犊牛的热应激有重要影响遥从本试验结果可知袁与非热
应激相比袁热应激显著降低吸收初乳后的 144 h内犊
牛血清中 T3含量(P<0.05)和 72 h内 T4含量(P<0.05)遥
2.3 热应激牛初乳对犊牛血清中 INS尧IGF-玉含量的
影响

INS是机体内主要激素之一袁具有促进多种类型
细胞的有丝分裂曰有助于 IGF-玉的合成袁并与其共同
刺激幼仔小肠乳糖酶活性的成熟及小肠上皮细胞的

移行遥 体外研究表明袁INS能诱导小肠粘膜的发育和
成熟袁加速犊牛肠道对大分子物质吸收的野关闭冶遥 作
为内源激素袁INS被认为是调控动物出生后早期肠道
生长发育的激素之一遥 而 IGF-玉是牛初乳中和犊牛
血清中最重要的也是含量最高的生长因子袁能提高蛋
白质合成中氨基酸的利用率尧抑制蛋白质降解袁从而
提高蛋白质的净利用率遥

内分泌系统与机体代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袁热应
激会显著降低牛体内的激素含量遥与热应激有关的激

素有催乳素尧生长激素尧甲状腺激素尧糖皮质激素尧抗
利尿激素及醛固酮遥 其中袁催乳素和生长激素均参与
养分在机体内的再分配和稳态调节遥从本试验结果
渊表 1尧表 2冤可知袁与非热应激相比袁在吸收初乳后的
144 h内袁 热应激降低犊牛血清中 INS和 IGF-玉含
量袁但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可知袁新生犊牛完全靠从初乳
中获得的抗体维持其免疫力遥 如果新生犊牛出生后袁
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吃到或没能吃到足够的初乳袁那么
其血清中的免疫球蛋白 IgG尧T3尧T4尧INS尧IGF-玉的含
量就很低袁其抵抗病原菌的能力就弱袁容易引起下痢尧
败血症等疾病袁从而使犊牛的生长势下降袁死亡率提
高遥 而且与非热应激相比袁热应激显著降低新生犊牛
血清中各项免疫指标袁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影响犊牛的
被动免疫遥

因此犊牛出生后应尽快吮吸初乳渊最好在出生后
15耀30 min内喂给袁第 1次喂量为 1.5耀2.0 kg袁温度不
应低于 35 益冤袁以增加血液中免疫球蛋白尧生长因子
和激素的浓度袁提高机体抵抗力袁降低新生幼畜的死
亡率遥 并且延长向犊牛供应初乳的时间袁将增加小肠
绒毛长度袁直接导致小肠吸收面积增大袁从而增强对
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袁促进犊牛的生长发育遥 热应激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犊牛的免疫机能和内分泌系统袁可
通过以下措施预防犊牛的热应激院 首先通过营养调
控曰其次通过改善犊牛饲养环境袁主要包括防止太阳
辐射尧减少犊牛自身产热尧增加散热三个方面遥利用物
理防护措施减轻犊牛热应激袁可使用空调尧蒸发降温尧
凉棚尧通风等措施遥
3 结论

淤 与非热应激初乳相比袁 热应激初乳显著降低
吸收初乳后的 144 h 内犊牛血清中 IgG尧T3 含量(P<
0.05)和 72 h内 T4含量(P<0.05)遥 热应激和非热应激犊
牛血清中 IgG尧T3含量均以犊牛采食初乳后 24 h时达
到最高含量袁T4含量均在 2 h时为最高袁 之后均开始
下降袁变化趋势趋于平稳袁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于 与非热应激初乳相比袁在吸收初乳后的 144 h
内袁 热应激初乳降低犊牛血清中 INS 渊除 12 h外冤和
IGF-玉含量渊P>0.05冤遥 热应激和非热应激犊牛血清中
INS含量分别在 12尧48 h 时达到最高含量袁IGF-玉含
量分别在 24尧48 h时达到最高含量袁 之后均开始下
降袁变化趋势趋于平稳袁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参考文献 4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张学智，mengzai0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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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 禽 热 应 激 的 营 养 防 制 措 施 探 讨
林飞宏 宋代军

夏季高温造成畜禽热应激给畜牧业生产带来巨

大损失袁 降低环境温度是缓解热应激最有效的方法袁
但在实际生产中因不可行或成本太高而难以应用遥因
此对遭受热应激的畜禽实施营养调控以缓解危害袁最
大限度地减少生产上的损失就显得十分重要遥
1 畜禽热应激营养调控措施的现状

1.1 电解质及机体酸碱平衡与缓解热应激

在动物热应激营养调控措施的研究中袁以对电解
质的研究最多袁并且以对奶牛的研究最丰富袁最先在
奶牛上提出 DCAB渊阴阳离子平衡冤概念袁并逐渐应用
于其它畜禽热应激的研究中遥
1.1.1 主要电解质的种类及其特性

在大多数的研究当中袁 所使用的电解质集中在
NaHCO3尧KHCO3尧NH4Cl尧KCl这四种遥 NaHCO3显弱碱
性袁可以中和体液中的 H+袁并向机体提供 Na+曰KHCO3
的作用与 NaHCO3类似曰NH4Cl显弱酸性袁 可以中和
体液中的 OH-袁同时补充 Cl-曰而 KCl 向机体提供 K+

和Cl-遥
1.1.2 热应激下机体补充电解质的可行性

矿物质元素在体内主要分布于三个部位袁细胞内
液尧细胞外液和骨组织袁位于液体部位的及骨中的部
分矿物质元素易发生改变袁骨中大部分以羟基磷灰石
结晶共价形式结合的矿物质元素不易迅速被动用遥细
胞外液中 90豫以上阳离子为钠离子袁70豫阴离子为氯
离子袁而细胞内液中袁钾离子占阳离子的 75豫以上遥

大量对畜禽热应激发生机理的研究已经揭示袁在
热应激期间袁机体酸碱平衡受到破坏遥 由于蒸发散热
的需要袁呼吸频率上升袁血液中 CO2和 HCO3-水平下
降袁导致 pH值上升袁容易发生呼吸性碱中毒袁之后可
转变为代谢性酸中毒遥 另外袁有报道指出袁热应激降
低了机体血清钾的浓度袁增加了尿钾的排泄袁在高温
下袁机体保钠排钾机能增强袁这也是机体调节水盐代

谢袁维持体液平衡的生理反应(Belay等袁1990曰Deyhim
等袁1990)遥

可见袁补充具有酸碱缓冲能力的电解质可以调
节体内 pH值袁也可以满足机体对常量矿物质元素的
要求遥
1.1.3 补充电解质的效果

Teeter(1986尧1987)试验证明袁在热应激时饲喂含
0.5豫 NaHCO3日粮能显著提高肉鸡的增重速度和采
食量曰 在日粮中添加 3.0豫的 NH4Cl 或饮水中添加
0.5豫 NH4Cl可以把血液 pH值从 7.52降至 7.35袁并且
成活率上升遥 Ait-Boulahsen等报道渊1995冤袁在热应激
时袁日粮中添加 0.6豫 KCl可以缓解热应激遥但 Deyhim
和 Teeter(1994)研究结果得到相反结论袁饮水中添加
KCl不能够缓解热应激遥 Teeter指出袁 在日粮中添加
NaHCO3有增加未喘息鸡碱中毒的可能性袁 而增加
NH4Cl又有增加酸中毒的现象, 为此袁 在日粮中添加
1豫 NH4Cl外袁再补加 0.5豫 NaHCO3效果较好袁能使受
慢性热应激的鸡增重率提高 9豫遥
1.1.4 日粮阴阳离子平衡渊DCAB冤

这一概念由 Dishingto(1975)在奶牛上首先提出袁
Morgin P(1981)在家禽上也提出了这一概念遥 DCAB指
日粮中每千克或每百克干物质中所含有的主要阳离

子渊Na+尧K+尧Ca2+尧Mg2+冤毫摩尔数与主要阴离子渊Cl-尧S2-尧
PO43-冤毫摩尔数之差袁但由于日粮中 Ca尧P尧Mg尧S的主
要作用不是参与酸碱平衡的调节袁且吸收受各种因素
的影响袁因此简化为 Na++K+-Cl-,可通过添加 NaHCO3尧
KHCO3尧NH4Cl等进行调节遥

DCAB可以影响代谢过程袁调节体内的酸碱平衡
和缓冲系统遥 它对血液的酸碱平衡有直接影响袁能增
加奶牛机体的缓冲能力袁使体液酸碱平衡向碱性方向
移动袁同时尿中的 pH值也随着 DCAB的增加而增加
渊West等袁1992尧1991冤遥

大量研究表明袁在热应激期间增加 DCAB对荷斯
坦牛的血液 Na+尧K+等离子的浓度无显著影响袁 血中
Cl-的浓度明显下降(Tucker等袁1988)遥血清中 Na++ K+-
Cl-随着 DCAB的增加而增加遥 血清 Ca浓度随着其增
加而下降(West 等袁1991)袁血浆 Mg 不受影响袁P 是否

林飞宏，西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400716，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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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还存在争议遥 尿中 Na++K+-Cl-随着 DCAB的增
加而增加袁尿中 Na+尧K+的量也随着增加袁尿 Ca降低袁
低 DCAB迅速增加尿 Ca的分泌遥

一般认为袁 在泌乳奶牛高水平的 DCAB 可提高
热应激奶牛的采食量和生产性能袁 增强机体的缓冲
能力袁具有一定的缓解热应激的作用遥 例如袁West等
(1992)指出,在热应激条件下,DCAB 从每百克干物质
12 meq增加到 46 meq时袁奶牛的 DMI增加 8.6豫袁认
为饲喂高 DCAB的日粮增加 DMI是因为高的 DCAB
能增加血液缓冲能力袁 并且认为血液的缓冲能力和
DMI 的增加是缓解奶牛热应激的主要原因遥 但是袁
Block(1984)报道袁阳离子日粮可诱发并增加乳热病的
发病率袁 而阴离子型日粮可减少奶牛的乳热病的发
病率袁 其原因是饲喂阴离子日粮有利于钙的吸收遥
Kim-Hyeonshup 等(1997)报道袁日粮 DCAB 分别为每
百克干物质 25尧5尧-10尧-25 meq时袁饲喂阴离子日粮
的奶牛乳热病的发病率为 0袁且在随后的产乳期产奶
量增加 8豫袁而饲喂阳离子日粮的奶牛乳热病的发病
率为 5豫遥

DCAB对热应激奶牛生产性能影响的机理尚不
清楚袁并且不同的泌乳阶段奶牛合适的 DCAB值还没
有确定袁需进一步研究遥
1.2 补铬

铬是一种微量元素袁 主要以 Cr3+的形式构成葡萄
糖耐受因子渊GTF冤袁具有增强胰岛素活性的作用袁在
葡萄糖代谢活动中袁铬被认为是胰岛素发挥最佳功能
及胰岛素敏感细胞摄取葡萄糖的必需物质袁 影响糖
类尧脂类尧蛋白质和核酸的代谢渊Anderson等袁1997冤遥

有机铬的生物学价值高于无机铬袁而吡啶羧酸铬
是目前为实践所证实的最为有效的铬的形式遥 但是袁
在有些研究当中袁有机铬与无机铬的效果差别却不显
著遥应用于畜禽热应激试验研究的铬源主要有三种形
式院三氯化铬尧吡啶羧酸铬和酵母铬遥

动物在热应激的情况下袁 可导致铬的大量动员袁
被动员后的铬不能被重新吸收袁铬的需要量增加遥 据
Nielson等渊1994冤尧张敏红等渊1998冤尧Mooney等渊1993冤
在不同对象上的研究表明袁各种应激因子都会增加尿
铬的排出量遥其原因是应激促进肾上腺皮质释放糖皮
质激素袁而糖皮质激素释放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组织
对胰岛素的敏感性袁血糖进入组织的量减少袁导致机
体组织中的储备物质渊蛋白质尧脂肪冤参与分解袁使糖
异生加强袁糖原分解增加袁导致血糖负荷遥铬从铬库中

迅速动员出来参与胰岛素受体结合反应袁表现为血铬
急剧增加袁 相当一部分铬最终不可逆地随尿排出体
外袁从而增加机体对铬的需要量遥因此袁在日粮中添加
铬成为必要遥

呙于明等渊1998冤研究发现补充酵母铬可缓解肉
仔鸡由热应激引起的生产性能下降及免疫功能的降

低曰张敏红等渊2000冤在 4周试验期内给饲养于高温环
境中的猪补充吡啶羧酸铬提高了其生产性能遥另外一
些研究表明袁铬可能对应激动物免疫功能的改善与抑
制皮质激素产生的功能有关(Wright等袁1994曰Moosie-
Shageer和 Mowat袁1993)遥而略为不同的是袁Mertz(1993)
指出袁补铬对缺铬动物才有效应遥
1.3 补充维生素

1.3.1 VA
Csokun渊1998冤等报道袁正常温度下袁日粮中添加

VA超过 NRC的推荐量时袁蛋鸡的产蛋性能无明显变
化遥 然而蛋鸡遭受热应激时袁这种措施可以明显提高
蛋鸡的生产性能遥
1.3.2 VE

Peter Williams(1995)报道袁料中补充 VE可增加细
胞内钙离子的浓度袁减少 CK(肌酸激酶)从细胞到血浆
的流动袁有利于缓解热应激遥 Bollengier-Lee等渊1998冤
报道袁日粮中高水平 VE可缓解蛋鸡的热应激袁明显
改善产蛋量和蛋的品质遥 并指出高浓度的 VE可能通
过 2种机制改善产蛋性能院淤通过对雌激素的直接作
用影响雌激素依赖的机制渊如肝脏胆黄素和 VLDL的
合成直接受雌激素的控制冤曰 于通过维持调节雌激素
的细胞过程的正常功能而发挥间接的作用遥
1.3.3 B族维生素渊硫胺素尧核黄素尧烟酸等冤

Deyhim 等渊1996冤报道袁应激使肉鸡胸肌组织中
的 VB1尧VB2的含量减少遥 Muller等渊1986冤报道袁夏季
给处于热应激的奶牛每天每头补饲 6 g的烟酸袁产奶
量显著提高袁而乳成分不受影响遥 其缓解热应激的机
理可能是在热应激条件下袁 烟酸引起血管舒张反应袁
对奶牛自身有益遥也可能是与烟酸对脂类及能量代谢
发生有益影响且促进瘤胃微生物合成蛋白有关遥
1.3.4 VC

热应激下畜禽机体合成维生素 C的能力下降袁需
要量增加遥 文杰等渊1999冤报道热应激下肉鸡肝脏 VC
合成关键酶要要要古洛糖内酯氧化酶活性明显降低袁
VC合成能力减弱袁日粮添加 VC可提高其活性遥 有试
验表明袁白莱航母鸡在热应激期间袁体内 VC合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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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袁若提高日粮中供给量袁则能提高产蛋率尧蛋重袁并
减少破蛋率和鸡的死亡率 (Oluyemi等袁1979)遥 Njoku
渊1989冤报道 VC有利于缓解蛋鸡的热应激遥 Elansary等
(1996)报道袁日粮添加 VC 可改善热应激条件下公鸡
的繁殖性能遥
1.4 补充葡萄糖

Iwasaki 等渊1997冤发现高温环境中用 4豫葡萄糖
自由饮水显著降低了肉鸡的死亡率并获得较好的增

重效果遥 葡萄糖不仅改善了生产性能袁而且参与了热
调控袁高温环境下袁葡萄糖饮水的肉鸡肛温要低于一
般饮水的肉鸡渊Iwasaki等袁1998冤遥 热应激导致血液粘
稠性尧血细胞比容降低袁并且降低了血液渗透压袁但在
饮水中添加葡萄糖可使这些性状得到改善袁而且血浆
蛋白降低的幅度要小一些袁 代谢能摄入量明显增加袁
体增重得以改善渊Zhou等袁1997b冤遥葡萄糖缓解热应激
的机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遥
1.5 添加某些药物或生物活性物质

1.5.1 药物

给热应激的动物添加药物袁比较具有针对性的是
各类镇静剂袁如 酌-氨基丁酸渊GABA冤尧阿斯匹林等袁它
们具有镇静尧 抑制中枢神经使机体活动减少的作用袁
能减轻热应激的影响遥有大量的研究显示出它们抗
热应激的效果袁但由于药残问题大大限制了其应用
范围遥

另一类药物是抗生素袁如杆菌肽锌尧瘤胃素渊莫能
菌素冤尧金霉素尧阿散酸等袁与镇静剂类相比袁其添加不
仅仅在热应激期袁具有广泛性袁它们的抗热应激是在
于它们本身就具有对动物的抗菌尧促生长效果遥
1.5.2 其它一些生物活性物质

中草药添加剂以它特有的绿色性袁引起了许多研
究者的兴趣遥中草药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尧微量元素尧
矿物质和氨基酸等营养物质以及一些活性成分袁如大
豆黄酮尧皂苷等作用广泛袁能提高畜禽生产性能和免
疫功能袁关于其缓解热应激的研究时有报道遥

此外袁像低聚糖渊寡糖冤尧酶制剂尧谷氨酰胺等微量
活性物质袁以及柠檬酸尧乙酸钠尧脂肪酸钙等具有酸化
作用或营养作用的添加剂对畜禽热应激的影响也有

报道遥例如袁Orban等渊1997冤报道了低聚糖能够显著改
善热应激期肉鸡饲料利用效率袁提高了日增重和采食
量袁使盲肠中总的需氧微生物和大肠杆菌数目显著降
低袁但双歧杆菌数目明显增加遥 呋喃多聚糖被广泛用
于改善动物健康和提高生产性能渊Salminen等袁1993曰

Tomomatsu袁1994曰Yoshioka等袁1994冤遥
1.6 饮水的作用

炎热天气畜禽要大量增加饮水是一个常识遥 但从
专业角度看袁热应激状态下动物对水的需要值得一提院
热应激状态下袁机体通过蒸发作用散失大量的水分袁补
充足够的水分可满足机体迅速散热对水的要求袁缺乏
足够的饮水会严重加剧畜禽的热应激遥 同时袁有报道
指出袁给畜禽饮低温水有利于缓解其热应激袁原因在
于低温水比常温水能带走更多的热量袁更利于散热遥
1.7 热应激下日粮中能量尧蛋白含量的调整

一种观点认为在热应激下提高饲粮的营养浓度

可以提高动物的生产性能遥其主要依据是热应激下动
物采食量大幅下降袁当提高养分浓度时袁相同的采食
量可以为机体提供更多的营养物质袁 改善了氮的沉
积尧提高体内代谢能的沉积量袁促进了生产遥因此建议
提高日粮中的蛋白浓度和能量浓度遥 另一种观点认
为袁日粮中高蛋白质水平增加了 SDA渊特殊动力作用冤袁
增加了产热袁加重了机体的热应激袁对动物不利遥所以
提出热应激下应降低日粮中的蛋白浓度遥 此外袁有人
主张日粮中添加比常温下相对多的油脂做为能量的

供体袁有利于缓解动物热应激袁主要理由在于脂类的
额外能量效应袁通过增大脂类在机体能量来源中的比
例减少机体热增耗袁降低消化产热袁减轻了热应激袁从
而提高了生产性能遥他们提倡在热应激情况下应用油
脂替代部分玉米作为能量来源遥 然而袁把这些设想与
具体研究相结合袁得到可供参考的相关试验报道却很
有限遥 所有的设想都还处于争鸣阶段袁大多数报道赞
成降低蛋白质水平但保持必需氨基酸水平遥 Teeter
(1994)试验中减少日粮蛋白水平袁却保持 EAA的添加
水平袁结果改善了肉鸡的生长率袁降低了死亡率袁同时
降低蛋白质水平还能减轻肾脏负担和舍内氨气浓度遥
同时也有报道显示袁应用脂肪作为能量来源减少热增
耗的同时易造成体脂增加遥
2 畜禽热应激类型的划分以及营养调控的作用范围

2.1 畜禽热应激的类型

热应激是指机体处于等热范围上限的温热环境

中而产生的一系列生理反应袁在实际中对畜禽热应激
程度具体量化十分困难遥 在众多的研究当中袁研究者
都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对试验中动物所处的热应激类

型进行分类袁如慢性尧急性热应激和低强度尧中等强
度尧高强度的热应激袁并常把这两者进行联系袁如低强
度慢性应激尧中强度慢性应激尧高强度急性应激遥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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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袁何谓急尧慢袁何谓低尧中尧高袁目前并没有具体统一
的标准袁一般以常识来区别院高于动物最适温度上限
一小段区域属于低强度袁与体温相当以及高于体温的
属高强度袁中间的就是中等强度曰以小时来计算渊2尧
3 h袁4尧5 h冤的应激时间为急性袁以天尧周或月来计算的
为慢性袁另外袁几天时间的应激袁有的试验中也称为短
期袁比这个多的就叫长期遥
2.2 营养调控的作用范围

一般来讲袁我们研究畜禽热应激的重要意义之一
是为缓解夏季普遍存在的畜禽热应激提供理论和技

术支持遥这种热应激一般属于低尧中强度的慢性应激袁
其中偶尔夹杂畜禽的高温急性热应激遥

那么营养调控在其中能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呢钥 营养物质作用的最终发挥袁要依靠机体的新陈代
谢遥 机体热应激表现为生理机能的紊乱袁新陈代谢出
现异常遥 根据大量的观察袁对于低尧中强度的急尧慢性
热应激袁机体虽然出现异常袁但是必需的新陈代谢活
动袁如睡眠尧运动尧摄食尧饮水尧排粪尿等并没有废绝袁
只是异于正常状况袁机体对营养存在要求遥显然袁符合
要求的恰当营养供给能顺应热应激状态下机体的新

陈代谢袁有助于缓解它们的热应激遥所以袁营养调控手
段能在中尧长期对畜禽的低尧中强度热应激产生效果遥
2.3 畜禽热应激的营养调控措施

在热应激下对动物具体采用什么样的营养策略

可以从两个方面出发院一是如何尽量维持机体整体的
相对正常和内环境的相对稳定曰二是如何尽量缓解动
物对摄食营养物质的需要与对消化产热的不需要之

间的矛盾遥
从第一个方面来看院 许多试验支持利用电解质

渊NaHCO3尧KHCO3尧NH4Cl尧KCl为主冤 可以很好地调整
体内酸碱平衡尧离子平衡袁对维持体内环境的稳定有
重要作用曰 并且各种维生素对体内代谢具有重要影
响袁例如 VE尧VC的抗氧化作用袁B族维生素对三大有
机物代谢的调节等遥这些电解质与维生素的添加需要
考虑日粮组成袁而它们的种类与数量及其搭配关系尧
添加形式等问题则有待更具体尧深入尧有针对性的研
究和分析遥

从第二个方面看院缓解摄食与消化产热矛盾的有
效方式是合理提高日粮的消化性袁为了提高其消化性
而对原料的选择和对配方的调整导致的成本升高似

乎不可避免遥用油脂替代部分能量饲料后可有效减少
机体产热袁尽管油脂的过多添加会带来一些不便与问

题袁却仍然是值得考虑的途径遥而高蛋白高浓度尧低蛋
白低浓度的日粮对热应激的调控效果还有待于进一

步的具体研究遥
在具体的情况中袁抗热应激药物尧有确凿效果的

微量矿物元素或生物活性物质也应该纳入营养调节

的考虑之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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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酸度条件对紫花苜蓿叶蛋白
产率的影响及产物营养价值评定

姚宝强 张桂国

摘 要 试验利用盐酸将提取液 pH值调至 3、4、5、6, 分别测定不同酸度条件下的紫花苜蓿叶蛋
白产量，进而求出叶蛋白产率。试验结果表明：提取液 pH值为 3耀4时，所得的叶蛋白产率较高，pH越3
时，叶蛋白产率为 20.74%；pH越4时，其产率为 16.29%。另外，对所得叶蛋白及其副产物进行了营养价
值测定，主要是粗蛋白和粗灰分的含量测定分析。试验结果说明提取液酸度对叶蛋白的营养价值影响

较大，而对草渣则没有明显的影响。此外，叶蛋白的粗蛋白含量很高，pH值为 3时，含量是 57.98%；pH
值为 4时，含量是 53.18%。

关键词 酸度；叶蛋白；产率；营养价值

中图分类号 S816.15
Influence of different acidity on alfalfa leaf protein

production rates and nutritional value assess
Yao Baoqiang, Zhang Guiguo

Abstract This experimen used hydrochloric acid to regulate extracts' pH to 3尧4尧5尧 6, respectively
measured alfalfa leaf protein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acidity conditions , then obtained the leaf protein
production rates. The test result indicated that,when extracts' pH was 3~4,the obtained leaf protein pro鄄
duction rate was high. When pH=3, the leaf protein production rate is 20.74%; when pH=4, its produc鄄
tion rate is 16.29豫 . in addition,this experiment measured the nutritional value of leaf protein and its
vice, mainly was the analysis of crude protein and the ash content.Test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extracts
acidity affect larger the nutritional value of the leaf protein, and the grass dregs is not visible impact.
Moreover, leaf protein has high protein content,pH=3,the content is 57.98%; pH to 4,content is 53.18%.
Key words acidity曰leaf protein曰production rates 曰nutritional value
紫花苜蓿叶蛋白的产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加

水比例尧加盐比例尧加热温度尧加热时间尧提取液酸度
等遥 本文研究了提取液酸度对叶蛋白产率的影响,最
终得出了最佳的酸度条件,而且与众多学者的研究结
论一致遥 另外,本研究测定尧分析了主副产物的营养价
值,全面阐述了叶蛋白和草渣的利用开发价值及其发
展潜力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紫花苜蓿由泰安市畜牧局提供袁种植于山东农业
大学动物科技实验站,刈割于现蕾后期,含水量为75%遥
1.2 试验方法

采用完全随机试验设计袁按新鲜苜蓿提取液 pH
值分为 4 个处理袁每个处理取鲜苜蓿 400 g袁折合干
重为 100 g袁 此外每个处理根据所提取的汁液分为 3
个重复袁分别提取叶蛋白袁水浴加热温度为 70 益袁用
分析纯盐酸调提取液 pH 值为 3尧4尧5尧6袁 加水比为
12.5袁试验设计如表 1所示遥

表 1 试验方案

项目

处理 1

处理 2

处理 3

处理 4

鲜草提取液 pH 值
3

4

5

6

重复编号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姚宝强，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271018，山东省泰
安市岱宗大街 61号动物科技学院 2号楼院办。
张桂国，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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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试验获得的叶蛋白及草渣进行营养成分测定袁
采用凯氏定氮法测粗蛋白含量;常规法测粗灰分含量遥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2.1 不同 pH值下加热凝聚法所得叶蛋白的干重及
产率渊见表2冤
表 2 不同 pH值下加热凝聚法所得叶蛋白干重及产率
项目

3

4

5

6

重复编号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叶蛋白干重渊g冤
7.90
7.25
5.59
4.08
5.98
6.22
4.31
4.13
4.63
3.28
3.79
3.54

叶蛋白产率渊%冤
20.74

16.29

13.06

10.61

由表 2可见袁提取液 pH值为 3时袁叶蛋白产率最
高袁为 20.74%曰pH值为 4时袁为 16.29%袁相对较高遥试
验结果表明袁随着 pH值的升高袁叶蛋白产率呈递减趋
势袁 即较强的酸性是获取高叶蛋白产率的重要因素曰
而且 pH值为 3时叶蛋白沉淀速率最快袁 即用盐酸调
至 pH=3时立即出现沉淀遥 由此可见提取液酸度是影
响叶蛋白产率的重要因素袁因此调节提取液的酸度是
提取叶蛋白的关键环节遥
2.2 不同 pH值下加热凝聚法所得草渣的含量及其
水分测定渊见表 3冤
表 3 不同 pH值下加热凝聚法所得草渣含量及干物质比例
项目

3
4
5
6

草渣鲜重渊g冤
196
160
181
238

草渣干物质渊g冤
51
44
45
56

干物质比例渊%冤
26.02
27.50
24.86
23.53

由表 3可见袁400 g鲜苜蓿可获得草渣 160耀238 g
不等袁草渣干物质占草渣鲜重的 25%左右袁即草渣含
水量为 75%左右遥 虽然提取液 pH值不同所获得的草
渣重量有所差别袁但这与酸度没有直接的关系袁而与
刈割的鲜草有关袁即与刈割的时期和部位有密切的
关系遥
2.3 主副产物粗蛋白含量的测定渊见表 4冤

由表 4可见袁提取液 pH值为 3耀4时袁所得的叶蛋
白的粗蛋白含量明显高于其它酸性条件下所得的

值袁pH越3时袁粗蛋白含量为 57.98%袁pH越4时袁含量为
53.18%曰 而草渣的粗蛋白含量没有显著的差别袁为

19%左右遥 这说明了提取液 pH值影响了叶蛋白的粗
蛋白含量袁而对草渣没有明显的影响遥

表 4 不同 pH值对主副产物粗蛋白含量的影响
项目

3
4
5
6

试样
叶蛋白
草渣
叶蛋白
草渣
叶蛋白
草渣
叶蛋白
草渣

粗蛋白含量渊豫冤
57.98
20.90
53.18
19.34
45.13
18.56
41.93
18.42

2.4 主副产物的粗灰分含量的测定渊见表 5冤
表 5 不同 pH值对主副产物的粗灰分含量的影响
项目

3
4
5
6

试样
叶蛋白
草渣
叶蛋白
草渣
叶蛋白
草渣
叶蛋白
草渣

粗灰分渊豫冤
12.78
6.42
12.54
5.77
11.01
5.60
9.42
5.34

由表 5可见袁提取液 pH值为 3耀4时袁所得的叶蛋
白粗灰分含量较高 袁pH =3 时为 12.78% 袁pH =4 为
12.54%曰而草渣的粗灰分含量相差不明显遥 这同样说
明了酸度对叶蛋白的粗灰分影响较大袁而对草渣影响
不明显遥草渣作为提取叶蛋白的副产物受酸度的影响
不明显遥
3 讨论

3.1 pH值对叶蛋白产率的影响分析
试验数据表明袁 提取液 pH值为 3耀4是酸性加热

凝聚法提取叶蛋白最理想的酸性条件遥在此酸性条件
下叶蛋白产率较高遥 紫花苜蓿叶蛋白为酸性蛋白袁其
等电点渊pI冤在 pH值 3耀4遥 由于蛋白质是一种两性电
解质袁其表面电荷随溶液的 pH值改变而发生变化遥当
溶液 pH>pI时蛋白质带负电荷袁当溶液 pH<pI时蛋白
质带正电荷袁当溶液 pH值接近 pI时蛋白质净电荷为
零袁消除了蛋白质分子表面电荷之间的排斥力袁使蛋
白质分子聚合袁表现为溶解度降低遥
3.2 叶蛋白及其副产物草渣的营养成分分析

从试验数据中可以看出院不同酸性条件下所得的
叶蛋白粗蛋白含量差异显著袁而草渣的粗蛋白及粗灰
分含量差别不显著遥 当 pH值为 3耀4时袁 所得叶蛋白
粗蛋白含量最高袁由此可得袁在此酸性条件下采用加
热凝聚法提取紫花苜蓿叶蛋白最为理想遥 另外袁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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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研究结果表明袁 叶蛋白中蛋白质含量一般为 45%耀
65%袁氨基酸组成齐全且配比合理袁含量十分丰富袁其
中赖氨酸和苏氨酸的含量最高遥 草渣含水分 60%左
右袁干物质中含粗蛋白质 12%耀16%袁粗脂肪 1.8%袁粗
纤维 32%耀36%袁 粗灰分 7.3%遥 草渣的有机质和粗蛋
白质的消化率低于同类牧草的干草袁而粗纤维的消化
率差异不大遥 这是由于牧草经强力压榨后袁70%以上
的细胞壁被破坏袁有利于草食家畜消化吸收遥 干草饼
与其原料干草相比袁营养成分差别很小袁矿物元素的
含量也能基本满足家畜的需要遥
4 结论

4.1 酸性加热凝聚法提取紫花苜蓿叶蛋白的最适 pH
值为 3耀4袁在此酸性条件下所得叶蛋白不仅产率高而
且其粗蛋白含量较高遥
4.2 提取液酸度对叶蛋白的营养价值影响较大袁而
对草渣没有显著的影响遥
4.3 提取液 pH 值为 3 时袁 叶蛋白粗蛋白含量为
57.98%曰提取液 pH值为 4时袁含量为 53.18%遥由此可
见袁叶蛋白的粗蛋白含量很高袁具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和发展潜力遥 通过粗蛋白和粗灰分评定分析袁草渣同
样具有很大的饲用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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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酶解条件对豆粕降解的影响
曾有均 王之盛 何经纬

摘 要 采用中性蛋白酶处理豆粕，在不同 pH值、固液比、酶用量条件下，测定氨基氮的产生量。
研究结果表明：中性蛋白酶的适宜反应条件为 pH值 7.5、固液比 19和酶用量 1.5豫，并极显著提高
了氨基氮的释放量（P约0.01）。

关键词 中性蛋白酶；豆粕；氨基氮含量

中图分类号 S816.42
当今世界饲料蛋白质缺乏袁来源受到限制袁大豆

蛋白作为应用最广泛的植物性饲料蛋白质资源袁具有
蛋白质含量高袁氨基酸组成较平衡袁原料价格低等特
点遥 但由于大豆蛋白中存在蛋白酶抑制因子尧大豆抗
原尧脂肪氧化酶尧脲酶尧植物红细胞凝集素等多种抗营

养因子袁特别是热稳定性因子的存在袁从而限制了大
豆蛋白质饲料的进一步开发尧利用遥 对于热不稳定性
抗营养因子袁可以采取加热方法予以去除遥 但对于热
稳定性因子袁如大豆抗原尧胃胀气因子等袁严重影响动
物对营养物质的吸收与利用袁特别是大豆抗原袁不仅
降低饲料蛋白质的利用率袁而且还会引起动物过敏反
应袁导致腹泻尧生产性能下降袁甚至死亡[1]遥大豆抗原引
起犊牛肠道组织学结构损伤袁造成呼吸障碍袁进而引
起腹泻[2]遥 目前袁国内外去除大豆抗原的方法主要有院
热乙醇处理尧微波处理尧膨化加工处理等袁但这些处理

曾有均，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625014，四川省雅
安市四川农业大学动科院 76#。

王之盛、何经纬，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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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成本高尧安全性差尧污染大尧不宜推广遥 而利用生
物酶制剂对大豆抗原进行降解尧分离尧量化尧评价袁具
有低成本尧高效率尧无污染尧安全性高尧 易推广等优
点遥 王之盛等[3]渊2004冤研究发现袁对豆粕进行酶解袁能
显著增加蛋白质饲料的利用率尧 提高动物免疫力尧防
止过敏反应遥 本试验利用中性蛋白酶处理脱脂大豆袁
从而确定酶的适宜水解条件袁为合理利用大豆饲料产
品寻找一种有效方法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和设备

精制中性蛋白酶渊无锡市博立生物制品有限公
司冤尧 脱脂大豆粉尧茚三酮尧氯化亚锡尧无水磷酸氢二
钠尧磷酸氢二钾尧L-亮氨酸曰精密 pH 计渊PHS-3C冤尧恒
温水浴锅尧722光栅分光光度计尧离心机遥
1.2 方法

1.2.1 标准曲线的绘制

参照王镜岩等[4]渊2002冤标准曲线的绘制院准确吸
取标准液 0尧1.0尧1.5尧2.0尧2.5尧3 ml渊相当于 0尧200尧300尧
400尧500尧600 滋g L-亮氨酸冤分别置于试管中袁加水补
充至体积各为 4.0 ml袁 然后各加入 1 ml茚三酮溶液
渊2%冤袁1 ml磷酸缓冲溶液渊pH=8.04冤袁摇匀置沸水浴
中加热 15 min袁取出迅速冷却至室温袁加水定溶至 50
ml袁摇匀静置 15 min袁在 570 nm波长测定吸光值袁绘
制标准曲线遥
1.2.2 适宜 pH值的确定

豆粕粉碎过 120 目筛袁脱脂后袁取 1 g豆粕粉加
溶液 10 ml袁按照固液比 110渊其中 9 ml磷酸盐缓冲
溶液袁1 ml酶液冤袁加酶与底物量比例渊E/S冤=1%渊质量
百分比冤袁 分别取初始 pH 值为 6.5尧7.0尧7.5尧8.0尧
8.5袁在 37 益恒温水浴锅水解 30 min后袁沸水浴灭活
20 min袁离心过滤袁取样测氨基氮含量遥
1.2.3 适宜酶用量的确定

样品处理同上袁在确定的适宜 pH值条件下袁考虑
到实际生产中的成本问题袁故取酶用量分别为原料的
0.5%尧1%尧1.5%尧2%尧2.5%袁其它条件不变袁取样测氨
基氮含量遥
1.2.4 适宜固液比的确定

样品处理同上袁 在前确定的适宜 pH值和适宜酶
用量的条件下袁从饲料能耗上进行考虑用水量按照固
液比渊g/ml冤分别为 16尧19尧112尧115 溶解袁其
它条件不变袁取样测氨基氮含量遥
1.2.5 样品的测定

取稀释液 1.0 ml袁按标准曲线的步骤操作袁测定
吸光值袁扣除样品的空白值袁从标准曲线上查得氨基
酸微克数遥 按下式计算样品的氨基氮含量院

氨基氮含量渊mg/100 g豆粕冤=渊 伊1 000 冤伊100
式中院 要要要从标准曲线上查得的氨基酸的量渊滋g冤曰

要要要测定的样品溶液相当于样品的量渊g冤遥
1.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3.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袁LSD法进行
多重比较遥
2 结果分析与讨论

2.1 适宜 pH值的确定渊见表 1及图 1冤
表 1 不同 pH值对氨基氮产生量的 LSD多重比较

项目
6.50
7.00
7.50
8.00

氨基氮渊mg/100 g豆粕冤
93.940 3A
124.682 3B
144.786 3C
112.782 2D

氨基氮变化量渊%冤
32.73尹
16.12尹
22.10引

注院同列标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不同大写字
母表示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曰尹表示氨基氮产量的增加袁引表
示氨基氮产量的降低遥 表 2尧表 3同遥

150

120

90

60 5 5.5 6 6.5 7 7.5 8 8.5
pH值

图 1 氨基氮含量随 pH值变化趋势
在 F值显著条件下袁进行多重比较袁结果表明院不

同 pH 值下的氨基氮产量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袁从图
1可以看出袁随着 pH值的增加袁氨基氮产生量也随之
增加袁 在 pH=7.5时产生的氨基氮量极显著高于其余
pH值时的产量袁即氨基氮产生量最大袁对脱脂豆粉的
水解程度最大遥

赵新淮等[5](1995)研究表明袁这是由于酶反应介质
的 pH值可影响酶分子袁 特别是活性中心上必需基团
的解离程度和催化基团中质子供体或质子受体所需

的离子化状态袁 也可影响底物和辅酶的解离程度袁从
而影响酶与底物的结合遥只有在特定的 pH值条件下袁
酶尧 底物和辅酶的解离情况最适宜于它们互相结合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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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生催化作用袁使酶促反应速度达最大值袁pH值过
高尧过低均会影响氨基氮的产量遥 经 SPSS13.0对数据
进行回归分析袁得到适宜 pH=7.40袁在实验设计的 pH
值梯度范围之内遥 与李磊等[6]试验结果不同渊确定的
pH=8.0冤袁可能与使用的中性蛋白酶不同有关袁而该
实验测得的中性蛋白酶的 pH 值与其适宜 pH 值相
符合遥
2.2 适宜酶用量的确定渊见表 2及图 2冤

表 2 不同酶用量对氨基氮产生量的 LSD多重比较
项目
0.5%
1%
1.5%
2%

氨基氮渊mg/100 g 豆粕冤
166.940 5A
194.984 8B
275.874 5C
247.257 8D

氨基氮变化量渊%冤
16.80尹
41.49尹
10.37引

300
260
220
180
140
100 0 0.5 1 1.5 2 2.5

酶量渊豫冤
图 2 氨基氮含量随酶添加量变化趋势

多重比较结果表明不同酶用量条件下的氨基氮

产量差异均极显著渊P<0.01冤遥从图 2及表 2可以看出,
随着酶用量的逐渐增加袁 氨基氮产量也在逐渐增加,
但是随着酶用量的进一步提高,氨基氮的产生量反而
下降袁酶用量在 1.5%时氨基氮产量达到最高遥 这主要
是由于酶用量过大袁而底物浓度相对较低袁加之酶
之间发生自身水解现象袁 导致酶对底物的作用减弱袁
从而使产生的氨基氮含量降低遥 与李磊尧陈钧志等[6]

实验结果趋势一致渊其酶用量为 3%尧4%尧5%尧6%尧
7%尧8%尧9%冤袁 但考虑到实际饲料生产中酶的价格太
高袁 高浓度增加酶的用量对氨基氮的产生量改变不
大袁从而确定适宜酶用量为 1.5豫遥
2.3 适宜固液比的确定渊见表3及图 3冤

表 3 不同固液比对氨基氮产生量的 LSD多重比较
项目
16
19
112
115

氨基氮渊mg/100 g 豆粕冤
154.958 3Aa
217.530 0ABb
248.022 1ABb

257.133 4Bb

氨基氮变化量渊%冤
40.38尹
14.02尹
3.67尹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13 16 19 112 115 118

固液比

图 3 氨基氮含量随固液比变化趋势

多重比较结果表明院固液比为 115时的氨基氮
产生量极显著高于 16时(P<0.01)袁而固液比为 112
和 19 时氨基氮的产生量均显著高于 16 时渊P<
0.05冤袁其余为不显著渊P跃0.05冤遥由表 3可知袁在固液比
为 19时,氨基氮产生量的增长幅度和增加量最大袁
提高了 40.38%袁以后随着固液比的增加袁氨基氮产生
量的增长幅度明显下降袁这是因为在起始较高固液比
时袁由于含水量过低袁导致酶与底物不能充分结合袁使
得氨基氮的产生量很低袁但随着用水量的增加袁氨基
氮的产生量也在逐渐增加袁 但增加的速度明显减慢遥
主要是因为底物含量不变袁随着含水量的增加袁导致
酶与底物的结合几率减少袁从而影响反应速率和氨基
氮的产生量遥 由表 3和图 3可见袁虽然氨基氮的产生
量随固液比的增加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袁但是在固液比
成倍增加的时候氨基氮的产生量并没有成倍增加遥综
合考虑到饲料加工尧产物浓缩以及能耗等诸多因素袁故
确定适宜固液比为 19遥 与李磊等[7]实验结果相同遥
3 结论

用中性蛋白酶处理脱脂大豆粉的适宜水解条件

为 pH越7.5尧固液比19和酶用量 1.5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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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植物活性提取物对菜籽油的抗氧化性研究
刘利林 敖长金 何艳香

摘 要 试验研究了 4种植物活性提取物的抗氧化活性。将核桃叶、红枣叶、甘草、石榴皮的活性提
取物分别和植物油混合后高温诱导其氧化，采用碘量法测定菜籽油的过氧化值作为评价提取物抗氧化

性能的依据。结果表明，0.1%石榴皮的活性提取物对植物油保护效果最好，0.2%的甘草活性提取物次之。
关键词 植物；活性提取物；菜籽油；抗氧化性

中图分类号 S816.11
食品和饲料在加工尧贮藏过程中发生的过氧化作

用对它们的稳定性和质量影响很大遥脂类的过氧化作
用是自由基对不饱和脂肪酸的作用袁过氧化反应发生
的过程袁也是一个导致脂肪酸酸败和腐败的过程遥 贮
藏的时间尧温度尧光照和制作过程中的 pH值等均能影
响食品和饲料中脂质过氧化物遥采用抗氧化剂来防止
食品和饲料的氧化是贮藏食品和饲料最常用也是非

常有效的手段遥 动物试验表明袁合成类抗氧化剂具有
一定的毒性和致癌作用袁存在安全性问题遥所以袁人们
对合成类抗氧化剂的怀疑和排斥心理增加袁使这些物
质的使用受到了限制遥

天然抗氧化剂由于安全尧无毒等优点受到普遍欢
迎袁 天然抗氧化剂也成为油脂化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并已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遥近年来的临床医学研究结
果表明袁天然抗氧化剂似乎具有协助并保护身体细胞
组织抵抗活性氧化物质 (Reactiveoxygenspecies曰ROS)
的能力袁所以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重视遥 随着分离技
术的进步袁 对中草药化学成分的研究有了较大进展曰
随着药理作用研究的深入袁中草药的抗氧化活性也正
日益受到重视遥

新疆南疆地区石榴资源丰富袁品质优良袁但石榴
皮大多被作为废物丢弃或焚烧遥 石榴酒厂的加工副
产品石榴皮尧籽尧渣利用率极低袁这不但浪费资源而
且污染环境遥甘草资源也相当丰富袁但还停留在甘草
膏的提取阶段袁其中许多有价值的活性成分都不能分
离而白白浪费遥本试验旨在研究四种提取物的抗氧化
活性袁 为进一步开发利用南疆地区中草药资源提供
帮助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红枣叶采于塔里木大学果园曰石榴皮采于喀什曰甘
草采于阿拉尔曰 核桃叶采于塔里木大学果园曰 茶多酚
(食品级)遥

植物油院菜籽油袁购于塔里木大学市场袁未添加任
何抗氧化物遥
1.2 仪器与器皿

仪器院FA2004型上皿电子天平渊上海精密科学仪
器公司冤曰101型电热鼓风干燥箱渊北京光明医疗仪器
厂冤曰气浴恒温振荡器渊THZ要82A江苏金坛市医疗仪
器厂冤曰超声波发生器曰旋转蒸发仪 RE要52AA渊上海
亚荣生化仪器厂冤曰自动双重纯水蒸馏器(上海申立玻
璃有限公司)遥

器皿院250 ml三角瓶袁10 ml碱式滴定管尧移液枪尧
铁架台等遥
1.3 试剂及配制

三氯甲烷尧冰乙酸尧乙酸乙酯尧石油醚尧碘化钾尧硫
代硫酸钠均为分析纯遥

饱和 KI溶液院精确称量 KI 14 g袁溶于 10 ml双蒸
水袁微热使其溶解袁储于棕色瓶中备用遥

1%淀粉溶液院将 0.5 g淀粉用少量蒸馏水润湿后
加水至 50 ml袁搅拌溶解袁煮沸 3 min遥

0.01 mol/l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院吸取浓度
为 0.1 mol/l的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 25 ml注入
250 ml棕色容量瓶中袁定容至 250 ml遥

三氯甲烷-冰乙酸混合液院量取 40 ml三氯甲烷袁
加入 60 ml冰乙酸混合遥
1.4 抗氧化活性成分的提取

1.4.1 样品预处理

样品采集后袁除去泥沙尧灰尘尧腐败物等杂质袁洗
净置鼓风干燥箱中 60 益下干燥 (使水解苷的水解酶
失活)后粉粹袁过 60目筛袁保存于干燥避光处备用遥

刘利林，塔里木大学动物科技学院，843300，新疆阿拉尔。
敖长金，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科学与医学学院。

何艳香，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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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提取

本试验选用乙醇为溶剂遥称取干燥的植物样品适
量置于保鲜袋内袁按固液比为 110渊W/V冤与 70%乙
醇混合袁置于气浴恒温振荡器中 45 益袁振荡 24 h袁取
出后置于超声波发生器中袁55 益下提取 45 min遥 过滤
后在旋转蒸发器中回收乙醇并浓缩袁浓缩液用石油醚
脱脂后袁再用乙酸乙酯萃取至上清液无色袁然后用旋
转蒸发仪回收乙酸乙酯袁 剩余物置于真空干燥箱中
55 益下干燥 24 h即得提取物遥
1.5 抗氧化活性测定

1.5.1 原理

油脂在存放期间发生氧化反应,采用查理烘箱法
高温诱导此反应,此过程中产生过氧化物与碘化钾作
用,生成游离碘,以硫代硫酸钠溶液滴定,用淀粉作指
示剂,计算得出过氧化值遥
1.5.2 测定步骤

称量菜籽油 25 g盛于 50 ml烧杯中曰用适量的乙
醇和乙酸乙酯渊11冤混合液溶解石榴皮尧核桃叶尧红
枣叶尧甘草提取物袁以 0.05%尧0.10%尧0.15%尧0.20%的
浓度与油混匀袁将已添加好提取物的油脂置于恒温干
燥箱中 60 益下加速氧化遥 每隔 48 h测定每种浓度下
菜籽油的过氧化值遥
1.5.3 过氧化值计算

在装有称好试样的锥形瓶中加入 30 ml 三氯甲
烷-冰乙酸混合液袁使样品完全溶解袁再加入 1.00 ml
碘化钾溶液袁紧密塞好瓶盖袁并轻振摇 30 s袁于暗处放
置 3 min遥 取出加 75 ml双蒸水袁摇匀袁立即用硫代硫
酸钠标准滴定溶液渊0.01 mol/l冤滴定袁至淡黄色时袁加
1 ml淀粉指示剂袁继续滴定至蓝色消失为终点袁取相
同量三氯甲烷-冰乙酸溶液尧碘化钾溶液尧水袁按同一
方法袁做试剂空白试验遥 其余各个浓度的平行试验同
法进行测定遥

过氧化值按下式计算院
POV渊meq /kg冤= 渊 1- 0冤伊1 000

式中院 1要要要用于测定的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

体积渊ml冤曰
0要要要空白试验消耗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

的体积渊ml冤曰
要要要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渊mol/l冤曰
要要要试样的质量渊g冤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对植物油的保护性作用

2.1.1 4种提取物对植物油保护作用比较渊见图 1耀4冤
由图 1~4可知袁添加四种植物活性提取物的植物

油在整个过程中过氧化值均小于对照组渊空白冤袁且过
氧化值较对照组增加缓慢袁可见四种植物活性提取物
对菜籽油的氧化均有延缓作用遥
2.1.2 不同样品添加浓度相同时对菜籽油的保护作

用比较渊见图 1~4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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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0.05豫浓度下各样品 POV随时间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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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0.1豫浓度下各样品 POV随时间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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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0.15豫浓度下各样品 POV随时间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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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0.2豫浓度下各样品 POV随时间变化趋势
由图 1~4可以看出院相同浓度下各物质的抗氧化性

强弱顺序分别为院0.05%时茶多酚>石榴皮>核桃叶>甘
草>红枣叶>空白曰0.1%时石榴皮>茶多酚>核桃叶>甘
草>红枣叶>空白曰0.15%时茶多酚>石榴皮>甘草>核桃
叶>红枣叶>空白曰0.2%时茶多酚>石榴皮>甘草>核桃
叶>红枣叶>空白遥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院4种提取物中
石榴皮的抗氧化性最强, 在 0.05%尧0.15%尧0.2%浓度下
其对油脂的保护作用仅次于茶多酚袁添加浓度为 0.1%
时其抗氧化性超过了茶多酚遥红枣叶的抗氧化性最弱袁
甘草和核桃叶抗氧化性居中遥
2.1.3 同种样品添加浓度不同时抗氧化性强弱比较

渊见图5耀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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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甘草在不同浓度下过氧化值随时间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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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红枣叶在不同浓度下过氧化值随时间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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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石榴皮在不同浓度下过氧化值随时间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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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核桃叶在不同浓度下过氧化值随时间变化趋势

由图 5耀8中可以看出袁四种植物活性提取物不同
浓度抗氧化性强弱依次为院甘草 0.2%>0.15%>0.1%>
0.05%曰红枣叶 0.2%>0.15%抑0.1%>0.05%曰石榴皮0.1%>
0.15%>0.2%>0.05%曰核桃叶 0.15%>0.1%>0.2%>0.05%遥
四种提取物中除了甘草抗氧化性的增加严格按照

0.05%尧0.1%尧0.15%尧0.2%的顺序递增袁 即甘草抗氧化
性随添加浓度的增大而增强袁其它三种提取物抗氧化
性的增强不是严格按照浓度的增大顺序而增强的袁有
重复现象存在袁但从整体观察袁各提取物抗氧化性都
是随着添加浓度的增大而增强的遥在本试验所设计的
浓度范围内抗氧化性的强弱与添加浓度的大小呈正

相关袁即提取物的添加浓度和抗氧化性之间呈明显的
剂量-效应关系遥
2.2 菜籽油外观检查结果

提取物颜色院核桃叶提取物为棕黄色曰石榴皮提
取物为棕红色曰红枣叶提取物为棕红色曰甘草提取物
为橙黄色曰茶多酚为棕黄色曰五种物质均呈现金属光
泽遥 植物油原色为棕黄色袁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添加核
桃叶尧石榴皮尧红枣叶乙醇提取物袁油样呈墨绿色曰添
加茶多酚油样呈红棕色曰 仅添加甘草乙醇提取物后袁
油样颜色变化不明显遥 所有油样均无异味遥 植物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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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物混合后均匀透明袁 因添加浓度升高而加深颜
色袁有微量析出遥其中以核桃叶乙醇提取物析出明显袁
析出物呈深墨绿色遥
3 讨论

3.1 检测方法的可靠性

本试验采用烘箱法高温诱导植物油发生脂质过

氧化反应渊LPO冤袁然后用 GB/T5009.37要1996 标准推
荐的碘量法测定油脂的 POV值袁 是目前用于检测抗
氧化剂抗氧化性能较为普遍的方法袁但此方法对硫代
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的配置和储存要求极为严格袁且
硫代硫酸钠极不稳定袁而滴定终点又不易把握袁试验
中如果忽略这些问题将会造成大的误差袁所以应用此
法要慎重遥
3.2 添加浓度对抗氧化性能的影响

由图 1耀8显示在整个诱导期内添加了活性提取
物的菜籽油 POV值始终都没有超过空白对照的 POV
值袁但过氧化值在 48耀192 h增长缓慢袁而 288耀480 h
增长较快, 除了可以证明四种提取物具有抗氧化性
外袁还说明提取物的添加浓度是适当的袁至少没有过
量遥 据文献报道袁任何抗氧化剂的添加都对体系有一
定要求,大多数酚类抗氧化剂在高添加量下不但起不
到抗氧化效果反而有助氧化的作用袁因此单从抗氧化
机理方面考虑酚类抗氧化剂都存在一个最大添加量

的问题袁并不是添加浓度越大抗氧化性能越强遥 根据
这种说法袁 油脂最易发生助氧化的阶段应是添加初
期袁因为此时抗氧化剂浓度相对高袁容易造成过量曰而
到了后期油脂加速氧化产生大量过氧化物袁此时抗氧
化剂含量又急剧下降袁 尽管试验组油脂 POV远小于
空白对照组袁 但也应看到试验组 POV值由前期的缓
慢增长逐渐变为快速增长袁即抗氧化剂的抗氧化性随
时间延长在逐渐减弱直至完全失去抗氧化性遥针对以
上不足袁 考虑是否有必要研究一种新型抗氧化剂袁其
在添加初期不易造成助氧化且在后期仍然有较强

的抗氧化性袁 即其抗氧化性可在整个保存期内均匀
释放遥
3.3 活性成分与抗氧化性

脂类的过氧化作用是自由基对不饱和脂肪酸的

作用袁过氧化反应发生的过程袁也是一个导致脂肪酸
酸败和腐败的过程遥 贮藏的时间尧温度尧湿度尧光照和
制作过程中的 pH值等均能导致饲料和食品中脂质过
氧化物的产生遥

石榴皮中鞣质(主要有安石榴林和安石榴苷)含量
占 10.4%耀21.3%曰黄酮(黄酮类主要为天竺葵素尧矢车

菊素类成分)含量也很高遥 二者均属于多酚类化合物袁
鞣质又称鞣酸和单宁袁是一类复杂的多元酚类化合物
的总称袁目前研究表明鞣质是强的还原剂袁除了具有
传统的收敛作用外袁与抗氧化有关的药理作用主要有
淤抑制抗坏血栓的氧化分解曰 于抑制脂质的过氧化曰
盂对过氧化物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遥其抗氧化活性部位
是酚性羟基袁比 琢-生育酚及抗坏血栓的抗氧化作用
持续时间长遥 黄酮类物质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性能袁一
直是天然抗氧化剂研究领域的焦点袁它具有比鞣质更
强的抗氧化性能和生物活性遥本试验中石榴皮所发挥
的抗氧化性具体是二者当中的某一种或者是二者共

同起作用还尚不清楚遥
甘草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袁用途广泛袁有野十方九

草冶之说袁兼有野国老冶的宗称袁甘草的抗氧化活性成分
主要为甘草黄酮类遥 黄酮类化合物主要含甘草甙尧甘
草甙元尧异甘草甙尧异甘草甙元尧甘草黄酮 A和甘草查
尔酮 A尧B等遥 我国学者傅乃武等报道了 14种甘草黄
酮类化合物和 3种三萜类化合物对 4种活性氧的清
除作用袁证实了甘草中含有的黄酮类成分具有明显的
抗氧化作用遥日本学者 Hatano T等报道了甘草根中黄
酮类成分的清除自由基作用遥 吴仲礼等研究表明袁异
甘草素为既有抗氧活性袁又有抗黑曲霉活性的有效成
分遥 从本试验的结果看袁甘草提取物却有相当强的抗
氧化性袁且对菜籽油的外观无不良影响遥
3.4 提取物对外观的影响

由 2.2 可知四种提取物对菜籽油外观除色泽外
其它指标渊如透明度尧气味尧杂质等冤均无不良影响袁偶
尔见烧杯底部有提取物析出袁这可能是添加浓度过高
造成的袁 因为随着添加浓度的增加析出物在增加袁也
可能与均质处理方法有关袁由于条件限制不能用比较
好的均质方法遥如果添加浓度合适并使用好的均质处
理方法析出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遥
4 结论

试验提取的核桃叶尧红枣叶尧石榴皮尧甘草植物活
性物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性能曰其中石榴皮提取物的抗
氧化效果最明显袁0.1%石榴皮的活性提取物对植物油
保护效果最好曰 其次是甘草提取物袁0.2%的甘草活性
提取物抗氧化效果次之袁核桃叶居中袁红枣叶的抗氧
化效果稍差遥

（参考文献 9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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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短链脂肪酸对肉仔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及相关作用机制的探讨

刘永祥 胡忠宏 呙于明

摘 要 试验旨在研究复合 SCFAs对肉仔鸡生产性能的影响及其相关的作用机制。120只 AA
肉仔鸡随机分成 2组（复合 SCFAs添加组和对照组），每组 6 个重复，每个重复 10 只鸡。结果表明，与
对照组相比，添加复合 SCFAs组的肉仔鸡的体增重、耗料量、胰腺相对重量分别提高了 4.4豫、5.6%、
16豫（P<0.05），小肠淀粉酶和胰蛋白酶的活性分别提高了 48.5%和 37.3豫（P<0.05），降低了十二指肠中
大肠杆菌的数量（P<0.05）以及血清中葡萄糖和胰岛素的含量（P<0.05）。日粮中使用复合 SCFAs可以
提高肉仔鸡小肠消化酶活性，减少消化道中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肉仔鸡的生产性能。

关键词 短链脂肪酸；肉仔鸡；生产性能；机制

中图分类号 Q547
The effect of SCFAs combination on growth performance of

broiler chickens and its mechanism
Liu Yongxiang, Hu Zhonghong, Guo Yuming

Abstract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study effect of SCFAs combinations on the growth perfor鄄
mance of broiler chicks and it鸳s the mechanism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1 day old AA broiler chicks
were allocated at random into 2 groups with six replicates each. Two groups were fed with the basal diet
or the diet supplemented with of SCFAs combin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control,
body weight gain, feed intake, pancreas relative weight of bird fed diet supplemented with SCFAs in鄄
creased 4.4豫,5.5%,16豫 respectively渊P<0.05冤(P<0.05). Dietary SCF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activ鄄
ity of amylase and trypsin in the small intestine (P<0.05), reduced the number of the E.coli in the crop,
duodenum and ileum(P<0.05),decreased the concentrations of glucose and insulin in serum(P<0.05).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dietary SCFAs mixture improved digestive enzyme activity, reduced E.coli counts
in the digestive tract袁improved growth performance.
Key words short chain fatty acids曰broiler chicks曰growth performance曰mechanism
短链脂肪酸渊short-chain fatty acids袁SCFAs冤主要

是由盲肠或结肠中的微生物发酵日粮中的纤维素尧未
被消化的淀粉等物质产生的袁主要有乙酸尧丙酸尧丁酸
等遥 SCFAs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哺乳动物上袁尤其是人
和大鼠结肠炎方面袁对正常肠道研究的还很少袁并且
SCFAs的供给方式大多集中在灌注上袁对于在动物日
粮中添加的方式还很少渊Kripke 等袁1989曰Rolandelli
等袁1986冤遥短链脂肪酸在家禽生产中的应用研究的很
少遥 SCFAs可以降低环境 pH 值袁又能以未解离的形

式直接进入细菌细胞内袁 有很强的杀菌作用袁 因此
SCFAs可能影响肉仔鸡的肠道生理状态袁从而影响肉
仔鸡的生产性能遥

以往的研究表明袁肉仔鸡日粮中添加复合 SCFAs
能够提高 0耀21 日龄鸡料重比和采食量袁乙酸尧丙酸尧
丁酸的最佳添加比例是 500500500渊mg/kg冤渊胡忠
宏袁2006冤袁其相关机理目前还不清楚遥 本试验旨在探
讨日粮按上述比例添加复合 SCFAs对肉仔鸡肠道生
理的影响袁从而揭示复合 SCFAs改善肉仔鸡生产性能
的原因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

120只生长发育正常且健康的 1 日龄 AA肉仔鸡
随机分配到复合 SCFAs添加组渊试验组冤和对照组遥 每
组 6 个重复袁每个重复 10 只鸡袁基础日粮配方及其营

刘永祥，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博士，450008，河南
省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 16号。
胡忠宏、呙于明（通讯作者），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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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水平渊参照中国 2004 年肉仔鸡饲养标准配制冤见表
1袁 所有鸡按试验要求采用立体笼养方式进行饲养袁

水暖控温袁每日 23 h光照袁自由采食和饮水袁执行常规
免疫程序遥

表 1 试验日粮的组成和营养水平（风干基础）

日粮组成
玉米渊豫冤
大豆粕渊豫冤
大豆油渊豫冤
磷酸氢钙渊豫冤
石粉渊豫冤
赖氨酸渊豫冤
蛋氨酸
氯化胆碱渊50%冤渊豫冤
食盐渊豫冤
多矿渊豫冤
多维 渊豫冤
乙酸/丙酸/丁酸钠渊111冤渊mg/kg冤

对照组
60.30
33.20
2.50
1.80
1.30
0.03
0.20
0.10
0.35
0.20
0.02

试验组
60.15
33.20
2.50
1.80
1.30
0.03
0.20
0.10
0.35
0.20
0.02

1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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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
12.32
21.00
1.00
0.45
0.49
1.10

试验组
12.31
21.00
1.00
0.45
0.49
1.10

注院1.多维向每千克日粮提供 VA 12 500 IU尧VD3 2 500 IU尧VE 18.75 mg尧VK3 2.65 mg尧VB1 2.0 mg尧VB6 6.0 mg尧VB12 0.025 mg尧烟
酸 50 mg尧D-泛酸 12 mg尧叶酸 1.25 mg曰

2.多矿向每千克日粮提供 Cu 8 mg尧Fe 80 mg尧Mn 100 mg尧Zn 75 mg尧Se 0.15 mg尧I 0.35 mg遥

1.2 检测指标及测定方法

1.2.1 生产性能测定

分别在 21 日龄末称量各试验组的剩余饲料量袁
同时于清晨空腹时称量各试验组鸡体重袁 计算增重尧
耗料量和料重比遥
1.2.2 小肠食糜中酶活性和十二指肠食糜 pH 值的
测定

在 21 日龄袁每个重复取 1 只鸡袁取小肠食糜袁然
后用液氮迅速冷冻袁在原30 益冰箱保存袁以备处理和
进行酶活性的分析遥淀粉酶渊EC3.2.1.1冤活性的测定采
用碘原淀粉比色法渊试剂盒由南京生物工程研究所生
产冤遥 胰蛋白酶渊EC3.4.21.4冤活性的测定院胰蛋白酶同
BAPNA 渊苯甲酰精氨酸对硝基苯胺袁Sigma袁B4875冤反
应袁产生黄色的对硝基苯胺袁用终点法或动力学法
通过分光光度计测定 (Nitsan 等袁1974)遥 糜蛋白酶
(EC3.4.21.1)活性的测定院糜蛋白酶同 GPPNA渊戊二
酰原L原苯丙氨酸原P原硝基苯胺袁Sigma袁G2505冤反应袁产
生黄色的对硝基苯胺袁 用终点法或动力学法通过分
光光度计测定渊Nir 等袁1978冤遥十二指肠食糜 pH值直
接用 pH 计测定遥
1.2.3 小肠尧胰腺相对重量

取小肠尧胰腺袁立即称重袁相对重量越器官重伊100/
活鸡重遥
1.2.4 十二指肠食糜中细菌数量的测定

称取 0.5 g左右的食糜袁 用生理盐水按 W/V=1/10
稀释袁摇匀遥然后继续用生理盐水进行一系列稀释(102耀

105)遥 分别从 103尧104尧105稀释度溶液中取 100 ml接种
到含有培养基的培养皿中遥大肠杆菌数量采用伊红美蓝
培养基渊成分院蛋白胨 10 g尧曙红钠 0.4 g尧牛肉浸粉 5 g尧
琼脂 14.5 g尧氯化钠 5 g尧乳糖 10 g尧亚甲基蓝 0.065 g尧
蒸馏水 1 000 ml冤37 益有氧培养 24 h计数袁 乳酸杆菌
采用乳酸杆菌培养基渊成分院西红柿汁 50 ml尧酵母浸粉
5 g尧牛肉浸膏 10 g尧乳糖 20 g尧葡萄糖 2 g尧磷酸氢钾
2 g尧吐温原80 1 g尧琼脂 15 g尧蒸馏水 950 ml冤37 益厌氧
培养 48 h计数遥 结果表示为 lg cfu/g(cfu表示菌落数)遥
1.2.5 血清中葡萄糖和胰岛素水平的测定

在 21 日龄袁每个重复取 1 只鸡袁记录重量袁屠宰
取血袁析出血清袁在原30 益冰箱保存袁以备葡萄糖尧胰岛
素含量的测定遥血清中胰岛素水平采用放射免疫法测
定遥 试剂盒由北京华英生物技术研究所提供遥 血清中
血糖含量测定采用葡萄糖氧化酶-过氧化物酶(GOD原
PAP)法(Tiffany 等袁1972)遥样品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原子
能所测定遥
1.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0.0进行独立性 T检验袁数据用 Mean依
SE表示遥
2 结果

2.1 生产性能渊见表 2冤
表 2 日粮中添加复合 SCFAs 对肉仔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项目
对照组
试验组
P值

体重渊g冤
751依12
784依9
0.049

耗料量渊kg冤
1.08依0.02
1.14依0.01

0.023

料重比
1.45依0.03
1.46依0.03

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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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相比袁试验组肉仔鸡的体重和耗料量分
别提高 4.4豫和 5.6%渊P约0.05冤袁但对料重比没有显著
影响渊P跃0.05冤遥
2.2 小肠食糜酶活性尧十二指肠 pH值及组织器官发
育渊见表3冤

表 3 日粮中添加 SCFAs对小肠重量、十二
指肠 pH值、小肠食糜的酶活性的影响

项目
胰腺相对重量
小肠相对重量
十二指肠 pH值
淀粉酶渊U/mg冤
胰蛋白酶渊U/g冤
糜蛋白酶渊U/g冤

对照组
0.31依0.02
3.81依0.34
6.09依0.07

29.79依4.89
41.50依3.95
1.92依0.17

试验组
0.36依0.01
4.10依0.25
6.01依0.10
44.25依4.30
56.99依2.98
1.90依0.19

P值
0.046
0.495
0.553
0.049
0.011
0.933

如表 3 所示袁与对照组相比袁试验组肉仔鸡胰
腺相对重量提高了 16豫渊P<0.05冤袁但小肠相对重量在
两组之间没有差异渊P跃0.05冤遥 日粮中添加 SCFAs后袁
小肠淀粉酶和胰蛋白酶的活性分别提高了 48.5%
和37.3豫渊P<0.05冤袁糜蛋白酶的活性没有变化遥 日粮中
添加 SCFAs对十二指肠食糜的 pH 值没有显著影响
渊P跃0.05冤遥
2.3 十二指肠食糜中细菌数量以及血清中葡萄糖和

胰岛素的含量渊见表 4冤
表 4 日粮中添加 SCFAs对十二指肠食糜中细菌

数量及血清中葡萄糖和胰岛素的含量影响

大肠杆菌
渊lg cfu/g冤
2.73依0.07
2.35依0.14

0.038

乳酸杆菌
渊lg cfu/g冤
5.22依0.25
5.35依0.40

0.792

葡萄糖
渊mmol/l冤

18.52依0.53
16.65依0.62

0.044

胰岛素
渊UIU/ml冤

20.92依1.90
14.72依1.87

0.043
对照组
试验组
P值

项目

日粮中添加 SCFAs对肉仔鸡肠道中的乳酸杆菌
数量影响不显著渊P>0.05冤袁但显著降低了十二指肠中
大肠杆菌的数量渊P<0.05冤遥 同时也显著降低了肉仔鸡
血清中葡萄糖和胰岛素的含量渊P<0.05冤遥
3 讨论

3.1 日粮中添加复合 SCFAs 对肉仔鸡生产性能的
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袁日粮中添加复合 SCFAs增加了采
食量和体增重遥 Furuse和 Okumur渊1989冤报道鸡自由
采食时袁 随着日粮乙酸水平增加渊0尧12.7尧25.4尧38.1尧
50.8尧63.5 g/kg冤袁4耀14 日龄肉仔鸡的体增重尧 耗料量
线性降低遥Pinchasov和 Jensen渊1989冤报道日粮中添加
2%耀3%乙酸降低了 7耀21日龄肉仔鸡的采食量遥 另一
些研究报道袁 日粮中添加 0.2%丁酸酯没有减少肉仔

鸡采食量渊Leeson等袁2005冤遥 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在
于院以前的学者研究时日粮中复合 SCFAs 的含量都
高于 2 000 mg/kg遥高浓度的复合 SCFAs具有刺激性
气味袁抑制采食袁但低浓度的复合 SCFAs具有芳香气
味袁有诱食作用袁促进肉仔鸡采食遥 虽然鸡的味蕾比
哺乳动物少得多袁 但是它对气味的变化也有敏锐的感
觉(Gentle等袁1975)遥
3.2 日粮中添加复合短链脂肪酸对胰腺相对重量尧
小肠食糜 pH值和食糜中消化酶活性的影响

日粮中添加复合 SCFAs 不影响小肠的相对重
量袁但显著增加胰腺相对重量袁表明日粮中添加复合
SCFAs对内脏器官发育不起作用袁对胰腺的发育具有
促进作用遥在无菌条件下袁乙酸对肠道重量没有影响曰
口服丁酸对肠道重量没有影响渊Furuse等袁1991冤袁这与
本结果比较一致遥 在本试验中袁日粮中添加复合 SC鄄
FAs增加胰腺相对重量袁同时提高肉仔鸡的采食量和
小肠消化酶的活性袁 提示复合 SCFAs通过增加采食
量袁反射性地刺激胰腺发育遥胰腺能够分泌淀粉酶尧胰
蛋白酶尧糜蛋白酶尧脂肪酶等肠道食糜消化酶袁从而提
高肠道中消化酶的活性遥 Thaela 等渊1988冤报道袁添加
2.5%乳酸增加了仔猪胰液尧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的分
泌量遥 侯永清等渊1996冤研究表明袁添加柠檬酸和磷酸
可以提高小肠内胰蛋白酶和淀粉酶活性遥 Hulan 和
Bird渊1972冤报道袁增加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性日粮的采
食量能提高胰液中淀粉酶和脂肪酶的活性遥日粮中添
加复合 SCFAs不影响十二指肠食糜 pH值袁原因可能
是院消化液具有很强的 pH值调节能力袁当消化道内出
现引起消化道食糜 pH值升高或降低的物质时袁 消化
道将通过改变消化液中酸性或碱性物质分泌量来使

pH值保持稳定平衡状态遥 Hurwite等渊1972冤尧Riley等
(1984)和 Shafey等(1991)的试验也均证明了这一点遥
3.3 日粮中添加复合短链脂肪酸对微生物肠道细菌

的影响

本试验证实了日粮中添加复合 SCFAs能够抑制
大肠杆菌的生长袁 而乳酸杆菌对其具有较强的耐受
力遥 有研究表明丙酸和其它有机酸渊如甲酸尧乙酸尧丁
酸尧乳酸等冤对沙门氏菌具有抑制作用(Westerfield等袁
1970曰Russell等袁1992曰Hinton 等袁1990)遥 酸化剂减少
了肉鸡空肠中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数量渊曹志华等袁
2005冤遥挥发性脂肪酸渊VFA袁volatile fatty acids冤是肠道
中抑制病原微生物的重要因素, 当 VFA 浓度升高时
可抑制沙门氏菌的生长渊Bornhoff等袁1964冤,日粮中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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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乙酸和丙酸可能增加肠道中挥发性脂肪酸的含量遥
肠道中抑制病原微生物的能力还与 pH值有关袁但这
在本试验中没有得到证实袁因为肉仔鸡日粮中添加乙
酸或丙酸对小肠 pH值没有影响遥
3.4 日粮中添加复合短链脂肪酸对血清中葡萄糖和

胰岛素含量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日粮中添加复合 SCFAs显著降低了
肉仔鸡血清中葡萄糖和胰岛素的含量遥葡萄糖被吸收
后是单胃动物的主要能量来源袁也是调节能量代谢的
中心代谢物遥 当血糖浓度降低时袁往往引起采食量增
加遥血糖浓度的降低会反馈性降低血清中胰岛素的浓
度遥 Venter等渊1990冤报道袁日粮中添加丙酸钠增加禁
食时血糖的含量遥丙酸盐增加血清中胰岛素的敏感性
渊Christina等袁1990冤遥 Tappenden等渊1998冤报道袁全肠
外营养中 SCFAs能促进胰岛素及肠道前胰高血糖素
源性肽类物质的分泌遥 结果的不一致是由于 SCFAs
的添加方式引起的袁还是由于其它原因造成的袁尚需
要进一步研究遥
4 结论

日粮中添加复合 SCFAs能够降低肉仔鸡血清中
葡萄糖和胰岛素的含量袁 抑制消化道中大肠杆菌生
长袁促进肉仔鸡胰腺发育袁增加肉仔鸡小肠食糜中淀
粉酶尧胰蛋白酶活性袁改善肉仔鸡小肠消化功能袁提高
肉仔鸡的生产性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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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择体重相近、健康的 1日龄罗曼肉用雏 120只，在基础日粮中分别添加 0.2%柠檬酸、
乳酸和延胡索酸，观察有机酸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 22~42日龄，添加柠檬酸组和延胡
索酸组采食量均比对照组显著增加（P约0.05）；在 1~21日龄及全期，添加柠檬酸组日增重比对照组显
著增加（P约0.05)，在 22~42日龄添加柠檬酸组日增重比对照组和添加乳酸组有显著增加（P约0.05)；3种
有机酸对料肉比指标影响有下降趋势，但均未达到显著水平（P跃0.05)。

关键词 有机酸；肉鸡；生产性能

中图分类号 Q946.81
在动物生产中袁人们在饲料中添加的酸制剂主要

是有机酸袁而无机酸中除磷酸外袁其余应用较少遥常用
的有机酸包括柠檬酸尧延胡索酸尧乳酸等及其盐类遥有
机酸能够降低动物肠道中 pH 值袁增强对蛋白质的消
化袁可与某些在碱性环境中易形成难溶性盐的矿物质
螯合,促进其被吸收利用遥 从而达到提高饲料转化率袁
降低饲料成本的目的遥 本研究通过单因子试验设计袁
将 3 种常用的有机酸,添加于雏鸡日粮中,以考察不同
有机酸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袁为实际生产中有机酸
的合理利用提供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与分组

选择 1日龄罗曼肉用雏 120只 渊公母各半冤袁随
机分成 4 组袁每组设 5 个重复袁每个重复 6 只鸡袁各
组试验鸡基础饲粮相同袁其中一组设为对照组 ,按
照基础日粮配方饲喂曰其它组是在对照组饲粮配方
的基础上袁分别添加 0.2 %的柠檬酸尧延胡索酸和
乳酸遥
1.2 试验饲粮

基础饲粮主要由玉米尧 豆粕尧 麸皮及鱼粉等组
成袁营养水平参照 NRC(1994)中营养成分供给量标准
和我国肉鸡饲养标准设计袁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
平见表 1遥

表 1 基础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

日粮组成
玉米
豆粕
麸皮
鱼粉
酵母
骨粉
贝壳粉
食盐
微量元素
蛋氨酸
多维
氯化胆碱

含量渊%冤
65.78

21
6

2.5
0.5
2

1.52
0.3
0.2
0.1
0.02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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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
14.40
1.12
0.62
0.38
0.74
0.65

1.3 饲养管理与试验时间

试验在河北保定某养鸡场进行遥鸡舍在试验前进
行熏蒸消毒袁试验各阶段保持正常温度尧湿度袁饲养方
式为笼养袁每笼 6只袁饲养条件基本一致袁按肉鸡免疫
程序接种鸡群袁自由采食与饮水袁各组鸡群按常规管
理遥 试验期从 2006年 4月 15日耀5月 27日共 42 d遥
1.4 试验考察指标

在试验过程中袁第 1尧21和 42日龄对鸡进行空腹
称重袁以计算平均日增重渊ADG冤曰以每个重复为单位
测定各组鸡的喂料量和剩余料量曰以计算平均日采食
量渊ADFI冤曰根据采食量和增重计算各阶段及全期饲料
转化率渊F/G冤遥
1.5 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袁并用 Duncan鸳s法比较各处理平均数间差异的
显著性袁计算结果用平均数依标准差表示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3种有机酸对肉鸡采食量的影响
在基础日粮中分别添加 0.2%柠檬酸尧 延胡索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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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对肉鸡采食量的影响结果见表 2遥
表 2 3种有机酸对肉鸡采食量的影响（g）

项目
对照组
柠檬酸组
延胡索酸组
乳酸组

1~21日龄
46.31依3.21
49.52依2.85
47.66依1.42
48.24依5.09

22~42日龄
143.23依10.21b
149.58依5.63a

149.88依11.05a

145.23依13.24b

1~42日龄
94.25依8.41
98.25依4.06
96.34依11.46
95.21依14.80

注院同列肩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以下各表同遥
由表 2可以看出袁 试验中的两个阶段和全期袁饲

粮添加 0.2%柠檬酸尧延胡索酸和乳酸使鸡的采食量均
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袁并且在 22~42 日龄阶段袁柠檬
酸组和延胡索酸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约0.05)袁
在 1~21日龄阶段和全期各组之间未达显著水平渊P跃
0.05冤遥 因此袁综合各阶段结果袁柠檬酸和延胡索酸对
采食量影响最大遥
2.2 3种有机酸对肉鸡日增重的影响

分别添加 0.2%柠檬酸尧延胡索酸和乳酸袁对肉鸡
日增重的影响结果见表 3遥

表 3 3种有机酸对肉鸡日增重的影响（g）
项目
对照组
柠檬酸组
延胡索酸组
乳酸组

平均出壳重
39.06依2.33
39.36依1.26
38.53依5.37
38.46依4.80

1~21日龄
31.36依2.34b
33.25依2.06a
33.02依7.71ab

32.59依3.65ab

22~42日龄
65.41依2.46b
70.08依6.78a
69.25依4.13ab

66.54依8.39b

1~42日龄
52.62依5.04b
56.11依4.27a
54.56依7.05ab

53.46依1.49ab

由表 3可见袁在 1~21日龄阶段和全期袁添加0.2%
柠檬酸组的日增重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的提高渊P约
0.05冤袁在 22~42日龄阶段袁添加 0.2%柠檬酸组与对照
组和添加 2%乳酸组的日增重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袁其
余各阶段及全期各处理组之间日增重差异不显著渊P跃
0.05冤遥 从总的趋势看袁3种有机酸对日增重都有增加
趋势袁尤其是柠檬酸组增加显著遥
2.3 3种有机酸对肉鸡料肉比的影响渊见表 4冤

表 4 3种有机酸对肉鸡料肉比的影响
项目
对照组
柠檬酸组
延胡索酸组
乳酸组

1~21日龄
1.47依0.20
1.46依0.22
1.48依0.19
1.44依0.07

22~42日龄
2.01依0.16
1.91依0.11
1.94依0.06
1.95依0.12

1~42日龄
1.75依0.06
1.63依0.15
1.65依0.04
1.68依0.07

由表 4看出袁各试验组与对照组及试验组之间料
肉比指标均未达到显著水平渊P跃0.05冤袁但在 22~42日
龄阶段及全期袁添加 3 种有机酸组均比对照组有所
降低遥
3 讨论

3.1 柠檬酸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由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袁 添加 0.2%柠檬酸可在

试验后期提高采食量 4.43%袁在试验全期日增重显著
提高 6.63%袁 说明柠檬酸对肉鸡生产性能有一定作
用遥 尹靖东等渊1999冤报道日粮中添加 0.5%柠檬酸使
肉鸡增重提高 6.1%曰王华等渊2005冤试验结果表明袁在
全价日粮中添加 0.1%柠檬酸袁 试验组仔鸡 6周龄平
均体重比对照组提高了 9.33%袁这些与本试验结果相
似遥 多项研究表明袁柠檬酸不但能很好地提高仔猪生
长性能和饲料利用率袁而且对蛋鸡的产蛋率尧料蛋比
和肉鸡的增重尧饲料利用率等均有显著作用遥 目前柠
檬酸促进畜禽生长发育和饲料转化率机理尚不十分

清楚袁但总的认为柠檬酸可以提高饲料的酸度袁改善
饲料适口性袁进入机体后可直接参与代谢袁促进肠道
对无机盐的吸收袁并且能够有效抑制肠道有害微生物
生长袁促使有益菌的繁殖袁加速营养物质的转化袁从而
促进肉鸡生长发育遥
3.2 延胡索酸及乳酸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延胡索酸能抑制中枢神经袁起到镇静作用袁从而
增加肉鸡机体的抗应激能力遥此外延胡索酸与乳酸还
具有抗氧化性袁有效保护饲粮中的维生素袁对真菌有
杀灭和抑制作用袁防止饲料霉变袁增强适口性袁提高肉
鸡采食量遥 由表 2可知袁添加 0.2%延胡索酸在试验后
期鸡的采食量提高了 4.64%遥 试验结果显示袁添加有
机酸使全期试验中各阶段日增重均有不同程度提高袁
这一结果与宋逸成等渊2004冤雏鸡日粮中添加 0.3%延
胡索酸袁使日增重提高 15.3%的报道相近遥 研究表明袁
肉鸡饲料中添加延胡索酸的机理之一是饲料酸化后袁
能够降低胃内容物的 pH值袁提高蛋白酶原激活率袁促
进蛋白质的分解与吸收袁从而提高饲料的消化率和生
长速度遥 乳酸对采食量和日增重的影响有增加的趋
势袁对料肉比影响有所降低袁但均未达显著水平袁这和
有些报道不同袁有待于进一步试验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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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链脂肪酸对牛日粮纤维物质消化的影响
王 聪 黄应祥 刘 强 王 浩 任建民

摘 要 试验选用 4头装有永久性瘤胃瘘管的西门塔尔牛阉牛。采用 4伊4拉丁方设计，分 5期试
验测定异丁酸、异戊酸、2-甲基丁酸、戊酸及混合酸（每天每千克体重 0、0.02、0.04和 0.06 g）对纤维物
质消化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日粮添加支链脂肪酸或混合酸后，0.04 g/kg异丁酸、2-甲基丁酸或戊酸组
中性洗涤纤维和酸性洗涤纤维消化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异戊酸或混合酸处理组中性洗涤纤
维和酸性洗涤纤维消化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0.04 g/kg组显著高于 0.02 g/kg组（P<0.05）。添加
各种支链脂肪酸在 0.04 g/kg对纤维物质消化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适宜添加水平为 0.04 g/kg。

关键词 西门塔尔牛；支链脂肪酸；消化率

中图分类号 S823.5
支链脂肪酸渊BCFA冤是瘤胃内纤维分解菌的生长

因子袁可提高纤维分解菌的数量袁促进纤维的消化 [1]遥
瘤胃中支链脂肪酸主要来源于蛋白质降解后氨基酸

渊缬氨酸尧亮氨酸和异亮氨酸冤经氧化脱氨基或脱羧基
后的产物遥在草原或牧场放牧的牛袁随着牧草的成熟袁
瘤胃支链脂肪酸浓度下降[2袁3]遥 研究表明袁当牛采食劣
质牧草时袁瘤胃支链指肪酸含量在检测限以下[4]袁说明
在劣质牧草日粮中添加异位酸是有益的遥目前的研究
集中在支链脂肪酸的混合物[5-7]袁缺乏对单一支链脂肪
酸的研究遥 本试验以劣质粗饲料玉米秸秆为日粮袁研
究单一支链脂肪酸或混合酸对西门塔尔牛阉牛日粮

纤维物质消化率的影响袁为目前仍以玉米秸秆为主饲
养牛羊的实际生产和反刍动物瘤胃调控提供帮助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和试验设计

选用 4头装有永久性瘤胃瘘管袁年龄 2.5岁袁体况
良好袁体重 420 kg的西门塔尔牛阉牛遥 采用 4伊4拉丁
方设计袁以消除动物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遥 试验分 5
期完成袁分别测定每天每千克体重添加 0尧0.02尧0.04和
0.06 g的异丁酸尧异戊酸尧2-甲基丁酸尧戊酸及混合酸
(按照体积比 1111混合)袁对日粮纤维物质消化的
影响袁每期分 4阶段袁每阶段预试期 10 d袁正试期 10 d遥
1.2 试验日粮及饲养管理

饲粮的精粗比为 4060袁 以玉米秸秆为粗料袁日
粮组成和营养水平见表 1遥 试验牛单槽饲养袁每日 7:00
和 19:00饲喂袁自由饮水遥 所用酸为分析纯化学试剂袁

将其均匀混入精料中饲喂遥
表 1 试验基础日粮组成和营养水平（DM基础）

日粮组成
玉米秸秆
玉米
麸皮
豆粕
棉粕
菜粕
石粉
食盐
预混料

含量渊豫冤
60.0
20.8
4.0
6.6
4.8
2.0
0.6
0.4
0.8

营养水平
综合净能渊MJ/kg冤
粗蛋白质渊%冤
中性洗涤纤维渊%冤
酸性洗涤纤维渊%冤
钙渊%冤
磷渊%冤

6.54
10.74
56.51
35.59
0.75
0.52

注院预混料可为每千克全价料提供 VA 3 000 IU尧VD 1 200 IU尧VE
15 IU尧铁 30 mg尧铜 8 mg尧锌 30 mg尧锰 40 mg尧碘 0.25 mg尧硒
0.3 mg尧钴 0.1 mg遥

1.3 样品采集与分析测定

采用内源指示剂法渊酸不溶灰分法袁简称 AIA
法冤[8]袁每阶段采集饲料尧草样品袁测定初始水分后备存
测定成分遥日取粪 3次(7:00耀8:00尧13:00耀14:00尧19:00耀
20:00)袁连取 10 d遥 每次取粪量为 120 g袁按粪样重的
25%加入 10%酒石酸溶液搅拌均匀袁于 65耀70 益烘干
至恒重得初水分袁 保存至每阶段试验结束后袁10 d粪
样混合均匀尧粉碎贮存袁测定中性洗涤纤维(NDF)和酸
性洗涤纤维(ADF)[9]遥
1.4 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

营养物质消化率等数据应用 SPSS10.0统计分析
软件的 One-way-ANOVA进行方差分析和 LSD 多重
比较袁结果以平均数依标准误表示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日粮添加支链脂肪酸对西门塔尔牛日粮 NDF消
化率的影响渊见表 2冤

由表 2可见袁日粮添加异丁酸尧2-甲基丁酸或戊酸
后,0.04 g/kg组 NDF消化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和 0.02 g/kg
组(P<0.05)袁但与 0.06 g/kg组差异不显著(P>0.05)遥 添加

王聪，山西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博士，副教授，030801，
山西太谷。

黄应祥、刘强、王浩、任建民，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7-04-02
绎 山西农业大学青年基金项目（2005002）资助

反刍动物营养 《饲料工业》·圆园园7年第 圆8卷第 13期

49



异戊酸或混合酸后处理组 NDF消化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袁0.04 g/kg组 NDF消化率显著高于 0.02 g/kg
组(P<0.05)袁但与 0.06 g/kg组差异不显著(P>0.05)遥

表 2 日粮添加支链脂肪酸对西门塔尔牛

日粮 NDF消化率的影响（%）

异丁酸
异戊酸
2-甲基丁酸
戊酸
混合酸

项目
支链脂肪酸渊g/kg冤

0
59.42依2.38b
58.36依1.96c
59.15依1.78b

58.69依1.43b
58.58依2.15c

0.02
60.25依1.94b
65.78依1.67b
62.06依1.34b

62.96依1.20b
64.89依1.54b

0.04
67.72依1.58a
72.09依2.13a
68.02依1.01a

67.17依1.31a
72.15依1.64a

0.06
64.41依1.21ab
67.41依1.37ab
63.59依2.01ab

64.50依1.41ab
67.85依1.77ab

注院同行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肩标相同字
母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下表同遥

2.2 日粮添加支链脂肪酸对西门塔尔牛日粮 ADF消
化率的影响渊见表 3冤

表 3 日粮添加支链脂肪酸对西门塔尔牛

日粮 ADF消化率的影响（%）

异丁酸
异戊酸
2-甲基丁酸
戊酸
混合酸

0
55.16依1.07b
56.33依2.11c
55.87依1.85b
57.01依1.67c
56.89依1.34c

0.02
57.88依1.10b
63.84依1.14b
59.90依2.69ab

70.81依1.09b
64.32依1.25b

0.04
64.86依1.45a
70.92依1.60a
63.09依1.82a

74.60依0.94a
70.58依1.37a

0.06
57.39依2.25b
66.27依1.99ab
61.23依1.13ab

72.87依1.12ab
67.34依1.66ab

项目
支链脂肪酸渊g/kg冤

由表 3可见袁日粮添加异丁酸后袁0.04 g/kg组ADF
消化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和其它处理组渊P<0.05冤曰添
加异戊酸后袁 处理组 ADF消化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袁
0.04 g/kg 组显著高于 0.02 g/kg 组渊P<0.05冤曰添加 2-
甲基丁酸后袁0.04 g/kg组显著高于对照组渊P<0.05冤曰添
加戊酸或混合酸后处理组 ADF消化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袁0.04 g/kg组显著高于 0.02 g/kg组渊P<0.05冤遥
3 讨论

一些体内试验表明袁BCFA对纤维表现消化率没
有影响遥用含 5%脱水黑麦草及脱水三叶草的日粮饲喂
羔羊进行代谢试验结果表明袁 异丁酸和异戊酸对酸性
洗涤纤维及纤维素的消化没有促进作用[10]遥 随着日粮
中可发酵饲草量的减少袁 支链脂肪酸的作用会逐渐削
弱遥 本试验日粮添加支链脂肪酸或混合酸后袁0.04 g/kg
异丁酸尧2-甲基丁酸或戊酸组 NDF消化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和 0.02 g/kg组曰异戊酸或混合酸处理组 NDF消化
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袁0.04 g/kg组显著高于 0.02 g/kg组遥
这是由于试验日粮粗饲料比例较高袁 并且由于支链脂
肪酸是瘤胃内纤维素分解菌生长必需的营养物质袁因
此添加后主要影响日粮中粗纤维的消化和降解遥 Stern
渊1985冤等利用体外法观测 BCFA对纤维素消化率的影
响袁当试验组日粮干物质中含 0.8%的 AS-VFA渊混合挥

发性脂肪酸铵冤时与对照组相比袁中性洗涤纤维尧酸性
洗涤纤维尧半纤维素和纤维素的消化率都有显著提高袁
分别增加了 31%尧17%尧51%和 12% [11]遥 Klusmeyer 等
(1987)用直接饲喂尧瘤胃灌注尧皱胃灌注三种方式添加
AS-VFA袁以观察瘤胃纤维素 48 h和氮 24 h的降解率袁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袁 但三种处理下纤维素
和氮的降解率曲线均呈线性增加[12]遥 Felix(1980)和 Feio
渊1984冤的研究也同样证实 AS-VFA对日粮可消化养分
无显著影响袁但在低质日粮中添加时袁却可提高纤维素
和氮的利用率[13]袁这也充分说明本试验结果的可靠性遥
4 结论

日粮添加 0.04 g/kg支链脂肪酸或混合酸袁显著提
高 NDF和 ADF消化率遥 根据结果判定添加各种支链
脂肪酸或混合酸 0.04 g/kg 对纤维物质消化有显著
促进作用袁各种支链脂肪酸或混合酸适宜添加水平为
0.04 g/kg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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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复合发酵剂对奶牛饲料纯蛋白含量的影响
辛健康 薛泉宏

摘 要 试验研究了奶牛饲料经复合发酵剂发酵后蛋白质含量，结果表明：奶牛饲料经复合发酵

剂预发酵处理纯蛋白含量明显提高，复合发酵剂添加量、发酵时间和发酵模式对纯蛋白含量影响较

大。随着复合发酵剂用量增加，发酵产物中纯蛋白含量呈曲线变化，先增加，后降低；料中添加氮素和

延长发酵时间，有利于发酵饲料中菌体生长，增加纯蛋白；采用低温低含水量发酵，可抑制细菌大量

繁殖引起的酸败变质，同时增加发酵时的通气量，有利于菌体生长，纯蛋白含量提高幅度大（最高比

原料提高 19.2豫）。奶牛饲料的最适预发酵条件为复合发酵剂量 10 g/kg、添加氮素、温度 30 益、时间
48 h、水料=2.53。

关键词 复合发酵剂；蛋白质；饲料发酵；发酵条件

中图分类号 S816.6
烟曲霉和黑曲霉有很强的糖化能力袁可以分泌多

种酶袁酵母可以生产单细胞蛋白及维生素袁尤其是 B
族维生素遥在饲料中添加混合发酵剂进行固体发酵有
利于饲料中纤维素的糖化及菌体蛋白质的生成袁可增
加饲料中纯蛋白质和 B族维生素含量袁提高饲料的消
化利用率遥本文重点研究了不同条件下混合发酵剂对
奶牛饲料中蛋白质含量的影响袁旨在为奶牛饲料的预
发酵处理技术应用提供帮助遥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1.1 菌种

酵母菌尧黑曲霉和烟曲霉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
源环境学院微生物教研室保存遥
1.1.2 活化菌种培养基

淤试管斜面培养基院PDA 培养基遥 于土豆汁培
养基遥
1.1.3 发酵培养基

向罐头瓶中装 7 g小麦秸秆粉和 3 g麸皮袁 混合
均匀袁按干料营养液(质量比)越13.5加入 35 ml营
养液袁湿热灭菌遥 营养液中含大量成分(g/l)院(NH4)2NO3
4.3尧MgSO4窑7H2O 0.3尧KH2PO4 4.3尧CaCl2 0.3曰微量成分
渊mg/l冤院FeSO4窑7H2O 5.0尧MnSO4窑H2O 1.6尧ZnSO4窑7H2O
1.4尧CoCl2 2.0遥
1.1.4 复合发酵剂

粗酶制剂的制备院将烟曲霉尧黑曲霉分别活化后袁

接入固体培养基中发酵 48 h然后低温烘干袁 再将两
种曲霉的发酵产物以 11的比例混合袁 混合物的羧
甲基纤维素酶(CMCA)活力为 99.1 IU/g袁滤纸酶(FPA)活
力为 3.13 IU/g遥

酵母菌发酵液的制备院 将酵母菌种在 PDA斜面
上活化两次袁 然后接入土豆汁培养基中袁28 益摇床培
养 48 h渊菌数 10亿/ml冤遥

复合发酵剂的制备院将粗酶制剂与酵母菌发酵液
按 11混合袁40 益低温烘干即制成复合发酵剂遥
1.1.5 发酵材料

玉米粉麸皮奶牛饲料添加剂越221的奶
牛饲料遥
1.2 方法

1.2.1 奶牛饲料固体发酵试验方案渊见表 1冤
1.2.2 发酵产物纯蛋白含量测定

将发酵产物在 40 益烘干袁采用硫酸铜沉淀法和
凯氏法定氮袁以 N伊 6.25换算成蛋白含量遥 每处理重
复 3次遥
2 结果与讨论

2.1 发酵条件对饲料中纯蛋白含量的影响渊见表 2冤
从表 2可知袁随着混合发酵剂用量增加袁发酵产

物中纯蛋白含量呈曲线变化袁先增加袁后降低遥但各处
理之间纯蛋白含量随混合发酵剂用量增加而变化的

幅度袁因其它条件的差异而不同遥 在模式玉中袁发酵
48 h袁无氮处理发酵产物纯蛋白含量随混合发酵剂用
量增加变化极大袁 其纯蛋白含量波动范围在 137.1耀
155.9 g/kg遥 这种曲线变化趋势可能与菌体在发酵物
中的生长状况有关遥 当混合发酵剂量较少时袁纤维素
酶活性较低袁菌体个数较少袁而在适宜的条件下菌体
开始大量繁殖袁增加了纯蛋白含量遥

辛健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资源环境学院，712100，陕西
杨陵。

薛泉宏，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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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奶牛饲料经不同发酵预处理所

得发酵产物纯蛋白含量（g/kg）

模式玉

模式域

渊域-玉冤/玉渊%冤

24渊a冤

48渊b冤

渊b- a冤/a渊%冤

24渊a冤

48渊b冤

渊b-a冤/a渊%冤
24
48

无氮
⊿%
有氮
⊿%
NA%
无氮
⊿%
有氮
⊿%
NB%
无氮
有氮
无氮
⊿%
有氮
⊿%
NC%
无氮
⊿%
有氮
⊿%
ND%
无氮
有氮
无氮
有氮
无氮
有氮

0渊CK冤
136.1
135.3
-0.59
137.1
137.1

0
0.73
1.32

151.2
148.7
-1.65
151.4
153.2
1.19
0.13
3.03

11.09
9.90

10.43
11.74

5
148.7
9.26
158.9
17.44
6.86
142.5
3.94
145.1
5.84
1.82

-4.17
-8.68
157.7
4.30
164.9
10.89
4.53
164.0
8.32
167.1
9.07
1.89
3.99
1.33
6.05
3.77
15.08
15.16

10
140.7
3.38
146.1
7.98
3.84
148.7
8.46
133.4
2.70

-10.29
5.69

-8.69
155.0
2.51
160.4
7.87
3.48
163.1
7.73
172.0
12.27
5.46
5.22
7.23
10.16
9.79
9.68
28.93

20
148.7
9.26
141.6
4.66

-4.77
155.9
13.71
146.1
6.56

-6.29
4.84
3.18
159.5
5.49
155.9
4.84

-2.26
169.3
11.82
169.3
10.51

0
6.14
8.59
7.26
10.09
8.59
15.88

40
128.1
-5.88
147.8
9.24
15.38
139.8
1.97
137.1

0
-1.93
9.13

-7.24
156.8
3.70
161.2
8.41
2.81
161.3
6.54
161.3
5.29

0
2.87
0.06
22.40
9.07
15.38
17.65

项目 发酵时间渊h冤 氮素 复合发酵剂添加量渊g/kg冤

注院淤⊿%越咱渊处理纯蛋白含量原对照纯蛋白含量冤/对照纯蛋白含
量暂伊100豫曰

于N%=咱渊有氮处理纯蛋白含量原无氮处理纯蛋白含量冤/无氮
处理纯蛋白含量暂伊100豫遥

从表 2可知袁加氮处理的发酵产物中纯蛋白含量
大多数高于无氮处理的样品袁模式玉发酵 24 h中袁除
对照和添加复合发酵剂量 20 g/kg时无氮处理比有氮
处理纯蛋白含量高外袁其余有氮处理比无氮处理纯蛋
白含量提高 3.84豫耀15.38豫袁平均提高 8.69豫曰模式域
发酵 24 h的有氮处理比无氮处理纯蛋白含量变化
与模式玉发酵 24 h类似遥而模式玉发酵 48 h中除对
照和添加复合发酵剂量 5 g/kg外袁 其余有氮处理比

无氮处理纯蛋白含量降低 1.93豫耀10.29豫袁平均降低
6.17豫遥

发酵时间对饲料中纯蛋白含量的影响较大遥 模式
域中袁48 h 无氮处理和有氮处理纯蛋白含量变化范
围分别在 151.4耀169.3 g/kg和 153.2耀172.0 g/kg袁无氮
处理和有氮处理在 48 h 比 24 h 纯蛋白含量分别提
高 0.13豫耀6.14豫和 0.06豫耀8.59豫袁平均提高 3.67豫和
4.05豫遥模式玉无氮处理中除添加复合发酵剂量 5 g/kg
时 48 h比 24 h纯蛋白含量低外袁其余 48 h比 24 h处
理纯蛋白含量提高 0.73豫耀9.13豫袁平均提高 5.10豫曰而
有氮处理中除对照和添加复合发酵剂量 20 g/kg 时
48 h比 24 h纯蛋白含量高外袁其余 48 h比 24 h处理
纯蛋白含量降低 7.24豫耀8.69豫袁平均降低 8.20豫遥

模式域和模式玉相比袁 其纯蛋白含量增幅较高遥
发酵 48 h袁模式域较模式玉有氮和无氮处理的纯蛋白
含量增加幅度分别为 11.74豫耀28.93豫和 8.59豫 耀
15.38豫遥 在发酵剂用量 10 g/kg时袁发酵 48 h袁模式域
有氮发酵处理较对照纯蛋白的绝对增量为 18.8 g/kg袁
增幅 12.27豫遥

因此袁奶牛饲料的最适预发酵条件为复合发酵剂
量 10 g/kg尧添加氮素尧温度 30 益尧时间 48 h尧水料=
2.53遥
2.2 奶牛原饲料与奶牛加氮发酵饲料纯蛋白含量

渊见表 3冤
表 3 不同发酵模式下奶牛原饲料与加

氮发酵饲料产物纯蛋白含量（g/kg）

模式玉

模式域

24
⊿%
48
⊿%
24
⊿%
48
⊿%

5
158.9
10.1
145.1

0.6
164.9
14.3
167.1
15.8

10
146.1

1.2
133.4
-7.6
160.4
11.1
172.0
19.2

20
141.6
-1.9
146.1
1.2

155.9
8.0

169.3
17.3

40
147.8

2.4
137.1
-5.0
161.2
11.7
161.3
11.8

平均
148.6
3.0

140.4
-2.7
160.6
11.3
167.4
16.0

复合发酵剂添加量渊g/kg冤
发酵时间渊h冤项目

注院奶牛原饲料纯蛋白含量为 144.3 g/kg曰⊿%越咱(处理纯蛋白含
量原奶牛原饲料纯蛋白含量)/奶牛原饲料纯蛋白含量暂伊100豫遥

表 1 饲料的固体发酵试验方案

0渊对照冤
5
10
20
40

有氮 无氮 有氮 无氮 有氮 无氮 有氮 无氮
发酵 24 h 发酵 48 h 发酵 24 h 发酵 48 h

模式玉渊高温高水袁40 益袁水料=53冤 模式域渊低温低水袁30 益袁水料=2.53冤
复合发酵剂添加量渊g/kg冤

注院加氮处理尿素添加量为 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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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可知袁大多数加氮处理奶牛发酵饲料中纯
蛋白质含量高于奶牛原饲料纯蛋白含量遥

在模式域中袁 发酵 48 h发酵产物蛋白质含量较
奶牛原饲料增加 11.8豫耀19.2豫袁平均增加 16.0豫曰发酵
24 h发酵产物蛋白质含量较奶牛原饲料增加 8.0豫耀
14.3豫袁平均增加 11.3豫遥 在模式玉中袁发酵 24 h各处
理除在复合发酵剂添加量为 20 g/kg纯蛋白含量低于
奶牛原饲料外袁 其它处理的蛋白质含量为 146.1耀
158.9 g/kg袁 比奶牛原饲料蛋白质含量平均提高 3豫曰
发酵 48 h产物中袁复合添加剂量为 5尧20 g/kg的处理
蛋白质含量分别为 145.1尧146.1 g/kg袁 高于奶牛原饲
料蛋白质含量 0.6豫尧1.2豫袁而另外两个处理蛋白质含
量低于奶牛原饲料中蛋白质含量遥 发酵模式玉蛋白
含量增幅低于模式域遥 这是由于发酵模式玉水分含
量高袁温度高袁细菌大量繁殖袁发酵产物发生酸败袁影
响饲用袁而模式域不存在此问题遥 因此袁模式域是比

较理想的奶牛饲料预发酵模式遥
3 结论

3.1 饲料经复合发酵剂预发酵处理纯蛋白含量明显

提高袁复合发酵剂添加量尧发酵时间和发酵模式对纯
蛋白含量影响较大袁随着复合发酵剂用量增加袁发酵
产物中纯蛋白含量呈曲线变化袁先增加袁后降低遥
3.2 料中添加氮素和延长发酵时间袁 有利于发酵饲
料中菌体生长袁增加纯蛋白遥
3.3 采用低温低含水量发酵袁 可抑制细菌大量繁殖
引起的酸败变质袁同时增加发酵时的通气量袁有利
于菌体生长袁纯蛋白含量提高幅度大渊最高比原料提
高 19.2豫冤遥 因此袁奶牛饲料的最适预发酵条件为复
合发酵剂量 10 g/kg尧添加氮素尧温度 30 益尧时间 48 h尧
水料=2.53遥

（参考文献 5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张学智，mengzai007@163.com）

活菌益生高蛋白饲料的生产及应用
肖连冬 马红霞

摘 要 活菌益生高蛋白饲料是一种新型发酵饲料，它是利用日本酵素菌在发酵基料中充分生

长繁殖，在积累大量菌体蛋白的同时，也保存大量有益活菌的一种饲料。该发酵饲料不仅能提高饲料

的营养水平和饲料的利用率，还能提高动物的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动物饲喂试验结果表明，该饲料

能提高奶牛的产奶量，平均每头奶牛每天多产奶 1.09 kg；同时还能改善牛奶品质，与对照组相比，牛奶
脂肪增加 0.07个百分点，蛋白质增加 0.28个百分点，无脂干物质增加 0.20个百分点，乳糖增加 0.07
个百分点。

关键词 发酵饲料；奶产量；乳品质；生产工艺

中图分类号 S816.6
养殖业是我国广大农户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支

柱产业袁每年需要大量蛋白质饲料遥另外袁在目前的畜
牧业生产中大多采用抗生素来防治疾病袁畜禽产品中
出现大量的药物残留袁直接影响人类健康袁无论在国
内市场袁还是国外市场袁畜禽产品销售均受到一定程
度的制约遥 若采用现代生物发酵技术袁加工生物活性
饲料来发展养殖袁可缓解上述问题遥

活菌益生高蛋白饲料是用酵素菌发酵而制得的

生物饲料遥 酵素菌是由乳酸菌尧芽孢杆菌尧酵母菌尧光
合细菌及发酵系列的丝状菌等 24 种复合益生菌组
成遥利用酵素菌发酵制成的饲料进入奶牛的消化系统
后袁有益微生物在消化道内迅速繁殖袁相对于致病菌
来讲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袁形成了竞争性抑制作
用袁大大抑制了需氧性病原菌生长繁殖曰酵素菌通过
发酵产生有机酸如乳酸和乙酸使消化道内的 pH值降
低袁抑制其它病原性微生物生长尧繁殖袁从而维持或恢
复肠道内微生物菌群平衡袁 达到防病促生长的目的曰
酵素菌中的芽孢杆菌尧酵母菌在新陈代谢过程中还可
以破坏饲料中的植物细胞壁袁将纤维素尧果胶质降解

肖连冬，南阳理工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系，副教授，473004，
河南省南阳市。

马红霞，南阳市宛城区畜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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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糖和寡糖袁 并可以在肠道内代谢产生多种消化
酶尧氨基酸尧维生素以及其它一些菌体蛋白袁作为营养
物质被奶牛吸收利用袁从而促进奶牛的生长发育和产
奶袁显著提高饲料的营养水平和饲料利用率曰酵素菌
中的乳酸杆菌可以抑制多种革兰氏阴性病原菌的生

长袁能够提高牛的免疫球蛋白 A的产量袁在肠道内产
生抗感染能力袁所以能提高牛的免疫力袁增强抗病能
力袁减少疾病的发生袁从而间接起到促进动物生长和
提高饲料转化率的作用遥

我们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袁 经过长期试验袁
探索出利用酵素菌发酵生产活菌益生高蛋白饲料的

工艺遥应用此工艺生产的饲料袁活菌含量高袁蛋白质增
加明显袁并通过奶牛的饲喂试验袁证明该饲料有明显
提高产奶量和改善牛奶品质的效果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种

酵素菌渊日本生产冤遥
1.2 培养基原料及配制

玉米粉尧豆粕粉尧棉粕粉尧菜粕粉尧小麦麸皮尧营养
盐袁按比例混合袁蒸汽灭菌袁冷却后水分约 30%~34%袁
基础蛋白含量约 20%遥
1.3 工艺过程

原菌种寅活化寅扩大培养寅饲料发酵寅粉碎寅
真空包装遥
1.4 操作要点

1.4.1 菌种的活化和扩大培养

将红糖和水以 110比例混匀袁在 121 益高温灭
菌 20 min袁冷却至 30 益左右袁加入 0.5%尿素袁按 1%
比例接入原菌种袁于 30 益培养 48 h曰同时将另一部分
原菌种按 0.5%比例接入已灭菌的液体牛肉膏培养基
中袁 于 30 益培养 48 h遥 将上述活化菌种按 151混
合袁以总接种量 10%接种于灭菌的湿润麸皮中袁30 益
培养 72 h袁晾干袁即得到可长期保存的干扩大菌种遥
1.4.2 饲料发酵

将扩大的菌种接入冷却后的固态培养基中袁混
匀袁保温发酵遥为使微生物生长代谢达到预期效果袁根
据大多数有益菌生长代谢要求袁发酵温度控制在 32耀
38 益袁发酵时间 96耀120 h袁接种量 3%遥 发酵过程温度
变化情况见图 1遥

从图 1可以看出袁发酵前期温度升高较快袁大约
在发酵 24 h后温度达到最高袁 然后又逐渐下降袁70 h
后温度基本稳定袁保温至发酵结束遥 在发酵前期培养
基中氧气含量较多袁兼性好氧菌快速生长发酵袁放出

大量的热袁使温度升高遥随着氧气被消耗袁继而出现厌
氧条件袁厌氧微生物进行厌氧发酵袁厌氧发酵产热少袁
随后温度逐步降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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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发酵过程温度变化

2 检测结果与讨论

2.1 感官检测

发酵前院手握饲料成团袁而无明显水样袁颜色为原
料的本来色泽袁无其它气味曰发酵中期(发酵 36 h后)院
手握饲料呈散状袁色较深袁稍有酒香味和酸甜味曰发酵
后期院手握成团袁松开呈蓬散状袁色泽暗黄色袁带有浓
郁的酒香味和酸甜味遥
2.2 常规分析

对发酵后饲料进行常规分析袁其结果见表 1遥
表 1 发酵饲料部分成分分析（%）

项目
发酵前
发酵后

水分
33.92
33.61

粗蛋白
20.01
28.29

粗纤维
7.58
5.75

粗灰分
6.83
6.61

粗脂肪
3.84
3.73

从表 1可以看出袁经过发酵的饲料粗蛋白含量明
显增加袁说明饲料的营养价值提高遥
2.2 发酵后饲料活菌数测定

饲料发酵结束后随饲料常规成分分析一起取样袁
用平板培养计数法测定样品中活菌数量遥用马丁培养
基测定酵母菌细胞数为 3.62伊108个/g曰 用牛肉膏培养
基测定细菌数为 2.45伊108个/g曰用 MRS培养基在厌氧
箱内培养测定乳酸菌数为 1.07伊108个/g遥
2.3 酶活力测定

发酵后酶活测定结果为院淀粉酶活力 300 U/g曰中
性蛋白酶活力 450 U/g曰纤维素酶活力 521 U/g遥 由于
这些酶的存在袁使饲料成分和牲畜的消化利用得到
改善遥
2.4 pH值变化

饲料发酵前 pH 值为 7.2袁发酵后 pH 值为 5.87遥
这是因为微生物代谢产酸袁使得 pH值降低遥 对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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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发酵饲料对奶牛产奶量影响

天次
试验组总产量渊kg冤
对照组总产量渊kg冤
天次
试验组总产量渊kg冤
对照组总产量渊kg冤
天次
试验组总产量渊kg冤
对照组总产量渊kg冤

1
61.9
62.2
11

64.2
58.55

21
67.2

60.35

2
66.25
61.8
12

61.3
61
22

67.75
63.6

3
61.35
62.25

13
62.3
61.4
23

66.25
57.35

4
61.1
60.75

14
66.3
61.05

24
67.2
61.6

5
64.95
63.15

15
61.85
61.15

25
66.25
56.5

6
62.6
61.45

16
59.85
60.35

26
68.15
58.2

7
69.7
60.5
17

72.2
63.1
27

64.1
60.4

8
68.2
61.4
18

70.65
61.75

28
67.6
58.95

9
68.65
60.75

19
72.95
62.05

29
69.65
59.15

10
68.05
65.8
20

74.45
60.85

30
65.85
58.15

而言袁其瘤胃的最适 pH值为 6.4~6.8袁所以发酵饲料
应该把 pH值调节到 6.5左右遥 人们常常用 0.8%的氧
化镁渊Mg2+不仅能调节 pH值袁还能促进菌体芽孢的形
成袁也是动物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冤和苏打来调节 pH
值到 6.5遥
3 饲喂试验

选择胎次尧牛龄尧泌乳期产奶量基本接近的荷斯
坦奶牛 10头袁随机分为两组袁饲喂发酵精饲料的为试
验组袁饲喂原精饲料为对照组袁粗饲料均为场内青贮
玉米秸杆袁饲料精粗比为 46遥 先经过 20 d换料期袁
使奶牛适应饲料袁再进行对比试验 30 d袁发酵饲料对
奶牛产奶量影响结果见表 2袁方差分析见表 3遥

表 3 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处理间
处理内
总变异

自由度
1

58
59

平方和
444.17
515.62
959.79

方差
444.17
8.89

F值
49.96**

F0.05
4.01

F0.01
7.10

注院*代表两组间差异显著袁**表示差异极显著遥
由方差分析可知袁试验组与对照组奶牛产奶量差

异极显著,饲喂活菌益生高蛋白饲料的增产效果明显遥
在 30 d饲喂试验中,试验组产奶总量为 1 988.8 kg袁对
照组为 1 825.55 kg袁试验组比对照组多产 163.25 kg袁平
均每天每头牛多产 1.09 kg袁按市场价 1.8元/kg袁试验
组比对照组每头奶牛每天牛奶收入多 1.96元遥从饲料
成本预算上看袁试验组比对照组每天每头奶牛饲料成
本高 0.09元袁所以饲喂发酵饲料的奶牛比饲喂原精饲
料的奶牛每头每天能净增收 1.87元遥试验期间试验组
比对照组多收入 280.5元,增收还是比较明显的遥 这也
说明活菌益生饲料的营养价值高袁产奶效果好遥
4 牛奶质量对比分析

饲料成分与牛奶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袁为了解活
菌益生饲料对奶牛产奶质量的影响袁我们对同批次的
试验组与对照组的牛奶进行成分分析袁其结果见表 4遥

表 4 试验组和对照组牛奶成分比较（%）
项目
试验组
对照组

脂肪
3.14
3.07

蛋白质
3.84
3.56

无脂干物质
8.78
8.58

乳糖
4.75
4.68

从表 4可见袁 试验组牛奶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遥
与对照组相比袁脂肪增加 0.07个百分点袁蛋白质增加
0.28个百分点袁无脂干物质增加 0.20个百分点袁乳糖
增加 0.07个百分点遥 说明活菌益生饲料能明显提高
奶的品质遥

5 结论

5.1 以酵素菌为发酵菌种生产的活菌益生发酵饲料

明显提高了蛋白质含量遥我们配制的培养基基础蛋白
质含量为 20%袁发酵结束达 28.29%袁蛋白净增 8.29个
百分点袁增长率为 41.45%遥 所增长的蛋白袁部分是由
于菌体在繁殖过程中糖类物质分解引起的相对增长袁
而绝大部分是菌体利用外加氮源合成自身蛋白质的

绝对增长遥
5.2 活菌益生饲料含有大量的有益活菌渊其中酵母
细胞数达 3.62伊108个/g曰细菌数达 2.45伊108个/g曰乳酸
菌数达 1.07伊108个/g冤遥 这不仅提高了饲料的营养成
分袁改善了适口性袁而且还能改善肠道微生态环境袁抑
制有害菌的生长袁使有益菌占优势地位袁从而增强机
体免疫机能袁起到防病尧治病作用遥
5.3 奶牛饲喂试验证明袁 该饲料具有明显提高奶牛
产奶量和改善奶品质的作用袁经济效益好袁是非常值
得推广发展的袁也是发展现代绿色畜牧业的首选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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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传普 丁升艳 陈安国

我国有非常丰富的稻米资源遥米糠是稻谷脱壳后
精碾糙米时的副产品袁除用作饲料原料外,还可作一
系列多层次的开发和利用袁 如米糠纤维饮料的研制曰
植酸和肌醇的制备曰谷维素尧肌醇尧B族维生素及米糠
油的提取等袁但其中的碳水化合物很少受到关注[1-4]遥
20世纪 80年代袁日本学者发现米糠中含有抗肿瘤成
分袁其化学成分是一种活性多糖袁自此袁米糠多糖引起
了人们的兴趣遥 至今袁国内外学者们已从米糠多糖的
主要组成尧理化性质尧提取方法尧生理功能及其加工利
用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部分探索

性工作遥
1 理化性质及组成

米糠多糖是一种不同于淀粉的多糖袁存在于颖果
皮层里袁主要由 琢-1袁6糖苷键连接的葡萄糖构成袁主要
包括 RBSp尧RBS30尧RBS60和 RBS8 4个组分袁它们与碘反
应均不显蓝色袁与蒽酮试剂均呈阳性反应遥在不同溶剂
中米糠多糖的旋光度不同袁 以水和甲酰胺为溶剂测
定袁RBS30 的比旋光度 [琢]D20分别为+144.0毅尧+86.8毅曰
RBS60的比旋光度[琢]D20分别为+107.5毅尧+111.8毅[5]遥

采用不同的提取工艺可以得到不同种类的米糠

多糖袁如 RBS尧RBF-P尧RBF-PM尧MDP尧RON尧MGEN-3
等是一类 琢-葡聚糖遥米糠中无氮浸出物占 33%~56%袁
主要为淀粉尧纤维素和半纤维素遥其中袁一部分半纤维
素构成了水溶性米糠多糖[6]袁水溶性米糠多糖与一般
均聚糖不同袁是一种结构复杂的杂聚糖袁由木糖尧甘露
糖尧鼠李糖尧半乳糖尧阿拉伯糖和葡萄糖等组成遥

米糠多糖的生理活性与其空间结构尧 分子量尧分
支度以及溶解度有关遥 Tanigami Y等 [1]研究发现袁米
糠多糖保持生理活性的最低相对分子质量不低于

1伊104袁 采用挤压酵解及超声波破碎等方法降低多糖
分子量时袁其分子黏度也降低袁但水溶性得到了提高袁
从而获得临床上可以应用的活性多糖的分子片段遥

2 米糠多糖提取工艺

米糠多糖主要存在于米糠的细胞壁中袁 与纤维
素尧半纤维素尧果胶等成分复杂结合遥提取水溶性米糠
多糖的关键是使多糖从细胞壁中释放出来袁其方法主
要有热水浸提法尧微波辅助浸提法尧酶处理提取法以
及高压电脉冲提取法等袁 但都还没有应用到工业上遥
在这几种提取方法中袁热水浸提法是最经济的袁最易
于推广应用遥 李友林等[7]报道的热水浸提法的主要工
艺流程如下院米糠寅热水浸提寅浸提混浊液寅离心寅
上清液加酶去淀粉尧 蛋白质 (弃去残渣)寅离心上清
液寅醇析寅沉淀寅粗多糖制品遥 梁兰兰等[8]发现热水
浸提法的最佳工艺条件是院料水比为 120袁温度为
110 益袁时间是 5 h遥

殷涌光等[9]报道的高压电脉冲提取法的主要工艺
流程如下院新鲜米糠(粒度为 120 目 ,加入去离子水 )
寅米糠溶液寅磁力搅拌器(匀质 5 min)寅蠕动泵(25 ml/
min)寅高压电脉冲寅离心(300 r/min袁15 min)寅上清液
(加入 3倍体积 95%乙醇溶液)寅醇析寅沉淀寅粗多糖
制品遥 并且发现最佳提取条件是院脉冲数为 12袁电场
强度为 45 kV/cm袁料水比为 120遥 影响米糠多糖提
取效率的因素很多袁不同的提取方法影响因素有所不
同袁如料水比尧浸提时间尧电场强度等袁其中料水比是
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遥
3 米糠多糖生理功能

3.1 抗肿瘤功能

巨噬细胞是参与机体抗肿瘤免疫反应的重要细

胞之一遥 如果巨噬细胞功能减弱或数量减少时 ,肿
瘤的发生率增加,已有的肿瘤生长加速遥 只有活化的
巨噬细胞才有杀伤肿瘤细胞的能力袁 活化的巨噬细
胞 Fc受体数目增加,吞噬能力明显提高遥米糠多糖能
使活化巨噬细胞增多袁这是其抗肿瘤作用的机制之
一[10]遥汪艳等[11]发现米糠多糖能够增加鼠体内参加吞
噬作用的巨噬细胞数目和巨噬细胞的吞噬活力袁Fc
受体的表达情况也明显增强遥 对 T 细胞数目和活性
的影响也是米糠多糖抗肿瘤作用的重要方面[11]袁T细
胞也是参与抗肿瘤免疫的主要活性细胞之一 [12]袁在
肿瘤生长迅速期和晚期袁机体内 T细胞数目减少袁活
性降低遥

研究表明袁200耀250 mg/kg 剂量的米糠多糖对

李传普，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310029，浙江省杭州市凯
旋路 268号陈安国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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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80肉瘤的抑瘤率为 51%耀52%曰50耀100 mg/kg剂量
的米糠多糖抑瘤率为 22%耀45%遥 米糠多糖对肺肿瘤
虽没有抑瘤作用袁 但对该肿瘤引起肺转移导致肺肿
的增加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袁抑制率为 32%耀34%[13]遥 此
外袁米糠多糖对网状内皮系统肿瘤坏死因子也有激活
作用袁环磷酰胺也有明显的抑瘤作用袁米糠多糖与环
磷酰胺合用有更好的抑瘤效果遥
3.2 提高免疫功能

米糠多糖能在多个途径尧多个层面对免疫系统发
挥调节作用遥 网状内皮系统(RES)是基本的生物体防
御机构袁通过巨噬细胞起吞噬尧排除老化细胞和异物
及病原体的作用遥 米糠多糖 RON对小鼠血液中胶体
炭粒的清除率检测结果表明袁米糠多糖能够提高噬菌
细胞的活性袁 具有增强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的功能[14]遥
另外袁高剂量的碱溶性米糠多糖可以使正常小鼠的脾
指数尧胸腺指数显著提高袁表明其对机体非特异性免
疫功能有一定的调节作用[15]遥

日本学者从米糠中提取的米糠多糖可以提高人

体的免疫力袁抑制癌细胞增加遥 根据对两组试验小鼠
连续 4 d灌服米糠多糖渊50 mg/kg和 100 mg/kg剂量冤
的情况来看袁 其中灌服 100 mg/kg剂量组小鼠的脾脏
内抗体生成细胞数和脾脏 T细胞增殖率较未灌服的
小鼠有明显增加袁 且两组试验小鼠血清补体 C3水平
明显增加袁IgG也有增加的趋势遥这说明口服米糠多糖
对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遥 另外袁
给小鼠做的迟发型超敏反应试验也表明米糠多糖有

提高 T细胞免疫功能的作用遥

3.3 降低血糖功能

一般多糖都有降血糖的作用袁有些多糖主要通过
其受体调节糖代谢激素水平和酶的活性袁并通过抗氧
化作用和提高机体免疫力等途径袁增加糖利用袁抑制
糖异生袁从而达到改善糖代谢紊乱和胰岛素抵抗的作
用曰有些多糖是 茁受体激活剂袁通过第二信使将信息
传至线粒体,从而使糖的氧化利用加强袁具有降血糖
的作用遥如茶多糖通过提高机体抗氧化功能和增强肝
脏葡萄糖激酶的活性发挥降血糖作用[16]曰百合多糖可
以修复 茁-胰岛素细胞袁 增强胰岛素分泌和降低肾上
腺皮质激素分泌袁从而降低血糖[17]遥 但据笔者了解袁目
前还不清楚米糠多糖通过何种途径实现降血糖功能遥
米糠多糖也有良好的降低血糖的功能袁 研究表明袁在
给药 14 d后,低剂量米糠多糖组小鼠的血糖水平有降
低趋势(P>0.05)袁而中尧高剂量米糠多糖组小鼠的血糖
浓度明显下降(P<0.05)袁且呈一定的量效关系[18]遥 Hiklno
等人发现米糠多糖对正常小鼠四氧嘧啶诱导的高血

糖有显著疗效袁其降血糖活性显著遥
3.4 抗菌功能

健康生命机体对外来细菌的宿主免疫活性有两

种袁一种是对入侵细菌产生抗体的体液免疫曰另一
种则是由巨噬细胞和 T细胞完成的细胞免疫遥米糠
多糖能够增强宿主细胞的免疫应答活性袁 提高机体
的抗菌能力遥 表 1所示是对 20只受大肠杆菌和李斯
特菌感染的小鼠皮下注射米糠多糖 RON 后小鼠的
存活率情况袁由结果可知米糠多糖具有较强的抗菌
活性遥

3.5 其它生理功能

米糠多糖具有明确的功能因子和确切的降脂作

用袁能够促进脂蛋白中脂肪酸的释放袁使血液中大分
子的脂质分解成小分子袁因而对血脂过多引起的血清
浑浊有澄清作用袁也能够明显降低血清胆固醇遥 蔡敬
明等[20]研究表明袁米糠多糖能够显著降低人体血清中

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袁降低低密度蛋白胆固醇值
(P<0.05) 及低密度脂蛋白与高密度脂蛋白的比值 (P<
0.05)遥也有报道米糠多糖能够促进肠内双歧杆菌的增
殖袁可以作为有效成分配制肠代谢改善药物袁以及能
够防止半乳糖胺对肝脏的毒害等功效遥 另外袁米糠多
糖还具有抗寄生虫尧抗辐射等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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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感染前一天注射 RON
小鼠存活数渊只冤

0
16
17
19
8
14
12

抑菌效率渊%冤
80
85
95
40
70
60

抑菌效率渊%冤
60
70
65
60
50

小鼠存活数渊只冤
0
12
14
13
4
12
10

10
30
100
10
30
100

剂量渊mg/kg冤
对照组

大肠杆菌实验组

李斯特菌实验组

项目

表 1 米糠多糖抗菌活性[19]

细菌感染后一天注射 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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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米糠多糖开发利用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

在开发米糠多糖的过程中袁 必须解决一个问题院
米糠不稳定袁因含脂肪氧化酶而极易氧化尧酸败遥米糠
稳定化方法包括冷藏钝化法尧微波钝化法尧化学处理
法尧热处理法尧介电加热法和挤压法等[21-23]遥

冷藏钝化法是把米糠置于 16耀18 益的条件下袁使
脂肪氧化酶钝化而长期保存的方法遥微波钝化法是利
用微波产生超高频电磁波与米糠分子摩擦产生热能袁
导致米糠温度快速上升袁 脂肪酶产生热变性而失活袁
从而长期保存米糠遥化学处理法是向米糠中添加化学
试剂来改变解脂酶最适 pH值和最佳离子强度以达到
钝化酶的目的袁而使米糠稳定的方法遥 热处理法有三
种院淤间接蒸汽加热法袁采用 105 益左右间接加热米
糠 10 min曰于直接蒸汽加热法袁一般采用高温过热蒸
汽在 1~4 s内直接与米糠接触袁 米糠水分含量下降袁
其中脂肪酶活性几乎丧失曰盂热风加热法袁将新鲜米
糠连续通过辐射热空气作保鲜处理袁使其本身温度达
到 130 益以上袁保持 2~3 min左右袁以达到灭酶目的遥
介电加热法是将米糠通过电解质加热袁使解脂酶失活
而使米糠稳定化的方法遥 目前袁工业上常采用的是挤
压膨化法袁 其不仅可有效抑制米糠中解脂酶活性袁延
长米糠贮藏性能袁且可将粉末状米糠造粒成形袁为米
糠异常浸出创造前提条件遥
5 应用前景

米糠多糖经过人们多年的研究与开发袁其主要理
化性质尧 生理功能及用其生产的产品等逐渐被认识遥
当前世界各国袁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袁如美国尧日本尧
加拿大等正在投入更大的人力尧财力和物力袁对米糠
多糖及米糠中所含的其它成分进行深入地研究尧开发
和加工袁生产出更多的新型产品袁来满足人民生活的
需要遥 我国也把提高米糠的综合利用水平袁积极开发
米糠多糖尧米糠蛋白尧米糠营养油尧膳食纤维等作为将
来的重点发展方向[6]遥

米糠多糖在畜牧生产中还没有得到推广应用 ,
但由于其具有免疫增强效应尧抗菌效应等多种生物学
效应袁以及无毒害尧无副作用尧无残留等优点袁可作为
兽药和饲料添加剂进行开发利用袁同时袁米糠多糖的
降脂效果可以使畜产品品质尧风味尧嫩度等得到优化遥
米糠多糖将会有一个良好的应用前景袁在畜牧生产中
的开发利用将会逐步展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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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从主观感受式、生物学功能式、自然生活式三个方面介绍了动物福利的定义、动物

福利相关法律及国内外发展现状；并结合良好农业规范（GAP）标准中生猪饲养过程控制，重点阐述了
影响生猪福利的环节和采取的相应措施，即地面和垫料；畜禽群体结构和混群；气侯、光照和噪音；畜

舍空间；气流与空气质量；微生物环境；饲养人员与畜禽的互作；生长促进剂；畜舍环境富集。

关键词 动物福利；GAP；生猪
中图分类号 S815

随着现代养殖技术的发展袁 畜禽生产及其产品
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袁往往对动物福利尧畜禽健康
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关注较少遥 随着国际动物福利组
织尧国际环保组织及美国尧欧盟等相关国家和地区对
动物福利要求的日益提高袁以及我国加入 WTO 后袁
畜禽产品的出口日益受到相关国家和地区关于动物

福利方面新的技术壁垒遥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
重要体现形式袁在畜禽养殖过程中对动物福利的关注
程度袁 直接影响到畜禽养殖业产品的出口及其持续
发展遥

近几年袁中国出口到欧洲国家的肉类制品多次遭
到抵制袁就是因为动物福利标准太低的缘故遥 虐待性
的饲养尧 运输和屠宰使得中国出口肉类的声誉甚低遥
甚至在一些国际场合袁虽然中国出口肉类制品的价格
最低袁却少有人问津袁不仅因为卫生标准低袁也因为如
果选择这些肉类袁或许意味着对这些动物生前痛苦的
忽视遥畜禽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应激反应尧兽药残留尧畜
禽疾病尧畜禽饲养设施设备尧人畜互作都与动物福利
有关遥 而市场上出现的所谓的 野注水猪肉冶尧野注水鸡
肉冶尧野注水牛肉冶以及饲养尧运输尧屠宰过程中因应激
反应产生的 PSE肉渊苍白的尧松软的尧渗出性的冤尧DFD
肉渊色暗的尧坚硬的尧发干的冤直接影响了畜禽产品品
质遥因此袁动物福利直接决定了畜禽产品品质尧产品出
口销售以及畜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遥

本文将从动物福利及现状尧影响动物福利的因素
及以生猪养殖为例操作影响生猪福利尧健康的因素及
应采取的措施遥
1 动物福利定义及现状

1.1 动物福利的定义

动物福利是人类为满足动物正常生长尧生产过程
中所表现出来的生理行为尧自然习性等所提供的必须
的设施尧设备以及最基本的需要遥目前袁关于动物福利
在国际尧国内均没有统一的定义袁人类只能从动物之
外的角度去揣测动物的生理尧 心理及行为的需求袁从
而很难形成一个可操作性的标准化的定义遥
1.1.1 野主观感受式冶定义袁即院野在评价动物福利状况
时应考虑动物的感受袁如疾病尧痛苦或愉快等冶遥 但如
何评价动物的感受是一个主要的问题遥
1.1.2 野生物学功能式冶定义袁即院动物福利水平决定
于动物是否能够在生理允许范围内成功而正常地应

付各种环境遥生理功能和动物福利之间的相互关系如
何确定很难研究清楚遥
1.1.3 野自然生活式冶定义袁即院动物的福利决定于它
是否允许表现它的自然行为和过着野自然冶的生活遥因
为动物饲养尧 生存的环境现在也不再是纯自然环境袁
如何定义动物的自然行为就存在很大的困难遥即使创
造野自然环境冶袁对于实际养殖业的借鉴意义也不大遥

因此袁在实际饲养过程中关注动物福利最基础的
有以下几方面院淤满足养殖环境中畜禽的正常生长环
境需要袁如适宜的饲养空间尧饲养方式等曰于最大程度
地发挥畜禽的自然习性袁 如母猪分娩时需要叨草尧猪
拱土尧玩耍等曰盂人性化管理袁增加人畜互作袁减少应

王吉谭，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畜牧师，100070，北京市丰台
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 9区产品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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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反应曰榆在疾病防治尧免疫尧外科手术等操作和设施
设备的使用以及病死畜禽的人道主义处死过程中最

大程度减少其痛苦遥
1.2 动物福利的现状

在发达国家袁人们考虑到家畜与人类之间的密切
关系袁强调家畜在饲养尧运输和屠宰过程中袁应该以人
道方式对待袁尽量减少其不必要的痛苦遥 许多国家更
订立法律强制执行动物福利标准袁以保证动物在人的
管理下袁享受基本的生活待遇袁并且免遭不必要的痛
苦遥 英国从 1911年相继制定了叶动物保护法曳尧叶野生
动物保护法曳尧叶动物园动物保护法曳尧叶实验动物保护
法曳尧叶狗的繁殖法案曳尧叶家畜运输法案曳等遥

自 1980年以来袁欧盟及美国尧加拿大尧澳大利亚
等先后都进行了动物福利方面的立法遥动物福利组织
也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袁WTO 的规则中也写
入了动物福利条款遥挪威于 1974年就颁布了叶动物福
利法曳遥该法规定袁为使家畜如牛尧羊尧猪和鸡等免遭额
外痛苦袁屠宰前一定要通过二氧化碳或者快速电击将
其致昏袁再进行宰杀遥 德国于 1986年和 1998年分别
制定了叶动物保护法曳和叶动物福利法曳遥这两部法律都
规定袁野脊椎动物应先麻醉后屠宰袁正常情况下应无痛
屠宰冶遥 2003年美国开始对在符合动物福利标准条件
下生产的牛奶和牛肉等产品贴上野人道养殖冶动物产
品的认证标签遥 这个项目是由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组
织要要要野养殖动物人道关爱组织冶(HFAC)发起的袁并得
到了美国一些动物保护组织的联合支持遥 新的野人道
养殖认证冶标签是向消费者保证袁提供这些肉尧禽尧蛋
及奶类产品的机构在对待家畜方面符合文雅尧 公正尧
人道的标准遥同时袁美国还对蛋鸡行业制定了野动物关
爱标准冶袁并使用野动物关爱标准冶标志遥

关注动物福利的不只是欧美发达国家袁东亚许多
国家和地区也有各类动物保护法袁 用以促进动物福
利遥 有的国家既有防止虐待动物的立法袁还有专注于
一般动物福利的动物保护法遥 比如菲律宾就在原有
叶动物保护法曳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叶动物福利法案曳曰日
本在原有叶动物虐待防止法渊1949冤曳之外制定了叶动物
保护管理法曳曰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更是早在 20世纪
30年代就制定了叶防止虐待动物的法规条例曳袁以后
逐年制定动物保护法规遥这些法律对动物福利的规定
深入而细致袁不仅有效防止虐待性饲养尧宰杀袁也大大
促进了各类动物的基本利益遥 我国台湾地区 1998年

制定了较完善的叶动物保护法曳袁以增加动物福利袁防
止对动物造成不必要的痛苦遥韩国在食用狗肉问题上
颇受世人诟病袁但它也制定了自己的叶动物保护法曳袁
并对狗肉的食用加以限制遥 因为这些法律的约束袁特
别是防止虐待动物法律条款的应用袁这些国家的各类
动物至少不致遭到大规模和长时间的虐待遥

我国目前关于动物福利方面的法规有叶野生动物
保护法曳尧叶实验动物管理条例曳袁动物福利方面的立法
正处于研讨尧立项阶段遥 而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开展的
有机产品认证尧良好农业规范渊GAP冤认证都对动物福
利尧畜禽健康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遥 随着立法工作的开
展袁我国的动物福利立法必将进入立法议程遥在 GB/T
20014.9叶良好农业规范曳第 9部分院生猪控制点与符合
规范标准中对生猪饲养的福利方面提出了具体内容

和要求遥
2 GAP 标准对养殖动物生猪福利的要求及采取的
措施

按目前国际动物福利协会一致认同的保证动物

的福利有五大标准院淤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曰于享有
生活舒适的自由曰 盂享有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
由曰 榆享有生活无恐惧尧悲伤感的自由曰虞享有表达
天性的自由遥

因此袁按照上述五大标准的要求袁以及生猪饲养
流程袁生猪养殖中的福利要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遥
2.1 地面和垫料

猪舍的地面和垫草类型对生猪的生长有重要影

响遥 地面主要有漏缝尧水泥尧铁丝网尧木地板等几种形
式袁比较好的地面应具备院淤便于清洁曰于保暖尧防寒尧
防潮曰盂结实尧平坦尧安全尧防滑遥 常用的垫料主要有院
稻草尧锯末尧泥炭等遥 主要作用有院淤保暖曰于吸潮曰盂
增加畜禽的舒服感曰榆提高畜禽的探究行为遥

在设计和选择材料时应注意院淤板条结构的地板
设计应能承载相应大小的猪曰于为防止咬尾或其它恶
习袁满足猪的行为需求袁应考虑周围环境和饲养密度袁
使生猪能够获得充足的垫草或其它合适的物料袁提供
充足的环境空间曰盂所有生猪都应获得清洁干燥的躺
卧区域曰榆当使用垫草时袁应加满或定期更换袁以保持
清洁卫生遥
2.2 群体结构和混群

哺乳仔猪在哺乳时会形成野乳头顺序冶袁即每头哺
乳仔猪会固定乳头进行哺乳袁 形成有规则的哺乳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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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遥但当仔猪断奶分群后袁为减少群间生长差异袁一般
按仔猪体重相近进行分群袁 因仔猪有天生的争斗行
为袁 新分群后的仔猪会在较短的时间内确定群体结
构袁新的群体结构建立后袁将一直保持到出栏遥 因此袁
为减少生猪的争斗行为袁在饲养过程中应尽量不要打
破建立的群体结构袁减少不必要的混群或分群遥同时袁
除育成公猪尧预产母猪和治疗圈的生猪外袁生猪应保
持在一个稳定的群体中袁不得将其隔离出群体遥
2.3 温湿度尧光照和噪音

温度尧湿度尧光照尧噪音对生猪的正常生长有重
要影响遥 在养殖中应注意院淤针对户内饲养生猪的
年龄尧重量和密度袁应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和空气流
通遥 于育成猪和育肥猪的圈舍应配备喷淋系统袁使
其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保持凉爽遥 此系统可避免热
应激袁清除躺卧区的污垢遥 盂应设计通风系统并通过
该系统的维护和运作以防止空气中的污染物超过

GB/T18407.3的要求遥 榆在任何时候都应提供足够的
照明设备渊固定的或可便携的冤以便于饲养管理和检
查遥
2.4 畜舍空间

猪舍的空间应满足饲养密度尧 采食和饮水宽度尧
躺卧面积的需要遥适当的饲养密度可以减少由于身
体接触造成的伤害曰减少采食时的相互干扰和争抢曰
减少躲避时的妨碍曰减少疾病和寄生虫的传播遥 应有
足够的饲养空间保证院淤所有的生猪都能自由的转
身渊产仔的母猪除外冤曰于有干燥的区域曰盂可以自由
躺卧遥
2.5 气流与空气质量

应及时检查空气流通情况及质量遥 猪舍内袁自然
通风如果不能保持并满足动物福利要求袁应能提供强
制的或自动通风系统遥 猪舍中有毒尧有害物质的含量
应控制在允许范围之内遥
2.6 微生物环境

生猪饲养环境中的细菌尧病毒尧真菌尧支原体尧螺
旋体等尧传染性疾病和致病微生物都可以通过粉尘进
行传播遥因此袁在饲养管理中袁应用消毒液定期对畜舍
环境进行消毒尧清扫曰将畜禽排泄物尧禽舍地面污泥尧
饲草残渣及垃圾进行高温堆肥发酵曰焚烧或深埋病畜
禽尸体曰饲养人员的工作服定期清洗尧消毒遥
2.7 饲养人员与畜禽的互作

人畜互作是现代畜禽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袁人畜可

以通过视觉尧听觉尧触觉进行互作遥 通过人畜互作袁可
以增加动物采食量尧保持动物健康尧提高动物福利遥有
益的人畜互作可以减少畜禽应激遥在生产中改善人畜
互作关系可以通过挑选合格的饲养员和加强饲养员

能力培训得到实现遥经过培训的员工应具备以下几方
面的能力院淤药物的安全使用曰于生猪的饲养管理和
疾病治疗曰盂生猪福利和健康渊包括对疾病尧非正常行
为和冷热应激的认识等冤曰榆意外情况时袁寻求帮助能
力遥 同时袁在饲养管理中还应有与生产相适宜的足够
的员工遥
2.8 药物使用

在生猪养殖过程中袁 应采取疾病综合防治措施袁
坚持野以防为主袁防大于治冶的原则袁不应长期以促生
长为目的使用治疗用抗生素曰禁止使用激素类促生长
剂曰不应使用非治疗用抗生素促生长曰发运或装车前袁
应禁止使用镇定类药物遥 使用治疗药物时袁应按照药
物使用的规范合理用药尧轮换用药袁防止药物残留和
产生抗药性遥
2.9 畜舍环境富集

畜舍环境富集是指院通过改变环境的组成袁给动
物提供行为选择性袁引导它们种属内的适当行为和能
力的变化袁从而提高动物福利遥现代规模化养猪场中袁
饲养环境较为单一袁 生猪的正常行为得不到发挥袁常
导致刻板行为尧转圈尧咬尾等异常行为的发生遥通过在
饲养环境中增加各种物件袁即使用环境富集技术或设
备袁使生猪在采食尧刨草料等行为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袁
从而避免不良行为的发生袁改善生猪的福利遥 而欧盟
的福利法规中规定院 需要给猪提供 野玩具冶渊稻草尧干
草尧木头尧链子等冤袁否则农场主会被罚 2 500欧元遥 农
场主可以在猪舍里放置可供操作的材料袁来改善猪的
福利遥
3 小结

在我国动物福利立法由社会关注到企业实施过

程中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遥 关注动物福利是提高畜禽
产品质量以及畜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必然趋势袁也
是今后我国畜禽养殖业必须面对的一个主要难题遥
野关爱动物袁就是关爱人类冶袁动物福利的实施和保证
是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经过程遥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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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飞 余 冰 陈代文 柏 凡 冯 雅

摘 要 试验采用酶联免疫（ELISA）法对来自四川地区的 5类 10个品种 133个饲料原料样品
进行了伏马毒素、呕吐毒素、玉米赤霉烯酮、T-2毒素、赭曲霉毒素 A和黄曲霉毒素 B1共 6种常见霉
菌毒素的测定,引用霉菌毒素污染程度判定标准和限量标准分析了所测样品的霉菌毒素污染状况。结
论是所测饲料原料普遍受到 6种霉菌毒素的污染，呕吐毒素和 T-2毒素在所测饲料原料中污染较为
严重；伏马毒素在玉米和玉米蛋白粉中，玉米赤霉烯酮在玉米蛋白粉、小麦和其它谷物副产品中的污

染也较为严重；黄曲霉毒素 B1和赭曲霉毒素 A污染相对较轻。
关键词 四川地区；酶联免疫；霉菌毒素；饲料原料；污染程度

中图分类号 S852.4+4
霉菌毒素是由霉菌生长成熟后产生的二级有毒

代谢产物袁在谷物的生长尧收获和储存期间均会出现遥
不同的气候条件会产生不同的霉菌毒素袁高温和潮湿
是霉菌毒素产生的首要条件遥 有报告显示袁目前存在
的霉菌毒素有上百种袁它们的毒性随霉菌毒素数目的
增加而增大袁从而对人类和动物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和损伤[1]遥

近几年来袁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卫生和安全性的普
遍关注和研究者对霉菌毒素研究的不断深入袁原料和
饲料中的霉菌毒素污染情况也日益引起动物营养界

和饲料界的重视遥 从已有的报道来看袁我国饲料原料
及成品遭受霉菌毒素的污染相当普遍袁这常常导致了
饲料适口性差和饲喂效果不稳定[2]遥 为了具体地了解
饲料原料霉菌毒素的污染状况袁 我们于 2006年的 6
月耀9月对来自高温和潮湿的成都尧眉山尧绵阳尧自贡尧
新津等四川地区的饲料原料进行了霉菌毒素的含量

检测遥
1 样品与检测方法

1.1 样品采集

在成都尧新津尧眉山尧绵阳尧自贡等四川地区采集
主要饲料原料样品袁共 5类 10个品种 133个样品遥 5
类样品分别是院玉米曰玉米蛋白粉曰小麦及其它谷物副
产品渊米糠尧次粉冤曰饼粕类渊豆粕尧菜籽粕冤曰鱼粉及其
它动物性蛋白类渊血粉尧肉粉和骨粉冤遥

1.2 样品收集与保存

按照 GB/T14699.1要2005叶饲料采样方法曳的要求
采样[3]袁从可能受污染的区域多次尧多点采集具有代表
性的样品遥每份样品不少于 500 g袁粉碎过 20目筛袁样
品在测定前密封保存于-20 益冰箱中遥
1.3 分析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法测定各样品中黄曲霉毒素 B1尧T-
2 毒素尧赭曲霉毒素 A尧伏马毒素尧呕吐毒素和玉米
赤霉烯酮遥 试剂盒为江苏省微生物研究所提供的
Ridascreen Fast-Aflatoxin B1和美国 Beacon Analytical
Systems Inc 提供的 Ridascreen Fast T-2 Toxin尧Ri鄄
dascreen Fast -Ochratoxin A尧Ridascreen Fast -Fumon鄄
isin尧Ridascreen Fast -Vomitoxin 和 Ridascreen Fast -
Zeara lenone 酶联免疫试剂盒袁 按试剂盒提供的方法
进行测定遥
1.4 霉菌毒素限量标准和污染程度判定标准渊见表1冤

伏马毒素参照美国 FDA 标准 [4]袁呕吐毒素尧玉米
赤霉烯酮尧 赭曲霉毒素 A和黄曲霉毒素 B1分别参照
GB13078.3要2007 [5]尧GB13078.2要2006 [6]尧GB13078.2要
2006[6]和 GB13078要2001[7]袁T-2毒素参照前苏联粮食
标准[4]曰污染程度判定标准中轻度污染程度参照限量
标准袁严重污染程度参照 5倍限量标准遥
表 1 常见的 6种霉菌毒素污染程度判定标准及限量标准
项目
伏马毒素渊mg/kg冤
呕吐毒素渊mg/kg冤
T-2毒素渊滋g/kg冤
玉米赤霉烯酮渊mg/kg冤
赭曲霉毒素 A渊滋g/kg冤
黄曲霉毒素 B1渊滋g/kg冤

轻度污染
<5.0
<1.0
<100
<0.5
<100
<20.0

中度污染
5.0耀25.0
1.0耀5.0
100耀500
0.5耀2.5
100耀500
20.0耀100

严重污染
>25.0
>5.0
>500
>2.5
>500
>100

限量标准
5.0
1.0
100
0.5
1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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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检测数目
最低含量渊滋g/kg冤
最高含量渊滋g/kg冤
平均含量渊滋g/kg冤
轻度污染率渊%冤
中度污染率渊%冤
严重污染率渊%冤
检出率渊%冤
超标率渊%冤

伏马毒素
11

1 324.00
26 570.93
13 946.23

18.18
72.73
9.09

100.00
81.82

呕吐毒素
11

178.57
14 617.39
3 294.80

18.18
63.64
18.18

100.00
81.82

玉米赤霉烯酮
11

0.00
5 297.32
1 564.46

27.27
54.55
18.18
90.91
72.73

T-2毒素
11

0.00
444.76
167.86
36.36
63.64
0.00
90.91
63.64

赭曲霉毒素 A
10

9.30
76.47
26.39

100.00
0.00
0.00

100.00
0.00

黄曲霉毒素 B1
9

1.63
10.14
3.27

100.00
0.00
0.00

100.00
0.00

表 4 玉米蛋白粉中 6种霉菌毒素的测定结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玉米样品中 6种霉菌毒素的检测结果渊见表 2冤
由表 2可以看出袁 被检测的玉米样品中伏马毒

素尧呕吐毒素尧黄曲霉毒素 B1的检出率高达 100%袁其

项目
检测数目
最低含量渊滋g/kg冤
最高含量渊滋g/kg冤
平均含量渊滋g/kg冤
轻度污染率渊%冤
中度污染率渊%冤
严重污染率渊%冤
检出率渊%冤
超标率渊%冤

伏马毒素
27

959.60
21 399.29
6 882.03

59.26
40.74
0.00

100.00
40.74

呕吐毒素
28

224.83
17 163.13
3 926.99

35.72
35.72
28.56

100.00
64.28

玉米赤霉烯酮
27

0.00
1 816.09
192.77
85.19
14.81
0.00
74.07
14.81

T-2毒素
27

0.00
430.52
108.85
48.15
51.85
0.00
92.59
51.85

赭曲霉毒素 A
27

0.00
26.79
6.21

100.00
0.00
0.00

81.48
0.00

黄曲霉毒素 B1
28

0.31
55.92
9.87
78.57
21.43
0.00

100.00
21.43

表 2 玉米中 6种霉菌毒素的测定结果

次是 T-2毒素尧赭曲霉毒素 A和玉米赤霉烯酮袁检出
率分别为 92.59%尧81.48%和 74.07%袁说明玉米样品受
到 6种霉菌毒素的污染比较普遍遥污染程度中呕吐毒
素的污染相对最严重袁中度污染率 35.72%袁严重污染
率 28.56%袁超标率 64.28%曰其次是伏马毒素和 T-2毒
素袁中度污染率和超标率都分别为 40.74%和 51.85%袁
污染也较为严重曰 玉米赤霉烯酮和黄曲霉毒素 B1袁轻

度污染率分别为 85.19%和 78.57%袁 中度污染率分别
为 14.81%和 21.43% 袁 超标率分别为 14.81%和
21.43%袁属于轻度和中度污染曰赭曲霉毒素 A轻度污
染率 100.00%袁超标率 0.00%袁属于轻度污染遥
2.2 小麦及其它谷物副产品渊次粉和米糠冤样品中 6
种霉菌毒素的检测结果渊见表 3冤

由表 3 可以看出袁被检测的样品中 6种霉菌毒素

项目
检测数目
最低含量渊滋g/kg冤
最高含量渊滋g/kg冤
平均含量渊滋g/kg冤
轻度污染率渊%冤
中度污染率渊%冤
严重污染率渊%冤
检出率渊%冤
超标率渊%冤

伏马毒素
32

0.00
7 736.25
2 091.44

96.87
3.13
0.00

96.88
3.13

呕吐毒素
32

0.00
5 686.86
1 599.69

50.00
43.75
6.25
93.75
50.00

玉米赤霉烯酮
31

0.00
3 004.29
434.78
74.19
22.58
3.23
87.10
25.81

T-2毒素
32

0.00
935.58
285.64
46.88
18.75
34.37
87.50
53.12

赭曲霉毒素 A
32

0.00
24.36
6.48

100.00
0.00
0.00
81.25
0.00

黄曲霉毒素 B1
25

0.83
11.39
3.67

100.00
0.00
0.00

100.00
0.00

表 3 小麦及其它谷物副产品中 6种霉菌毒素的测定结果

的检出率均在 80.00%以上袁 其中黄曲霉毒素 B1检出
率高达 100%袁伏马毒素和呕吐毒素分别为 96.88%和
93.75%袁说明小麦及其它谷物副产品受到 6种霉菌毒
素的污染比较普遍遥 呕吐毒素尧玉米赤霉烯酮和 T-2
毒素的污染相对较严重袁中度污染率分别为 43.75%尧
22.58%和 18.75%袁严重污染率分别为 6.25%尧3.23%和
34.37%袁 超标率分别为 50.00%尧25.81%和 53.12%袁其

次是伏马毒素袁轻度污染率 96.87%袁中度污染率和超
标率均为 3.13%袁 对这类样品主要造成轻度污染曰赭
曲霉毒素 A 和黄曲霉毒素 B1 的轻度污染率均为
100.00%袁超标率均为 0.00%袁属于轻度污染遥
2.3 玉米蛋白粉样品中 6种霉菌毒素的检测结果渊见
表 4冤

由表 4 可以看出袁玉米蛋白粉受到 6种霉菌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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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检测数目
最低含量渊滋g/kg冤
最高含量渊滋g/kg冤
平均含量渊滋g/kg冤
轻度污染率渊%冤
中度污染率渊%冤
严重污染率渊%冤
检出率渊%冤
超标率渊%冤

伏马毒素
38

0.00
4 018.25
1 473.29
100.00

0.00
0.00

92.11
0.00

呕吐毒素
38

381.98
2 921.75
1 326.16

34.21
65.79
0.00

100.00
65.79

玉米赤霉烯酮
38

0.00
483.72
39.17
100.00

0.00
0.00

89.47
0.00

T-2毒素
38

0.00
1 032.45
345.18
23.68
57.90
18.42
89.47
76.32

赭曲霉毒素 A
38

0.00
98.33
16.24
100.00
0.00
0.00
86.84
0.00

黄曲霉毒素 B1
22

1.96
13.07
4.70

100.00
0.00
0.00

100.00
0.00

表 5 饼粕类样品中 6种霉菌毒素的测定结果

的污染非常严重袁在所检测的 6种霉菌毒素中袁检出
率均在 90.00%以上袁伏马毒素尧呕吐毒素尧赭曲霉
毒素 A 和黄曲霉毒素 B1的检出率高达 100.00%袁玉
米赤霉烯酮和 T-2毒素的检出率均为 90.91%遥 伏马
毒素尧呕吐毒素尧玉米赤霉烯酮的最高含量分别达
26 570.93尧14 617.39 和 5 297.32 滋g/kg袁平均含量分
别为 13 946.23尧3 294.80和 1 564.46 滋g/kg袁中度污染
率分别为 72.73%尧63.64%和 54.55%袁严重污染率分别

为 9.09%尧18.18%和 18.18%袁超标率分别为81.82%尧
81.82%和 72.73%袁污染非常严重曰其次是 T-2毒素袁中
度污染率和超标率均为 63.64%袁污染也较为严重曰
赭曲霉毒素 A 和黄曲霉毒素 B1 轻度污染率均为
100.00%袁超标率均为0.00%袁属于轻度污染遥
2.4 饼粕类渊豆粕和菜籽粕冤样品中 6种霉菌毒素的
检测结果渊见表 5冤

由表 5 可以看出袁被检测样品中 6种霉菌毒素的

项目
检测数目
最低含量渊滋g/kg冤
最高含量渊滋g/kg冤
平均含量渊滋g/kg冤
轻度污染率渊%冤
中度污染率渊%冤
严重污染率渊%冤
检出率渊%冤
超标率渊%冤

伏马毒素
23

825.06
16 163.88
2 626.48

91.30
8.70
0.00

100.00
8.70

呕吐毒素
24

0.00
3 730.31
1 169.13

62.50
37.50
0.00

95.83
37.50

玉米赤霉烯酮
24

0.00
426.85
71.20
100.00
0.00
0.00
91.30
0.00

T-2毒素
24

0.00
671.76
272.59

8.33
83.34
8.33

91.67
91.67

赭曲霉毒素 A
24

6.11
97.42
24.40
100.00
0.00
0.00

100.00
0.00

黄曲霉毒素 B1
18

1.12
11.00
4.47

100.00
0.00
0.00

100.00
0.00

表 6 鱼粉及其它动物性蛋白类样品中 6种霉菌毒素的测定结果

检出率均在 80.00%以上袁呕吐毒素和黄曲霉毒素 B1
的检出率高达 100.00%袁玉米赤霉烯酮和 T-2 毒素
均为 89.47%袁 伏马毒素为 92.11%和赭曲霉毒素为
86.84%袁说明饼粕类样品受到霉菌毒素的污染比较普
遍遥 污染程度中 T-2毒素的污染相对最严重袁中度污
染率 57.90%袁严重污染率为 18.42%袁超标率 76.32%曰
其次是呕吐毒素袁中度污染率和超标率均为 65.79%袁

污染也较为严重曰伏马毒素尧玉米赤霉烯酮尧赭曲霉毒
素 A和黄曲霉毒素 B1袁 轻度污染率均为 100.00%袁超
标率均为 0.00%袁属于轻度污染遥
2.5 鱼粉及其它动物性蛋白类渊血粉尧肉粉和骨粉冤样
品中 6种霉菌毒素的测定结果渊见表 6冤

由表 6 可以看出袁被检验样品中 6种霉菌毒素的
检出率全部在 90.00%以上袁伏马毒素尧赭曲霉毒素 A

和黄曲霉毒素 B1的检出率高达 100.00%袁说明被检验
样品受到 6种霉菌毒素的污染比较普遍遥污染程度中
T-2毒素的污染相对最严重袁 中度污染率 83.34%袁严
重污染率 8.33%袁超标率 91.67%曰其次是呕吐毒素袁轻
度污染率 62.50%袁中度污染率和超标率均为 37.50%袁
属于轻度和中度污染曰 伏马毒素的轻度污染率为
91.30%袁中度污染率和超标率均为 8.70%袁对此类样
品主要造成轻度污染曰玉米赤霉烯酮尧赭曲霉毒素 A

和黄曲霉毒素 B1袁轻度污染率均为 100.00%袁超标率
均为 0.00%袁属于轻度污染遥
3 讨论

本次测定结果表明袁所测五类饲料原料中 6种霉
菌毒素的污染较为普遍遥 伏马毒素尧呕吐毒素和黄曲
霉毒素 B1的检出率均在 90%以上曰 玉米赤霉烯酮和
T-2毒素的检出率相对较低袁 但也全部在 70%以上遥
吕明斌等渊2004冤所检测的北方地区饲料原料中袁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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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素尧 呕吐毒素和黄曲霉毒素 B1的检出率均在 80%
以上曰玉米赤霉烯酮在玉米尧玉米蛋白粉和玉米副产
品中的检出率均在 80%以上袁其它原料中均在 60%以
下曰T-2毒素的检出率均在 30%以下[2]遥 本次测定结果
与之相比偏高的主要原因是四川位于中纬度尧亚热带
气候区袁潮湿尧多雨尧光照短是其主要气候特点袁这与
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干旱尧少雨尧光照长形成鲜明
对比袁这是造成霉变和产生毒素的主要原因遥

同时袁本次测定结果发现袁五类饲料原料中呕吐
毒素和 T-2毒素的污染较为严重袁超标率也较高遥 除
此之外袁伏马毒素在玉米和玉米蛋白粉中袁玉米赤霉
烯酮在玉米蛋白粉尧小麦和其它谷物副产品中污染也
较为严重曰 黄曲霉毒素 B1和赭曲霉毒素 A污染相对
较轻遥该结果与王若军等渊2004冤报道的中国饲料及饲
料原料霉菌毒素含量检测结果基本一致[8]遥 原因可能
在于袁镰刀菌属于田间霉菌袁在作物生长和收获期间
比较容易滋生和产生毒素渊主要包括伏马毒素尧呕吐
毒素尧T-2毒素和玉米赤霉烯酮冤遥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
渊特别是西南地区冤袁作物在播种尧生长尧收获时的温度
和湿度比较有利于镰刀菌的生长和产毒曰而曲霉菌属
于仓储性霉菌袁主要在粮食和谷物的储存阶段生长和
产生毒素渊主要包括黄曲霉毒素和赭曲霉毒素冤遥近几
年来, 随着对霉菌毒素危害性认识的增强袁 人们对作
物收获后储藏环节的控制袁特别是湿度的控制越来越
严格遥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曲霉菌属毒素的检出和
超标遥

虽然霉菌毒素的污染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袁但
许多国家饲料霉菌毒素限量标准和污染程度判定标

准尚不完整袁也不统一遥 目前我国也仅有黄曲霉毒素
B1尧呕吐毒素尧赭曲霉毒素 A 和玉米赤霉烯酮的限量
标准遥 不同国家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的差异袁制
订和实施的标准有较大差异袁特别对霉菌毒素污染程
度的判定袁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间就有不同的判定标
准遥 付双喜渊2002冤引用的泰国国家标准中对伏马毒
素尧呕吐毒素尧玉米赤霉烯酮尧赭曲霉毒素和 T-2毒素
的规定是每千克饲料中分别不能超过 500尧500尧100尧
20和 80 滋g[9]曰而美国 FDA对伏马毒素的规定是马科
动物和兔的饲料中不超过 5 mg/kg袁 猪和鲶鱼不超过
20 mg/kg袁产仔的反刍动物尧家禽尧貂不超过 30 mg/kg
等[4]曰我国国家标准中规定呕吐毒素尧玉米赤霉烯酮和
赭曲霉毒素 A的限量标准分别为 1 mg/kg尧500 滋g/kg
和 100 滋g/kg [5袁6]曰前苏联规定粮食中 T-2毒素的限量
标准为 100 滋g/kg[4]遥

综上所述袁本次检测结果发现四川地区常用的 5
类饲料原料霉菌毒素污染较为普遍和严重遥为了减轻
霉菌毒素带来的损失袁在生产实践中袁饲料企业和养
殖者应根据原料和饲料霉菌毒素污染的具体情况袁采
取针对性的措施以保护动物正常的健康尧生产及食品
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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