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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业是我国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袁其产值
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在不断攀升袁 已由 1980 年的
18%上升到 2006年的 37%曰 养殖业收入占农民纯收
入的 30%耀40%遥 与之相适应袁我国养殖业所依赖的饲
料工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遥 2004年全国饲料工业总
产量达到 9 300万吨袁是 1990年渊3 200 万吨冤的近 3
倍袁总产值达到 2 350亿元袁居世界第 2位遥 据预测袁
到 2020年和 2030年袁我国配合饲料生产量将分别达
到 1.5亿吨和 1.8 亿吨袁 饲料工业产值将分别达到
2 850亿元和 3 420亿元遥饲料工业的快速发展袁也使
养殖业在大农业中的比重不断加大遥 但是袁由于养殖
业的飞速发展袁面临着日趋严重的品种退化尧产品药
物残留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遥 野瘦肉精冶尧野口蹄疫冶尧野禽
流感冶尧野链球菌冶等事件不断发生袁不仅给养殖业生
产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袁 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环
境污染袁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影响袁甚至威胁到人类
的健康遥
1 我国畜禽养殖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畜禽养殖业在 20世纪末取得辉煌成就的同
时,由于其生产过程所呈现的规模化尧集约化和高成本
等特点, 加之大中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规
模的扩大,其进一步发展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遥
1.1 畜禽饲料原料来源广袁但品质低

不同于美国尧加拿大等以玉米要豆粕型饲料为主
的国家袁我国饲料原料来源广泛袁蛋白质饲料除豆粕
外袁棉粕尧菜粕等杂粕类饲料资源丰富袁能量饲料中稻
谷尧小麦尧米糠尧麦麸等用量大遥 但与豆粕尧玉米相比袁
这些饲料原料营养品质较低袁主要表现为氨基酸含量

不平衡尧利用率低曰总磷含量虽高袁但大部分是难以被
动物利用的植酸磷遥 畜禽常用植物性饲料中的磷有
60%耀80%是以植酸磷形式存在的袁由于单胃动物渊如
猪尧禽冤消化道中缺乏植酸酶袁不能利用这些有机磷袁
而是直接将其排出体外袁造成磷资源的严重浪费遥
1.2 饲料配方技术不高袁主要营养素利用率低

饲料配方技术不但决定饲料的性质和饲料中养

分的利用效率袁 在很大程度上也左右着畜禽的生产
力尧产品质量和消费者安全遥 饲养标准和准确的饲料
营养价值评定袁是合理利用饲料原料尧科学而经济地
配制畜禽日粮尧满足畜禽正常生长的营养需要和进行
科学饲养管理的基础遥 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袁蛋白质
渊氮冤和磷饲料资源来源虽广泛袁但缺乏系统的饲料养
分生物学效价评定标准袁饲养标准的制订和修订工作
也严重滞后于养殖业发展的需要遥 在配合饲料时袁难
以找到合适的营养标准袁许多营养指标和参数都不得
不直接借用或参考国外资料渊如 NRC尧ARC等冤遥 而我
国饲养的动物品种和结构与国外有很大差别袁动物的
生产性能及饲养环境也不尽相同袁饲料种类尧加工方
法及组成成分也发生了很大改变袁直接照搬国外标准
盲目性大袁其结果往往导致过高或过低地估算了动物
的营养需要遥 以猪为例袁商品饲料蛋白质含量往往比
实际需要量高出 2豫耀4豫,即饲养 1头 60 kg的猪,将浪
费蛋白质饲料 164 g/d,从育肥到出栏共浪费 14.4 kg袁
若按全国每年出栏 6亿头猪计算袁浪费蛋白质饲料可
达 864万吨袁相当于我国每年进口的 2 000万吨蛋白
质饲料的 43.2%袁同时袁还向环境多排放 110 万吨的
含氮污染物遥 这样袁不仅造成了有限饲料资源的巨大
浪费袁增加了单位畜禽产品的饲料成本袁同时还对生
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遥

近年来袁我国畜禽养殖业所用的饲料中普遍大量
使用高铜尧高锌以及砷制剂等易导致严重环境公害的
各种饲料添加剂遥微量元素添加剂多以无机形态添加
到饲料中袁使大量的微量元素排入到环境中袁按全国
1亿余吨猪饲料和 1 000万吨预混合饲料计算袁 每年
要消耗 33 万吨硫酸铜袁 其中约 32 万吨排泄到环境
中遥我国一个万头猪场袁每年排放 4 200 kg铜元素袁每
7年排放 1 000 kg砷元素袁既浪费了资源袁又造成了
环境中矿物元素过量袁破坏土壤和微生态结构袁污染

《饲料工业》·圆园园7年第 28卷第 14期 专 家 论 坛

2



水源袁进而影响作物产量遥因此袁畜禽排泄物中极高的
铜尧锌和砷含量是严重的环境污染源遥
1.3 饲养模式不适合畜禽养殖业发展需要袁 疾病发
生及传播日益严重

目前袁一些散养户的饲养水平尧饲养条件相对较
差袁疫病防治意识薄弱袁防疫措施不够完善曰人畜混
居袁很容易造成动物感染疫病遥 如野禽流感冶疫病的发
生袁在很大程度上受饲养方式的影响遥近年来袁随着规
模化尧集约化畜禽养殖业的发展和畜禽及其产品的频
繁流通袁畜禽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越来越多袁危害
日趋严重遥现已查明袁我国人畜共患病有 120多种袁而
生态的富集化恶性循环是流行病学链上最主要的因

子之一遥
由于当前的集约化生产使动物免疫抑制性疾病

的发生率很高遥 免疫抑制会带来一些恶性后果袁如疫
苗接种发生免疫反应过程中所需的细胞或组织被饲

料中的霉菌毒素破坏袁 有可能无法产生预期的免疫
力曰动物临床用药效果被削弱袁用药量增加遥免疫抑制
导致动物对疾病的敏感性增强尧抗病力降低尧免疫效
果减弱尧用药成本增加和死亡率升高遥 在正常条件下
达不到致病数量的病菌袁在免疫抑制条件下则有可能
致病袁这就导致动物疾病的病因复杂化袁难以诊断和
治疗袁同时容易造成传染性疾病的流行袁给畜牧业生
产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遥 所以袁健康养殖已成为我国
畜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遥
1.4 养殖品种退化严重袁抗病能力下降

品种资源的多样性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袁
也是发达国家对品种改良不断加大科研投入的主要

原因遥 在研究和保护品种资源多样性的同时袁必须进
行动物新品种的选育遥目前发达国家将分子育种技术
与常规育种技术相结合袁培育高产尧优质尧抗病的超级
瘦肉型猪袁取得了较快进展袁不断推出了一些更高产尧
更高效的瘦肉型猪新品系尧配套系占领市场遥 我国目
前在新品种选育方面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袁但在生
产过程中袁国外优秀猪种仍占有明显优势遥 尽管也从
国外引进过不少种猪袁但引种后由于资金缺乏袁选育尧
扩繁尧饲养管理尧疾病防治等技术措施跟不上袁往往出
现引种原退化原再引种原再退化的恶性循环袁 甚至还带
进疫病袁造成重大损失遥近年来袁我国在地方品种资源
的研究与开发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袁并成立了野全
国地方猪种保护与利用协作组冶袁开展了野生物多样性

研究冶项目袁但对各地方品种选育为野优质猪冶的研究
才刚刚起步遥 近年来,虽然畜禽养殖数量大幅增加,但
种质差,长期重引种尧轻选育和对地方畜禽品种的保
护不利,使畜禽中抗病强尧肉质好的基因不断丢失,对
疫病的抵抗力降低,造成疫病流行和种质退化的恶性
循环曰品种单一,易导致畜禽得病,影响整个养殖业的
经济效益遥
1.5 集约化饲养过度集中袁养殖业污染日益严重

受资源状况尧经济条件等制约袁我国规模化养殖
主要集中在城镇附近和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遥过分集
中的密集型饲养袁意味着将要在相对较小的土地面积
上处理大量的粪尧尿等排泄物袁这使该地区本来就比
较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更为严重的破坏遥 据统计袁我
国畜禽养殖场所排污水的化学需氧量(COD)已接近全
国工业废水的 COD排放总量遥仅养猪业一项袁每年向
环境排放的磷量就达 196万吨之多(2002中国农业年
鉴)遥 因此袁养殖业所造成的氮尧磷污染已成为环境污
染的主要来源之一遥
1.6 集约化畜禽养殖业大量使用抗生素和违禁药品

所致的畜禽产品安全问题严重

畜禽集约化养殖本身就容易造成病源菌滋生袁加
之目前我国养殖业大量使用各种抗菌促生长剂袁在疾
病流行期以及动物断乳或其它应激等过程中普遍预

防性用药袁而且使用抗菌药物的种类繁杂尧剂量过高袁
并缺乏禁药期的严格管理袁使这类抗生素不仅在畜禽
体内大量残留袁 而且随粪便大量排出造成环境污染曰
同时袁药物残留引起的细菌抗药性日益增强遥另外袁养
殖业主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袁普遍使用诸如瘦肉精之类
的违禁饲料添加剂遥近年来袁猪链球菌病尧禽流感事件
以及瘦肉精中毒事件袁均发生在城郊畜禽养殖业较为
发达且人口集中的地区遥上述疾病的爆发性流行以及
药物残留无不与抗生素的使用和集约化养殖业环境

恶化密切相关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袁 细菌耐药性的产生速度加

快袁出现了大量多重耐药的弯曲杆菌尧金黄色葡萄球
菌渊MRSA冤尧肺炎球菌渊PRSP冤尧结核杆菌以及耐万古
霉素肠球菌渊VRE冤等袁使得抗菌药物对各种细菌性疾
病的疗效明显下降袁给人类健康也带来很大危害遥 有
研究表明袁 氟喹诺酮类药物在动物饲料中使用后袁耐
氟喹诺酮类的弯曲杆菌和沙门氏菌明显增多袁且出现
了多重耐药菌株遥大多数沙门氏菌耐药菌株引起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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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是由于人们食用了被耐药菌株污染的食品而引起

的遥 调查发现袁食品动物中广泛存在万古霉素耐药肠
球菌袁而且动物源耐药肠球菌可通过直接接触感染养
殖人员及屠宰加工人员袁并在人体肠道长期定植遥 动
物源细菌耐药性的产生尧发展以及转移扩散对人类健
康的影响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遥 世界卫生组织于
1997年和 1998年分别召开了两次专家会议袁 专门讨
论了 野抗菌素在食品动物中的使用给医疗带来的影
响冶以及野喹诺酮类药物在食品动物中使用及其对人
类健康可能带来的影响冶遥 对此, 欧盟已于 1999年禁
止在动物饲料添加剂中使用维吉尼亚霉素尧 螺旋霉
素尧泰乐菌素尧杆菌肽尧卡巴氧和喹乙醇等抗菌药物遥
美国 FDA-CVM 也作出了人用抗菌药物不能用于动
物尧与人用抗菌药物具有相同作用机制的化合物不能
用于动物等的规定遥

近年来袁动物产品中的药物残留对人体肠道菌群
影响的报道较多遥 研究表明袁残留抗菌药物不仅诱导
选择肠道耐药菌袁 促进细菌间耐药基因的转移扩散袁
而且还可破坏肠道菌群定植的抵抗力袁导致机会性病
原菌过度生长而致病袁 改变肠道菌群的代谢活性袁造
成维生素缺乏等遥抗菌药物残留因其抗菌活性对人体
肠道菌群干扰造成人体健康危害而引起了人们的高

度重视遥
1.7 城郊畜禽养殖业产品品质严重下降袁 畜禽养殖
企业亏损

造成畜禽产品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现代规

模化尧集约化养殖模式使动物在生产过程中处于严重
的环境应激状态所致遥由于生产成本的升高,城郊畜禽
养殖企业的经济效益逐年下降, 大部分企业甚至出现
亏损遥 如 1998年 1月份的生猪收购价和猪肉销售价
一路狂跌,在成本和价格的双重夹击下,养猪业陷入了
全面亏损, 直至 2000 年才大致处于价格平稳时期遥
1997年下半年至 2000年底蛋价始终下滑, 上海市蛋
鸡场自产蛋开始平均亏损约 0.8 元/kg遥 6个大中城市
的调查表明,畜禽养殖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是院在肉尧
蛋生产上出现全国性的供过于求的形势, 而农村家庭
散养生产的肉尧蛋大量涌进城市,价格竞争十分激烈曰
另外,大城市肉尧蛋尧奶的商品虽然在质量和卫生上占
有优势,但生产成本高出周边地区,如上海鸡蛋的生产
成本比邻近的江苏省海安县高出 30豫遥因此,城郊畜禽
养殖企业在价格竞争上与周边地区以及成本更低的

家庭散养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遥而且欧洲已经于 2006
年 1月 1日起全面禁止使用饲用抗生素,这一野绿色壁
垒冶将严重影响我国对欧盟的畜产品出口贸易遥
2 最新研究进展与应对措施

纵观 20世纪养殖业的发展历程袁 为了追求更大
的经济效益袁广泛采用集约化饲养袁大量使用各种饲
料添加剂等措施袁 不仅使动物处于高度应激状态袁动
物正常的生理机能和代谢过程受到影响袁动物产品的
品质和风味也大大降低曰而且还造成畜禽产品中有毒
物质尧药物和重金属残留袁环境微生物抗药性增强袁大
量有毒尧有害物质进入土壤尧水体和大气中袁造成环境
污染袁动物福利状况严重恶化等遥动物自身健康尧畜产
品安全和环境安全已成为我国畜禽养殖业发展必须

面临的战略性问题袁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实
现畜禽生产全过程健康养殖遥由于我国养殖业生产动
物种类繁多袁饲养方式多种多样袁生产规模和饲养密
度差异很大袁如何根据养殖业现状与生产实际袁提出
适合我国国情的畜禽健康养殖全过程管理关键控制

点尧控制技术和控制方法袁形成健康养殖关键技术体
系袁不仅有利于我国养殖业制定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对
接袁而且对于指导我国畜禽养殖业生产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遥
2.1 进一步加快环保型饲料和配方技术的研发与推广

自 1995年我国有关专家提出生态营养渊Ecologi鄄
cal nutrition冤的概念以来袁许多专家学者就如何准确
评定畜禽对各种养分的需要量和各类渊种冤饲料在畜
禽中的消化利用率袁准确配制畜禽日粮袁减少和降低
氮尧磷及各种有毒尧有害元素在畜禽粪尿中的排泄袁研
制开发低毒尧低残留的饲料添加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
探索袁目的是从源头上控制畜牧业污染袁为消费者提
供既营养又安全的畜禽产品遥

针对我国畜禽养殖业发展的现状尧出现的新形势
和新问题袁从国情出发袁开展野畜禽氮尧磷营养代谢调
控及环境安全技术冶研发袁围绕氮尧磷营养代谢与调控
技术中的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袁以研究测定方法为切
入点袁对畜禽内源性氨基酸的分泌排泄规律尧饲料中
氨基酸和磷真消化率尧饲料表观可消化磷和真可消化
磷相应的评价方法和预测模型进行研究袁旨在建立和
完善畜禽饲料氨基酸尧磷数据库袁为建立针对不同蛋
白质渊氮冤和磷饲料资源更为精确的饲养标准提供理
论基础遥 通过研究氨基酸在畜禽内脏器官的代谢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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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碳水化合物对它的影响机制袁将氨基酸甚至其它养
分的营养代谢研究从消化道层次提升到组织器官层

次遥 所有这些研究袁最终都是为建立新的高效无公害
畜禽饲料配方参数和技术体系袁 为研制生产无公害尧
环保型的绿色饲料奠定基础遥 这样袁不但能提高饲料
中氮尧磷尧铜尧锌等元素的利用率袁还对进一步提高畜
禽饲料报酬, 确保动物本身及其产品的卫生安全尧减
少动物生产过程中氮尧 磷及其它营养物质的过量排
放袁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袁建立野饲料安全寅动物健
康养殖寅食品安全寅环境安全冶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
指导作用袁 对推进我国畜禽养殖业和饲料工业的持
续尧高效和健康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2.2 进一步加强绿色饲料添加剂的研发

20世纪初袁人们就开始从事饲料添加剂研究袁到
60年代初袁 国外饲养业对各种添加剂的应用已有了
较大的进展遥随后袁各种氨基酸尧抗生素和新合成药物
的使用袁全面促进了野全价配合饲料冶的发展袁形成了
一个专门行业遥我国饲料添加剂的研究和推广应用起
步较晚袁但随着饲料工业和养殖业规模经营的迅速兴
起而得到了较快发展袁并对畜牧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
的促进作用遥但是袁滥用抗生素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遥
因此袁开发和推广天然绿色饲料添加剂袁以生产出安
全可靠的食品要要要野绿色畜禽产品冶 来满足人们的需
求已成为必然选择遥 为了解决抗生素尧药物残留和抗
药性问题袁通过近几年来的研究袁先后开发了酶制剂尧
微生物制剂尧化学益生素尧酸制剂尧中草药制剂尧天然
植物提取物等绿色饲料添加剂遥

日粮中添加植酸酶可以提高家禽和猪饲料中植

酸磷的利用率袁 从而降低日粮中无机磷的添加量袁使
磷的排泄量减少 20%遥 荷兰尧丹麦等欧洲国家以及美
国的部分洲已经立法袁 规定在饲料中必须使用植酸
酶遥然而袁我国关于植酸酶在畜禽生产中的应用袁尤其
是在猪饲料中的应用研究较少袁急需加强这方面的研
究袁以减少磷排放对环境的污染袁节约磷资源遥研究与
生产实践还证实袁 可以通过改变微量元素添加形式袁
在不影响或提高生产性能基础上袁降低微量元素在饲
料中的添加量袁减轻由铜尧锌和砷等的大量排放造成
的环境污染遥近年来推出的氨基酸微量元素螯合物添
加剂袁在消化道内可以溶解袁而且由于它是电中性的袁
可以防止金属元素被吸附在有碍元素吸收的不溶胶

体上袁因此袁它具有容易吸收尧效价高的特点遥 与无机

盐相比袁其添加剂量少但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袁且金
属离子的排出量减少袁因此袁氨基酸微量元素螯合物
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微量元素添加形式遥不过以往对氨
基酸微量元素螯合物的研究重点都集中在对畜禽生

产性能以及螯合物本身的生物利用率方面袁今后应对
螯合物添加剂在畜禽中使用以及对动物和环境所造

成的影响加以系统研究遥
开发与应用环保型制剂袁可减少或消除抗生素残

留袁从根本上解决抗生素引起的耐药性和在畜禽产品
中残留的问题遥 目前袁急需研究和阐明细菌耐药性大
量产生尧迅速蔓延的根源和途径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
或延长抗菌药物的临床使用寿命遥 最近袁欧美等发达
国家已将动物性食品中抗菌药物残留对人体肠道菌

群的影响列为抗菌药物残留安全性评价的重要内容袁
并据此制定了某些兽用抗菌药物的日允许摄入量遥另
外袁已有许多关于残留抗菌药物对人体肠道菌群影响
的试验方法袁但至今尚无完整的评价模型袁很多方法
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遥我国食品动物养殖中广泛使用
抗菌药物袁所造成的抗菌药物残留可能给人体肠道菌
群造成影响袁进而危害人体健康袁但至今仍缺乏全面
系统的研究袁因此我国尤其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遥
2.3 加强相关立法

在城市工业化进程提速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的

今天袁多数大中城市解决城郊畜牧业引发的环境污染
问题的办法是将养殖企业由近郊迁至远郊袁这一措施
本身就是既不治标又不治本的途径遥 如果不从根本
上解决上述问题袁随着企业的迁移,养殖业引发的污
染只是换了一个地点袁谈不上解决畜禽产品的品质和
安全问题遥 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纲要曳明确指出,提高养殖业比重袁改进畜禽饲养方
式袁加快畜禽及水产良种繁育尧饲料饲养尧疫病防治尧
资源节约尧 污染治理等技术的研发和推广遥 叶国家中
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曳也明确强调要重点研
究开发安全尧优质尧高效的饲料和规模化健康养殖技
术及设施遥

城郊畜禽养殖业生产已造成了潜在的环境资源

污染遥伴随着畜禽养殖业的规模化尧集约化生产袁对环
境的生态容量形成了潜在的威胁遥发达国家对养殖业
环境公害高度重视袁在饲料养分平衡技术及畜禽养殖
场废弃物的生物发酵等无害化处理技术等方面发展

尤为迅速袁为养殖场排污标准等法律尧法规的制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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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依据遥在发达国家袁通常严格控制畜禽场的发展袁
严禁在大城市周围发展大中型畜禽场袁日尧美等国新
建大中型畜禽场必须经过严格审批并控制畜禽场规

模袁防止规模过大带来畜禽粪便处理的困难袁并建议
了各种畜禽场的最高饲养头数袁规定对禽畜粪尿及其
它废弃物必须经过严格综合处理遥基于畜禽饲养场的
粪便绝大部分用于农田袁为防止氮经土壤流失和对农
作物造成的不良影响袁不少国家制订了野每公顷土地
最大允许饲养密度冶袁 有的国家还规定禽畜粪便施用
于农田的方法与时间遥制定畜禽场污水的排放标准是
防止污染最有效的措施之一袁 不少国家或地区选定
BOD尧COD尧SS尧pH值等作为控制指标遥

由于畜牧业利润较小袁治理畜禽粪便污染花费较
大袁因此袁大多数国家对畜禽粪便污染的治理都有经
费补助遥 如日本袁对私营牧场可补助治理粪便污染的
费用袁并在财政年度预算中拨款曰荷兰尧英国尧丹麦等
国则对将畜粪运输投放到农田中给予经费补贴遥 同
时袁畜禽场一旦给环境造成污染袁将被罚款袁或先进行
清除袁污染方负担处理费遥 我国台湾也对达不到排放
标准的畜禽场处以重罚袁最高达数万台元袁直至改善
为止遥 借鉴上述经验袁我国在控制畜禽养殖污染环境
方面必须加强立法袁制订出大中型畜禽场建场审批以
及饲养和粪便处理一体化实施规定曰制订畜禽污水处
理后排放标准以及国家对畜牧业污染处理的优惠政

策和奖惩措施遥虽然我国于 2000年颁布了叶畜禽养殖
排污管理条例曳袁但养殖业中相应的技术尧措施尚不成
熟遥 在城市城郊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技术开发方面袁国
内开展了野集约化养殖场畜禽粪便的农用风险与污染
控制冶等国家和相关部委项目袁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
识和实践经验袁并开发和制定了相关技术及标准遥
3 结语

提高饲料报酬尧确保动物本身及其产品的卫生安
全和减少动物生产过程对环境的污染已成为国际上

畜牧科学研究领域的前沿遥 目前袁我国畜牧业已经由
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袁进而向高效尧优质尧安全饲
料开发和健康养殖的方向发展遥所谓野健康养殖冶系指
从饲料营养尧生存环境尧养殖密度尧动物福利等条件上
适应动物生理学尧心理学尧行为学的需要袁最大限度地
从发掘遗传潜力中获取动物最高产量及最优品质的

同时袁产生良好的环境效益和公共卫生效益遥总之袁如
何有效地控制和减少畜牧业对环境的污染以及生产

绿色畜禽产品已成为畜禽生产尧环境保护尧遗传育种
研究者和营养学家们共同关注的问题遥从营养角度而

言袁准确测定畜禽对饲料养分的需要量和饲料中养分
的有效含量曰利用优质饲料原料按照理想蛋白质模式
配制平衡的日粮袁通过营养平衡配方技术尧消除抗营
养因子等生物技术新措施袁来降低氮尧磷和一些微量
元素的排泄量曰通过添加代谢调节剂来强化饲料养分
的利用率袁最大限度地减少需要量与供给量之间的差
异曰加强对生态营养和环保饲料的开发研究等袁均能
提高动物对氮尧磷尧微量元素等养分的利用袁减少饲喂
量尧降低排出量遥在具体应用时袁应采用系统调控理论
来进行优化袁生产出优质尧高效尧低污染的绿色饲料袁
从根本上保证畜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遥环保型生产
和高产出畜牧生产并不矛盾袁只有充分利用现代畜牧
科技和高效饲料渊添加剂冤才能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
来遥 但由于养分利用率的影响因素繁多袁因此应用营
养管理策略减少养分排出量尧减少环境污染尧确保畜
产品食用安全的研究还任重而道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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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果胶酶是降解饲料抗营养因子———果胶的有效酶，它作为一种绿色饲料添加剂在畜牧

业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文章针对这一现状，主要对果胶酶的性质、分类、作用机理作一阐述，并

对其研究前景进行简要概括。

关键词 果胶酶；性质；分类；作用机理；应用前景

中图分类号 Q814.4
The study of pectinase as green feedadditives

Jing Lizhen, Wang Baowei, Wei Xiaoxiao, Feng Qiang, Yu Shihao, Wang Yachao
Abstract Pectinase is a kind of effective enzymes that can break down the ANFs -pectine in feeds. It
is used as a kind of green feed additives more and more widely in stockbreeding.According to this situa鄄
tion,this article has discussed the character,the classification,and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pectinase.Be鄄
sides,it simply generalized the researching foreground of pectinase.
Key words pectinase曰character曰classification曰mechanism of action曰foreground
果胶渊Pectin冤 [1]是植物组织中与纤维素尧半纤维

素尧木质素尧蛋白质等结合的不溶于水的一类物质遥
果胶广泛存在于高等植物袁如水果尧蔬菜尧大豆以及
玉米等植物中袁主要是由 D-半乳糖醛酸以 琢-1,4 糖
苷键连接形成的直链状聚合物袁 是非淀粉多糖(NSP)
的成分之一遥 由于动物体内缺乏降解果胶的酶类袁因
而果胶被认为是动物饲料中的抗营养因子遥 果胶酶
渊Pectinase,PE冤[2]是一个多酶复合体系袁是所有能够分
解果胶质的酶的总称遥 它是最早在人们生活中得到
应用的酶类之一袁商业应用最早见于 1930 年袁用来
制备酒水和果汁[3]遥 20 世纪 60年代袁由于科学家对
植物组织成分的化学性质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

识袁因此使人们能够更广泛尧更有效地利用果胶酶袁
也正因为这样袁 果胶酶成为当今极具商业前景的酶
类之一遥
1 果胶酶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袁畜禽饲料中添加酶制剂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重视遥 酶是一种具有高度催化活性的蛋白质袁机体
内的所有反应几乎都是在酶的催化下进行的遥饲料中
添加酶制剂既可补充幼龄动物内源酶的不足袁又可消
除饲料中的某些抗营养因子袁提高饲料利用率遥 非淀
粉多糖(NSP)酶制剂能降低食糜的粘度袁这些酶包括
葡聚糖酶尧阿拉伯木聚糖酶尧甘露聚糖酶和果胶酶[4]遥
果胶酶能够水解果胶中以 琢-1,4糖苷键结合的半乳
糖醛基袁产生还原糖袁提高营养物质的利用率遥果胶酶
在食品工业上袁特别是水果加工和麻料脱胶工艺中具
有重要作用遥目前由微生物发酵生产的果胶酶已作为
绿色饲料添加剂应用到动物养殖业中遥 王春林[5]等研
究果胶酶对肉仔鸡生长性能及屠体性状的影响袁试验
结果表明袁 在玉米要豆粕型日粮中添加果胶酶制剂袁
能显著提高 21日龄肉鸡的平均日增重和采食量袁并
且提高饲料转化率袁与添加金霉素有相当的促生长作
用曰但是后期 (21 日龄后 )添加酶制剂的效果并不明
显袁 并认为饲料中果胶酶制剂的添加量以 500 mg/kg
为宜遥

Kocher[6]用含有较高剂量的半纤维素酶尧果胶酶
和蛋白酶的酶制剂饲喂肉仔鸡时能显著提高豆粕型

日粮的表观代谢能,减少肉仔鸡粪便含水量袁提高回
肠蛋白质消化率遥 Patel等[7]研究表明袁果胶酶能防止
果胶类物质引起的仔鸡生产性能下降袁并且降低了肝
脏脂肪和血清胆固醇的浓度遥果胶酶和植酸酶联合使
用能更有效地提高饲喂小麦型日粮肉仔鸡的增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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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食量袁果胶酶(1 900 U/g)尧酸性磷酸酶(100 U/g)和酸
性蛋白酶(42 U/g)等的复合物能提高火鸡生产性能尧骨
骼矿物化和钙磷存留量遥

近 10年来, 关于果胶酶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取得
了重大进展袁从 11个真菌属克隆了 50个以上的基因
并进行了测序,并对果胶酶基因的结构尧功能尧调控尧
转录尧翻译及后加工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10]遥 因为果
胶酶家族中内切酶工业价值最大,所以,果胶酶的分离
纯化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内切酶,基因工程研究也首先
在内切酶上获得进展遥
2 果胶酶的分类及作用机理

2.1 果胶酶的分类

按不同的标准对果胶酶有不同的划分方法遥美国
果胶酶术语制定委员会按照作用底物的不同将果胶

酶分为 3 类:果胶酯酶 (Pectinestersase)尧果胶酶 (Pecti鄄
nase)和原果胶酶(Protopectinase)遥 由于果胶类物质本
身成分就比较复杂袁此种分类方法不能很好地反映各
种酶在酶解过程中的作用遥

按照作用方式的不同果胶酶可以分为两大类:酯
酶渊Pectinesterase冤和解聚酶渊Depolymerizing enzymes冤,
后者包括水解酶渊Hydrolases冤和裂解酶渊Lyases冤遥解聚
酶[11袁12]根据解聚作用方式的不同分类见表 1遥

表 1 解聚酶分类

机理

水解断开糖苷键

反式消去作用断开糖苷键

酶的类型

聚甲基半乳糖醛酸酶

聚半乳糖醛酸酶

聚甲基半乳糖醛酸裂解酶

聚半乳糖醛酸裂解酶

分类
Endo-PMG
Exo-PMG

Endo-PG(EC3.2.1.15)
Exo-PG(EC3.2.1.67)

Endo-PMGL(EC4.2.2.10)
Exo-PMGL

Endo-PGL(EC4.2.2.2)
Exo-PGL(EC4.2.2.9)

作用
随机切开高酯化果胶中的琢-1,4糖苷键
从非还原末端依次切开高酯化果胶中的琢-1,4糖苷键
随机切开果胶酸中的琢-1,4糖苷键
从非还原末端依次切开果胶酸中的琢-1,4糖苷键
随机切开高酯化果胶中的琢-1,4糖苷键
从非还原末端依次切开高酯化果胶中的琢-1,4糖苷键
随机切开高酯化果胶酸琢-1,4糖苷键
从非还原末端依次切开果胶酸中的琢-1,4糖苷键

2.2 果胶酶的作用机理

果胶酯酶(PE.EC3.1.1.11)可随机切除甲酯化果胶
中的甲基产生甲醇和游离羧基袁其作用机理为院从果
胶质中除去甲基基团以产生果胶酸袁可分解果胶链上
的小分支袁但对果胶链长度无影响遥 果胶水解酶是通
过加入一个水分子使 琢-1,4糖苷键断裂袁释放出单体
的半乳糖醛酸袁果胶聚甲基半乳糖醛酸酶渊PMG冤和聚
半乳糖醛酸酶渊PG冤是两种分别以果胶质和果胶酸为
基质的水解酶遥 果胶裂解酶渊PL冤又叫转移消除酶袁通
过除去一个分子使 琢-1,4糖苷键断裂袁释放出含双键
的产物遥 聚甲基半乳糖醛酸裂解酶渊PMGL冤和聚半乳
糖醛酸裂解酶渊PGL冤是分别以果胶质和果胶酸为基
质的两种裂解酶遥 水解酶的作用不需要 Ca2+参与袁而
裂解酶的作用需要 Ca2+参与遥

可用于发酵生产果胶酶的菌种主要有曲霉菌(A.
niger)尧灰霉菌渊Boriytis cinerea)尧镰孢菌( Fusauiu spp)
及其它真菌(如菜豆炭疽病菌尧核盘菌尧北方核盘菌尧
玉米圆斑病菌尧青霉菌尧啤酒酵母尧脉孢菌尧栗疫菌尧榆
枯萎病菌)遥
3 果胶酶的性质与生物学功能

3.1 果胶酶的性质

3.1.1 果胶酶的酶学特性

国内外学者利用层析尧电泳等手段对果胶酶的酶
学性质进行了广泛研究袁 明确了一些果胶酶的分子
量尧动力学性质及其影响因素袁常用的果胶酶纯化方
法有硫酸铵沉淀尧丙酮沉淀尧离子交换层析以及凝胶
过滤色谱等遥果胶酶分子量一般在 20耀60 kD之间袁主
要以单体形式存在袁个别以多聚体形式存在遥 通常果
胶酶的活性范围在 pH值 3.0耀9.0之间袁 等电点在 pH
值 4.0耀9.0之间袁其中袁最适 pH值在 4.0耀6.5之间的为
水解酶袁其作用不需要 Ca2+参与袁而裂解酶的作用需
要 Ca2+参与袁最适 pH值在 8.0耀10.0之间遥不同菌种所
产果胶酶的性质有所不同遥
3.1.2 果胶酶的分子生物学性质

近年来袁 果胶酶分子生物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
展袁 已从许多种属微生物中克隆了果胶酶基因并测
序袁对果胶酶基因的结构尧功能尧调控等方面进行了深
入探讨遥 已克隆的微生物以黑曲霉和欧文氏菌为主袁
克隆的果胶酶基因以多聚半乳糖醛酸酶基因和果胶

裂解酶基因为主遥果胶酶前体一般都含有 N端信号区
和糖基化位点 N端信号区袁一般由 16耀27个氨基酸组
成袁个别的如地衣芽孢杆菌 14A的果胶酸裂解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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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A有一较长的信号肽渊39个氨基酸)[13]遥 果胶酶多为
糖蛋白袁 低聚糖以糖苷键的形式与酶蛋白的 N端结
合遥 Gainvors A等[14]研究发现袁酵母属果胶酶渊Saccha鄄
rornyces cerevisiae冤 的基因 PGL1- 1编码的聚半乳糖
醛酸酶有两个糖结合位点, 并经 茁-N-乙酰葡糖胺糖
苷酶 H作用于该酶蛋白后袁酶分子量由 42 kD减小到
37 kD遥

果胶酶一般为分泌型胞外酶袁 且多为诱导酶袁即
有诱导物存在时菌株才能分泌果胶酶袁可作为诱导物
的有果胶尧聚半乳糖醛酸尧低浓度的半乳糖醛酸及其
寡聚体曰而受葡萄糖尧较高浓度的半乳糖醛酸尧抗体等
的抑制遥
3.2 果胶酶的生物学功能

要使植物细胞壁彻底裂解, 需要能分解纤维素尧
半纤维素尧果胶类物质和蛋白质的 4种酶类的协同作
用袁但作为细胞壁及其细胞壁间质成分的果胶显然是
外源酶首先作用的底物遥 果胶酶能分解植物的细胞
壁袁造成质壁分离袁液泡尧内质网受损袁使线粒体内部
空泡化袁造成质膜严重受损遥

经细胞壁降解酶处理后袁 植物细胞中胶层分解袁
细胞壁变薄袁相邻细胞壁消失袁原生质体流失袁周围有
大量分散的细胞壁碎屑和纤维丝袁细胞壁电子密度分
布不均曰质壁分离严重袁原生质体凝集袁细胞器分辨不
清袁细胞壁粗细不均袁排列疏松袁局部变形尧断裂遥
4 果胶酶的研究前景及意义

目前酶制剂的研究多集中在纤维素酶和淀粉酶

上袁对饲用果胶酶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遥 果胶酶可
为其它酶的酶解反应提供作用底物袁其作用在酶解反
应开始阶段显得尤为重要遥 在目前的复合酶制剂中袁
果胶酶与其它酶类相比袁单位酶活力相对较高袁且都
取得较好的应用效果遥 由于复合酶内部存在互作效
应袁不同配比或不同浓度的复合酶产生的效果可能有
很大差异袁因此为充分发挥复合酶制剂的作用袁亦应
考虑果胶酶与其它酶类的协同效应遥

在发酵生产饲用复合酶时袁果胶酶活性应为一个
指标袁采用果胶酶发酵条件优选结果作为复合酶制剂
研制的工艺条件遥在动物生产上复合酶制剂的作用显
然要大于单体酶袁但单体酶作用效果的研究毫无疑问
将直接对复合酶的研究起指导作用遥粗酶制剂在生产
上的应用效果基本上已经得到肯定袁但为进一步发挥
其作用效果或提高其应用价值袁就有必要更清楚地了

解单体酶的作用机理遥目前复合酶制剂发酵生产工艺
主要针对菌种的选育和生产工艺参数的优化袁而缺乏
足够的数据来确定发酵终产品的目标特性袁这也直接
约束着发酵产品的使用范围和效果遥这些都需要进一
步深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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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维拉霉素渊Avilamycin冤又称为卑霉素尧阿美拉
霉素尧阿维霉素尧肥拉霉素袁是一种新型消化促进剂和
代谢调节剂袁是由产绿色链霉素菌发酵而生成的二氯
异扁枝衣酸酯袁属于正糖霉素族的寡糖类抗生素遥 阿
维拉霉素主要抑制革兰氏阳性菌袁对革兰氏阴性菌效
果较差袁是一种新型促生长素类饲料添加剂遥 作为促
进猪尧肉鸡的一种新的饲用促生长素袁阿维拉霉素促
生长效果显著遥
1 结构及性质

阿维拉霉素的分子式为 C16H88Cl2O32袁 分子量为
1 403遥阿维拉霉素有 A到 N共 14种结构袁在这 14种
结构中袁起作用的主要为阿维拉霉素 A袁其次为阿维
拉霉素 B袁市场上销售的阿维拉霉素商品中袁多为阿
维拉霉素 A和阿维拉霉素 B混合物遥 阿维拉霉素为
亮棕褐色粉末袁有霉味袁其熔点为 181耀182 益袁微溶于
水袁易溶于大部分有机溶剂中遥

阿维拉霉素是以糖为骨架的低聚糖渊也叫寡糖冤,
分解后生成糖袁它是唯一一种属于奥尔托索霉素类的
饲用促生长素遥阿维拉霉素可用做猪和肉鸡的饲料添
加剂袁提高猪和鸡的平均日增重和饲料转化率袁因其
特有的促生长机制袁 所以没有任何治疗和预防作用袁
因而完全避免了因应用治疗性抗生素而出现的耐药

性问题遥
2 促生长机制

阿维拉霉素英文名叫 digeative enhamcer渊促消化
吸收剂冤或者 metabolic modnlater渊代谢调整剂冤袁这也
说明阿维拉霉素作为促生长剂的作用机理以及可提

高生产性能的特性遥阿维拉霉素的促生长效果是由于
它能影响动物肠内细菌丛的代谢过程袁而为宿主营造
吸收营养物质的优良环境袁其促生长作用不是在肠道
内抑制病原微生物遥因此阿维拉霉素通常用量不会杀
死消化道内细菌袁也不可能破坏正常肠道内细菌丛的
平衡遥

阿维拉霉素促进动物生长的作用机制与促进或

抑制肠内细菌的代谢有关遥从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来
看袁阿维拉霉素至少具有以下 3种促进生长效果的机
制院淤节约葡萄糖的作用遥 阿维拉霉素能抑制肠道内
细菌对葡萄糖代谢袁增大宿主动物肠道对葡萄糖的吸
收袁使更多的养分为宿主所利用袁从而提高饲料转化
率遥 于抑制乳酸的产生遥 阿维拉霉素能抑制细菌产生
乳酸,使小肠中乳酸生成量下降,肠道寄生菌受到抑制
使肠道蠕动减慢, 这样就延长了营养物质在肠道中的
滞留时间,从而更有利于宿主对养分吸收和饲料利用遥
盂增加挥发性脂肪酸的形成遥阿维拉霉素能通过存留
在单胃动物盲肠和结肠中的细菌利用纤维素发酵产

生挥发性脂肪酸袁使宿主动物有更多挥发性脂肪酸用
作维持能源遥
3 抑菌机制

阿维拉霉素主要抑制革兰氏阳性菌袁对大肠杆菌
有一种间接作用袁 即可以影响细菌鞭毛及细菌的粘
附袁通过抑制细菌粘附于宿主粘膜细胞表面袁从而达
到抑制细菌的感染袁间接预防病菌感染的作用遥 它通
过与细菌核糖体结合来抑制蛋白质的合成袁从而达到
抑菌的目的遥

阿维拉霉素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合成抑制剂袁
它对蛋白质合成的干扰是通过影响氨酰 tRNA 附着
到核糖体上而实现的遥阿维拉霉素与大肠杆菌的 30s
核糖体亚基结合袁并且通过封锁氨酰 tRNA在核糖体
A 位点处的正确位置而抑制蛋白质的合成袁 从而达
到抑菌的目的遥阿维拉霉素抑制 tRNA结合到核糖体
上袁而它对 tRNA 结合的抑制率仅为 50%袁这说明阿
维拉霉素只阻碍了氨酰 tRNA的两个结合位点渊A位
点和 P位点冤中的一个遥大量试验研究表明袁在离肽基
转移酶中心的一定距离处袁阿维拉霉素与核糖体的 A
位点部分重叠袁说明阿维拉霉素封锁了 tRNA在 A位
点的结合遥
4 毒副作用和抗药性

阿维拉霉素在毒性试验研究中以其高安全性通

过了急性毒性试验尧短期以及长期毒性试验尧眼粘膜
刺激性试验尧急性吸入毒性试验等各种试验袁它所达
到的标准都是迄今为止所有抗生素中最高的遥

在毒理学研究中表明袁阿维拉霉素对小鼠和大鼠
均无死亡和中毒症状袁 没有任何与药物有关的损伤袁
无任何生长尧存活和繁殖上的不良反应遥 它只对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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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低的口部毒性袁对兔子有很低的皮肤毒性袁对皮肤
和眼睛有轻微的刺激遥

阿维拉霉素是小颗粒状制剂袁 因此不易带电袁不
会因静电而出现附着现象袁这是其它饲料添加剂所没
有的曰 在配合饲料生产过程中也不易发生滞筛现象曰
物料不易飞散袁故比较卫生袁也比较容易与配合饲料
中的其它成分混合均匀遥

由于阿维拉霉素没有任何治疗和预防作用, 因而
它避免了因应用治疗性抗生素而出现的耐药性问题遥
也不存在与其它抗生素的交叉感染抗药性问题, 唯一
的可能性是阿维拉霉素与人类临床使用的晚霉素(ev鄄
ernimicin,也属奥尔托索霉素类)结构相似遥
5 降解性及残留性

阿维拉霉素是一个高安全性的产品袁在光分解的
条件下会迅速降解袁 在酸性条件下也会迅速降解袁而
在碱性条件下降解较慢遥 由于其可降解袁所以在使用
后袁它不会在土壤中形成积累现象遥 根据有些研究数
据表明袁阿维拉霉素对土壤中的一些主要用于消化作
用的微生物会产生短期的影响袁但是用含阿维拉霉素
饲料喂猪和肉鸡后袁将其粪便施在土壤中袁对生长的
农作物一般无任何不良影响袁对大多数土壤微生物也
无不良影响遥

通过研究表明袁当牲畜使用阿维拉霉素后袁其在
体内开始迅速地进行代谢和分泌袁而且在鼠和猪的体
内袁阿维拉霉素的代谢方式是相同的袁都是通过降解
的途径来完成代谢的遥 对鼠尧猪和肉鸡的饲喂试验结
果也证明了其代谢途径和低残留遥

经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测定袁用最大使用剂量的
阿维拉霉素饲喂肉鸡和猪后袁它的残留浓度均低于停
药当天的安全组织浓度袁因此阿维拉霉素没有停药期
的限制遥 通过血药动力学研究发现袁阿维拉霉素在鲤
鱼体内的吸收少尧分布快尧消除迅速并且为零休药期遥
6 应用效果

世界各国通过对大量的猪进行试验渊总供试头数
15 000头袁105次试验冤证实袁阿维拉霉素对猪有稳定
而良好的促生长效果遥 在 105次试验中袁试验组除了
极少数例外袁均优于对照组遥

表 1所列为美国 8个地方,利用平均体重为 24.5 kg尧
约 2月龄的 1 710头猪所作的 12次试验结果袁 观察
了从试验开始到第 28 d的平均日增重与料肉比遥 当饲
喂的阿维拉霉素的浓度达到了 5 mg/kg时方见效果,随
着浓度的增加其效果更加明显曰 当浓度达到 40 mg/kg
时袁平均日增重约提高 10%袁料肉比约降低 7%曰当浓
度超过 40 mg/kg时袁效果反而不明显遥

表 1 美国 8个地方试验结果
0

43
328
24.4
42.8
657
2.70

5
27
199
24.5
44.1
701
2.56

10
43
328
24.5
44.1
699
2.55

20
43
328
24.5
44.3
710
2.57

40
43
328
24.5
44.6
720
2.51

60
27
199
24.5
44.7
725
2.49

阿维拉霉素的浓度渊mg/kg冤
试验组数
供试头数
试验开始时体重(kg/头)
28 d时体重(kg/头)
平均日增重(g)
料肉比

项目

在日本大千养猪场进行的与其它添加剂的比较

试验袁 试验中将平均体重约为 8 kg断奶仔猪分成阿
维拉霉素组袁饲料添加剂 A 组及 B 组渊A尧B均为二尧
三类中的饲料添加剂冤袁 浓度为所推荐的浓度袁 饲养
12周遥 结果表明袁阿维拉霉素组比 A组平均日增重提
高 1.1%袁料肉比降低 4.1%曰与 B组相比平均日增重提
高 11.1%袁料肉比降低 9.5%遥

在肉仔鸡饲料中添加 2.5耀10 mg/kg阿维拉霉素袁
有明显的促生长效果袁 并且可以提高雏鸡的成活率袁
对肉仔鸡的屠宰指标没有显著影响遥 研究表明袁阿维
拉霉素能够提高鸡后肠挥发性脂肪酸的产生与吸收袁
并且可以有效抑杀肠道产气荚膜芽孢梭菌 渊C.
perfirngens冤袁减少肠道梭菌数量袁并可以协助控制鸡
的细菌性肠炎袁还可以提高肌体内氮的沉积袁提高饲
料蛋白质的利用率遥此外袁有试验表明袁肉仔鸡中阿维
拉霉素以低剂量渊5 mg/kg冤添加的促生长效果最佳曰在
肉仔鸡生长前期渊1耀21日龄冤较为明显曰肉仔鸡生长
全期持续添加阿维拉霉素袁增重效果优于后期撤除阿
维拉霉素的试验组遥

阿维拉霉素对鲤鱼生长和体组成也有明显的影

响, 在鲤鱼日粮中分别添加 2尧4尧8尧16尧32 mg/kg的阿
维拉霉素袁 对平均体重为 4 g的鲤鱼连续投喂 84 d袁
研究了阿维拉霉素对鲤鱼的促生长效果及其对鱼体

组成的影响袁结果表明袁当添加 4 mg/kg和 8 mg/kg的
阿维拉霉素时袁增重效果较其它各浓度组要好袁比对
照组分别提高 24.7%和 13.5%袁 料肉比分别降低
10.3%和 5.5%遥 但是这种促生长作用表现出一定的阶
段性袁在持续投喂时间少于 21 d或超过 63 d时袁促生
长效果不明显遥 此外袁投喂阿维拉霉素可提高鲤鱼粗
蛋白尧粗脂肪和灰分的含量遥

阿维拉霉素能提高鸭的饲料转化率,有明显的促
生长效果遥 通过对北京鸭试验发现袁在基础日粮中添
加 5 g/t阿维拉霉素,试验全期结果表明,试验组与对
照组相比,采食量降低 2.03%,上市活重提高 2.53%,料
肉比下降 4.30%遥 通过以上试验结果说明袁阿维拉霉
素应用范围广袁提高了饲料利用率袁促生长效果显著袁
有效地提高了养殖企业的经济效益遥

饲料添加剂 陈永辉等：阿维拉霉素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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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法尧用量及注意事项
目前袁 阿维拉霉素制剂的形式主要为预混剂袁它

由阿维拉霉素与大豆粉和防尘油配制而成袁市场上的
产品主要有 10%和 20%两种含量的阿维拉霉素预混
剂遥 采用混饲的饲喂方式袁具体用量如下院每 1 000 kg
饲料中袁按阿维拉霉素计袁0~4个月的猪的投喂剂量为
20~40 g袁4~6个月猪的投喂剂量为 10~20 g曰肉鸡的投喂
剂量则为 5~10 g遥 虽然没有停药期的限制袁但应合理
地在饲料中添加该药遥
8 前景展望

随着人们对环境污染和自身健康问题越来越重

视袁阿维拉霉素的高度安全性尧可降解性及无残留并
且无抗药性等优点袁特别符合人们的需求袁而且它特
有的促生长机制对畜禽及鱼类有着稳定而良好的促

生长效果遥 目前,我国已批准允许使用阿维拉霉素预
混剂,但都是美国的进口产品,价格也比较贵袁而国内
的抗生素生产厂家还没有技术能力进行阿维拉霉素

的生产遥所以袁随着大家对其认识的不断加深袁相信阿
维拉霉素将在我国畜牧业及渔业养殖上有着广阔的

开发前景遥
（参考文献 14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陈永辉等：阿维拉霉素的研究进展

纪念许振英百年诞辰大会暨动物科技国际研讨会

第四届全国畜牧学科高峰论坛
第五届全国猪营养学术研讨会

第四轮通知（代邀请信）

纪念许振英百年诞辰大会暨动物科技国际研讨会，第四届全国畜牧学科高峰论坛，第五届全国猪营养学术研讨会将于 2007年 8月

19~21日在哈尔滨同期召开。本次大会还设立邀请学科带头人百人计划、研究生百人计划。届时将有来自海内外的专家与学者，农业部、

国务院学位办等单位的领导，饲料企业的技术总监，全国各农业院校和研究院所动物科学学科带头人，教授以及动物科学技术及相关专

业博士生、硕士生等代表预计 800人参加本次盛会。

本次大会主题：传承文明 & 追求创新；Inheritance & Innovation

大会组委会及《许振英文选》编委会委员

主任院陈焕春 李庆章

委员院洪绂曾 欧百钢 张子仪 吴常信 马建章 向仲怀 熊远著 任继周 王庆镐 杨 凤 阎汉平 盛志廉 冯仰廉 陈润生

杨嘉实 韩友文 张永泰 徐孝义 卢德勋 许 涛 云锦凤 李德发 包 军 王康宁 孙文志 陈国宏 王林云 蒋宗勇

李发弟 杨 宁 刘建新 冯定远 单安山 呙于明 文 杰 霍贵成 高越山 李 辉 林长森 殷学中 陈少美 甘智林

吴伯俊 金卫东 潘宏涛 詹志春 陶正国 李浙烽 陈俊海 王 引 于 锋 王耀辉 林映才 周桂莲 刘明宝 陈文清

王东典 张洪禹 郑坚伟 崔晓宇 米春桃 郁继强 曹 宏 江 南

主办单位院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东北农业大学
承办单位院东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
分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家禽学分会

协办单位院哈尔滨青禾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明工业（珠海）有限公司，大成东北亚公司，禾丰牧业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康源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新华扬生物有限公司，广州立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康德权科技有限公司，东莞泛亚太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爱保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广东新南都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中牧饲料有限公司，乐能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哈尔滨博微饲料有限公司，哈尔滨神农微维饲料有限公司，美国 C.D.M国际财团公司，美国NOVUS公司，美国 ALLTECH公司

支持媒体院畜牧兽医学报，动物营养学报，动物营养通讯,饲料博览,黑龙江畜牧兽医，中国畜牧杂志，中华农牧企业网，中国饲料原料网，

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畜禽业，中国饲料在线，中国畜禽种业，广东养猪业，养猪，饲料工业，饲料广角，广东饲料工业信息网，广东饲料，

广东畜牧兽医科技，饲料研究，中国猪业，养猪业，猪业科学，中国种猪信息网，新饲料，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信息网，中国饲料工业信息网，

农博网，东北农业大学网站

大会执行主席院单安山 蒋宗勇
大会秘书处院东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237室

论坛主题院弘扬前辈优良传统，加强学科内涵建设
征文要求院会议诚征畜牧教育、科研单位介绍本单位在畜牧学科领域（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特种经济动物养殖，
草业科学）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做出重大历史性贡献的科学家及其学术思想，个人和单位在畜牧学科结构、作用、内涵、

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效果、经验及今后建设思路与设想方面的文章。文章图文并茂为佳

稿件截止日期：2007年 7月 15日（以收到日期为准）

征文投稿至院哈尔滨市香坊区公滨路木材街 59号袁东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袁邮编院150030袁电话渊传真冤院0451-55190722
联系人院程宝晶渊13654587641袁chengbaojing1982@163.com)袁李建平(13214601074袁ljpneau@yahoo.com.cn)
会议详情及参会方法见会议网站院http://www.xzy100.cn

窑 会 讯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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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复方添加剂对繁殖后期种公鸡精液品质的影响
秦绪光

秦绪光，山东省日照市畜牧局，276826，山东省日照市北
京路 188号。
收稿日期：2007-05-08

摘 要 选用 80只 50周龄尼克 T种公鸡随机分成玉、域、芋、郁、吁组，每组 16只。玉、域组为对
照组,分别饲喂基础日粮和基础日粮添加鸡蛋，芋、郁、吁组为试验组，分别饲喂在基础日粮的基础上添
加 1豫、2豫、3豫中草药复方添加剂的日粮，研究中草药复方添加剂对繁殖后期种公鸡精液品质的影响。
结果表明，日粮中添加中草药复方添加剂能显著提高种公鸡的精液量和精子活力，降低精子畸形率，

其中 2%添加组效果最明显。说明在繁殖后期种公鸡日粮中添加一定量的中草药复方添加剂可以显著
提高种公鸡的精液品质。

关键词 中草药添加剂；种公鸡；精液品质

中图分类号 S816.7
种公鸡精液的质量直接影响着种蛋的受精率尧雏

鸡质量袁从而影响种鸡场的经济效益遥 种公鸡在繁殖
后期性机能逐渐减退袁精液品质会大幅下降遥另外袁饲
养管理或采精技术的不当往往使鸡群产生应激袁致使
部分种公鸡精液稀少或采不出精液遥这些问题均可导
致种公鸡因繁殖能力低下而被迫淘汰袁目前此类问题
还没有有效的解决措施遥中草药饲料添加剂因具有安
全尧高效尧经济尧实用等优点袁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遥
中草药的化学成分极为复杂袁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尧矿
物质元素和蛋白质袁还含有甙类尧挥发油尧生物碱和甾
醇类等生物活性物质袁对减缓应激尧调节内分泌与生
殖机能有明显作用袁可提高畜禽的繁殖性能袁而且多
味中草药组合后袁可取长补短,互相协同袁大大增强药
效遥为了探讨中草药复方添加剂对繁殖后期种公鸡繁
殖性能的影响袁本试验研究了日粮中添加不同水平的
中草药复方添加剂对繁殖后期笼养种公鸡精液品质

的影响袁从而为繁殖后期种公鸡精液品质的提高及种
公鸡使用年限的延长提供了有效的方法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中草药来源及复方组成 [1原3]

试验所需中草药均购自杨凌中医院袁 干燥后粉
碎袁过孔径为 1 mm 的筛子袁然后按照复方配比混匀
装袋袁置于干燥处保存备用遥中草药复方组成如下院淫
羊藿 250 g袁补骨脂尧山茱萸尧炒山药各 200 g袁茯苓尧牡

丹皮尧泽泻尧甘草各 120 g袁肉桂尧黄芪各 50 g遥
1.2 试验动物

供试动物为 50周龄体重约 2 250 g的尼克 T种
公鸡袁共 80只袁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畜
牧站种鸡场提供遥
1.3 试验设计

供试鸡随机分成玉尧域尧芋尧郁尧吁共 5组,每组 16
只,玉尧域组为对照组,分别饲喂基础日粮和基础日粮
添加鸡蛋;芋尧郁尧吁为试验组,分别饲喂在基础日粮中
添加 1豫尧2豫尧3豫中草药复方的试验日粮遥 试验于
2005年 9月 30日耀2005年 11月 30日在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畜牧站种鸡场进行,预饲期 15 d,
试验期 60 d遥 基础日粮组成和营养水平见表 1遥

表 1 基础日粮组成和营养水平

成 分
玉米
豆粕
麸皮
石粉
磷酸氢钙
蛋氨酸
赖氨酸
胆碱
硫酸锰
沸石粉
米糠
硫酸亚铁
硫酸铜
亚硒酸钠
复合多维
食盐

含量渊g/kg冤
751.5
98.0
84.0
35.0
18.5
1.2
1.1
0.88
0.3
3.0
2.5
0.26
0.22
0.08
0.29
3.0

营养水平
代谢能(MJ/kg)
粗蛋白渊g/kg)
钙渊g/kg)
总磷渊g/kg)
有效磷渊g/kg)
可消化赖氨酸渊g/kg)
可消化蛋氨酸渊g/kg)

11.80
116.8
10.0
6.50
4.20
5.80
3.10

注院营养水平为实测值曰复合多维向每千克日粮提供VA 10 000 IU尧VD3
5 000 IU尧VE 50 mg尧VK3 2.5 mg尧叶酸 1.5 mg尧生物素0.15 mg尧烟酸
30 mg尧泛酸钙10 mg尧VB1 7.5 mg尧VB2 5.0 mg尧VB6 15 mg尧VB12 15 mg遥

1.4 饲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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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鸡采用两阶梯单笼饲养袁整个试验期内自由
采食和饮水袁其它饲养管理条件严格按照种鸡场的要
求进行遥
1.5 精液品质测定

供试鸡每 3 d采精液 1次遥 分别取预饲期末和试
验期第 15尧30尧45尧60 d及试验结束后 15 d 的种公鸡
精液袁利用医用精液品质自动化分析软件和仪器测定
采精量(ml)尧精子活力 (直线前进运动精子数/总精子
数)尧精子密度(10 亿/ml)和精子畸形率(%)遥
1.6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软件进行单因子方差分析袁 平均数间
的多重比较采用 LSD法袁数据均以平均数依标准差的
形式表示遥
2 结果

2.1 精液量渊见表 2冤
由表 2可见, 预饲期末和试验 15 d各组试验鸡的

采精量普遍较低袁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试验 30 d袁
玉组与域组相比差异不显著(P>0.05),芋与吁组相比采
精量差异不显著(P跃0.05),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郁组极显著高于对照组渊P<0.01冤袁显著高于芋组和吁
组渊P<0.05冤曰 试验 45 d和 60 d袁域组平均采精量显著
高于玉组(P<0.05),芋尧郁和吁组平均采精量极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1)曰试验后 15 d时,玉和域组之间差异不
显著(P>0.05),各试验组仍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试
验组间相比,郁组极显著高于芋组和吁组(P<0.01)遥这说
明适量的中草药复方添加剂可以增强机体的自我调节

能力,提高种公鸡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进而提高种公
鸡的采精量遥 这与付明哲等[3]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遥

表 2 中草药复方添加剂对种公鸡精液品质的影响

30
0.36依0.12c
0.36依0.14c
0.40依0.15b

0.45依0.12a

0.39依0.12b
0.79依0.15b
0.80依0.18b
0.81依0.14b

0.83依0.05a

0.80依0.08b
2.9依0.53a
3.0依0.67a

2.9依0.56a
3.0依0.67a
3.0依0.62a

10.29依2.67a
9.40依2.53b
9.40依2.47b

8.75依1.63c

8.96依1.96c

15
0.36依0.10a
0.35依0.13a
0.36依0.16a
0.37依0.14a

0.38依0.11a

0.79依0.21a
0.77依0.12a
0.79依0.12a

0.80依0.08a

0.78依0.11a
2.9依0.42a
3.0依0.56a
2.9依0.58a
2.9依0.67a

3.0依0.51a
9.31依2.01a
9.45依2.31a
9.42依2.07a
9.38依2.38a

9.36依2.06a

45
0.32依0.16e

0.36依0.14d
0.42依0.10b
0.46依0.13a
0.41依0.08b

0.78依0.20d

0.80依0.13bc
0.82依0.12b
0.85依0.08a

0.82依0.10b
2.8依0.63a
3.0依0.62a
2.9依0.43a
3.0依0.44a
3.0依0.58a

10.89依1.54a

9.65依2.24a
9.12依1.89b
8.54依1.87b
9.30依2.18b

60
0.31依0.20e
0.36依0.12d
0.44依0.08b

0.48依0.12a

0.43依0.10b
0.76依0.14d
0.81依0.16bc
0.83依0.11b

0.88依0.10a

0.80依0.14b
2.8依0.41a
3.0依0.51a

2.9依0.38a
3.0依0.38a
2.9依0.64a

11.82依1.53a
10.20依2.10b
9.36依2.16b

8.55依2.06c

9.53依2.24b

0.35依0.15a

0.35依0.17a

0.35依0.12a

0.35依0.13a

0.35依0.15a

0.79依0.12a

0.76依0.18a

0.77依0.11a

0.77依0.13a
0.76依0.15a
2.9依0.38a
2.9依0.42a
2.8依0.78a
2.8依0.65a
2.9依0.46a

9.23依1.93a,D
9.36依2.38a,BC

9.56依2.08a,AB

9.54依2.17a,A
9.57依2.13a,A

预饲期末

玉
域
芋
郁
吁
玉
域
芋
郁
吁
玉
域
芋
郁
吁
玉
域
芋
郁
吁

组别

平均采精量渊ml/只冤

精子活力

精子密度渊10亿/ml冤

精子畸形率渊豫冤

指标

0.29依0.14e

0.29依0.21e
0.38依0.14c
0.45依0.16a
0.39依0.14c

0.75依0.24c

0.76依0.23c
0.80依0.17b
0.84依0.13a

0.77依0.14bc
2.7依0.69a
2.9依0.53a
2.9依0.67a
3.0依0.65b
2.9依0.38a

12.46依2.55a,A

11.33依2.36b,A
9.80依2.23d,A
8.96依1.99e,B
9.84依2.13d,A

试验后 15 d试验时间渊d冤

注院同列数据肩标相邻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袁相间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曰同行数据肩标相邻大
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相间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遥

2.2 精子活力渊见表 2冤
由表 2可见袁 试验 15 d时各组之间精子活力差

异不显著曰试验 30 d时袁郁组公鸡的精子活力显著高
于对照组尧芋组和吁组渊P<0.05冤袁芋组和吁组与对照
组相比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曰试验 45 d和 60 d时袁域
组精子活力显著高于玉组渊P<0.05冤袁芋尧郁和吁组精
子活力极显著高于玉组渊P<0.01冤袁芋组和吁组与域组
相比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而郁组显著高于域尧芋和吁
组渊P约0.05冤遥 这表明在种公鸡日粮中添加中草药复方

添加剂和鸡蛋可以提高精子活力, 尤以 2豫添加水平
的中草药复方效果最好曰 试验结束后 15 d的检测结
果表明袁中草药复方的药效持久袁停药后精子活力下
降缓慢遥
2.3 精子密度渊见表 2冤

由表 2可见袁各组间的精子密度在预饲期末和试
验期内均无显著差异(P>0.05)曰但试验结束后 15 d时,
郁组的精子密度显著高于其它 4组(P<0.05)遥这说明中
草药复方添加剂虽然对精子密度没有明显的提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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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但适宜的中草药复方添加水平可以延缓精子密度
的降低遥
2.4 精子畸形率渊见表 2冤

由表 2 可知袁试验 30 d 后袁与对照组相比袁各试
验组公鸡的精子畸形率均有所下降遥 试验后 15 d与
预饲期末相比袁玉组精子畸形率显著上升袁差异极显
著渊P<0.01冤曰域组在试验过程中精子畸形率缓慢上升,
至试验后 15 d时袁精子畸形率达渊11.33依2.36冤豫曰芋组
和吁组与预饲期相比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曰郁组显著
低于预期末袁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试验结果表明院老龄
公鸡随着饲养时间的增加,精子畸形率显著升高,这可
能是老龄公鸡繁殖性能下降的原因之一;在老龄公鸡
的日粮中添加鸡蛋无法降低精子畸形率,但是适宜的
中草药复方能够明显的降低精子畸形率遥

以上结果表明袁中草药复方添加剂对种公鸡的精
液量尧精子活力尧精子密度尧精子畸形率均有改善袁其
中以 2豫添加量效果最为明显遥 这可能是因为中草药
中含有激素样物质袁可促进性腺发育袁维持生殖机能
正常袁从而提高种公鸡的精液品质和繁殖性能遥
3 讨论

影响精液品质的因素很多袁但笔者认为主要是年
龄和应激这两大因素遥试验中所选用的中草药属于补
益药袁是从临床中筛选的有效方药遥具有补肾壮阳尧理
气健脾尧补血行血尧滋阴补气尧清热解毒尧增强机体的
自我调节能力尧提高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尧降低应激尧
协调内分泌紊乱之功效袁从而利于种公鸡精子的产生
和繁殖性能的提高遥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中草药复方添加剂可以显著提
高繁殖后期种公鸡的精液品质袁 其中以 2豫的添加水
平效果最好遥 本试验所选用的中草药不仅富含维生
素尧蛋白质尧黄酮类化合物袁以及甙类尧挥发油尧生物
碱尧甾醇尧鞣质尧蜡醇等生物活性物质袁而且还含有丰
富的 Zn尧Cu尧Mn尧Se尧Co尧Fe尧Rb尧Mo等微量元素[4袁5]遥 其中
的 Zn尧Cu尧Se等对精子的形成和精子形态具有重要作
用遥沈自军[6]认为袁Zn可能是中医野肾冶的物质基础遥姜
坤[7]和凌一揆[8]认为袁机体缺 Zn可出现肾虚症状遥 Zn
是精子结构组成成分袁 直接参与精子生成尧 成熟尧激
活尧获能以及性激素调节过程袁可延缓精子细胞膜的
脂质氧化袁以维护细胞结构稳定的生理通透性遥 精子
由精细管生殖上皮的生殖细胞生成袁精细管生殖上皮
的支持细胞对发育阶段的生殖细胞起着支持尧营养和
促使其演变分化的作用袁副性腺分泌物是精子能量的
来源遥本试验所选用的中草药添加剂中含有的微量活

性成分及微量元素等可能是增加精细管生殖上皮的

生殖细胞和支持细胞的数量袁为精子细胞的分化和发
育提供合适的微环境,从而促进精子的产生及释放,同
时还有可能作用于副性腺,促使副性腺分泌更多的营
养物质或直接为精子提供营养物质,其机理需进一步
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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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剂 秦绪光：中草药复方添加剂对繁殖后期种公鸡精液品质的影响

据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官方消息，美国 FDA

首次在美国国内生产的饲料中发现含有三聚氰胺。

含有三聚氰胺的饲料添加剂来自俄亥俄州托莱多市

TembecBTLSR 公司和科罗拉多州约翰斯敦市 Uniscope

公司。

Tembec 公司生产 AquaBond 和 Aqua-TecII 粘合剂，

主要用于出口，同时向 Uniscope公司提供生产 Xtra-Bond

粘合剂的原料，Uniscope公司生产的 Xtra-Bond粘合剂主

要供应美国市场。上述粘合剂主要用于生产牛、绵羊、山

羊、鱼、虾的颗粒饲料。

Tembec公司承认，为了增加颗粒饲料的粘性，在产品

配方中添加了三聚氰胺。但在美国三聚氰胺禁止用于动物

饲料添加剂生产。

国家质检总局此前已要求各地检验检疫机构加大对

进出口饲料的检验力度，并立即与美国 FDA联系，密切关

注事态发展，必要时采取进一步措施。

窑信息采撷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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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制剂在仔猪玉米—豆粕型
饲粮中的应用

李兆勇 杨在宾 李富伟 谭金友 孙 亿

李兆勇，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271018，山东泰安。
杨在宾(通讯作者)、孙亿，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李富伟、谭金友,北京挑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收稿日期：2007-06-05

1 断奶仔猪消化生理特点

1援1 消化系统发育不完善

仔猪断奶时消化器官的结构和功能发育还不完

善袁胃肠容积小袁运动机能弱袁胃排空速度快遥 许多研
究表明袁仔猪断奶后消化系统可发生显著变化袁主要
表现为小肠出现严重的绒毛萎缩尧腺窝变深尧吸收障
碍尧肠粘膜淋巴细胞增生和隐窝细胞有丝分裂速度加
快遥 同时袁肠上皮细胞刷状缘的蔗糖酶尧乳糖酶尧异麦
芽糖酶尧海藻糖酶等活性下降袁这些变化可导致仔猪
肠道消化和吸收不良遥
1援2 消化酶活性降低

大量研究表明袁仔猪胃肠道消化酶活性随周龄增
加而增加袁 但断奶会降低胃酸分泌和各种酶的酶活
渊Hartman,1961曰Lindemann等,1986曰Hampson等,1986曰
Cera等,1990曰Jensen等袁1997冤袁 且这种影响程度与断
奶日龄密切相关遥 据 Lindemann (1986)报道袁4周龄断
奶仔猪断奶后 1周内袁胰脂肪酶尧胰蛋白酶尧胰淀粉酶
和胰凝乳酶等酶的活性下降到断奶前水平的 1/3袁除
胰脂肪酶外袁其它酶经两周后恢复甚至超过断奶前水
平遥Cera等(1990)研究发现袁未断奶仔猪 0耀5周龄期间
肠道脂肪酶活性几乎逐周成倍增加袁 但 21 d或 35 d
断奶时袁酶活性停止增加袁经 1周恢复后重新增加遥杨
全明渊1999冤的研究结果表明袁出生仔猪消化道酶系发
育不完善袁在 3周龄时淀粉酶和脂肪酶达到相当高活
性水平袁4 周龄后胰蛋白酶与糜蛋白酶活性明显升
高遥 断奶使淀粉酶活性极显著降低袁需 2周左右才可
恢复遥
1援3 胃酸分泌不足

哺乳仔猪胃底腺不发达袁在生理上缺乏产生足够
胃酸的能力袁主要通过乳中乳糖发酵产生乳酸袁以维

持胃的酸性环境遥 哺乳仔猪经常吸吮少量乳汁袁不会
引起胃液 pH值骤然大幅度升高遥 仔猪断奶后由于乳
酸来源中断袁乳酸生成减少袁无论采食何种固体饲料袁
胃液 pH值均会立即上升遥 酸度的下降一方面影响到
多种消化酶特别是胃蛋白酶活性袁阻碍蛋白质的消化
吸收袁使蛋白质在肠道内腐败曰另一方面也破坏了乳
酸杆菌的主导地位袁 导致胃肠道菌群区系平衡失调袁
可能为某些致病性大肠杆菌大量增殖和产生毒素创

造了条件遥
1援4 免疫功能不完善

新生仔猪没有先天保护性免疫力袁主要靠从初乳
中获取大量抗体袁初乳中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 IgG遥
在常乳阶段袁IgG的分泌量迅速下降袁而另一种免疫球
蛋白 IgA 的分泌量却可以相对较平稳地保持较长的
时间遥 这些免疫球蛋白保证了仔猪健康成长遥 仔猪的
主动免疫从出生 10 d开始形成袁1耀2周龄前几乎全靠
从母乳中获取抗体袁且随着日龄的增长所获得的抗体
量逐渐下降袁到 6周龄以后主要靠自身合成抗体曰2耀6
周龄期间为被动免疫向主动免疫的过渡期袁在此期间
断奶可使仔猪体内循环抗体水平降低袁细胞免疫受到
抑制袁抵抗力下降遥
2 玉米要豆粕型日粮中的抗营养物质

饲料原料是动物能量和蛋白质及其它营养物质

的来源袁但其中又含有多种抗营养因子袁因此袁配制而
成的日粮中不可避免地含有这些物质袁不仅影响饲料
本身的营养价值袁而且阻碍了动物的正常消化和吸收
功能遥
2援1 非淀粉多糖

非淀粉多糖渊NSP冤是植物组织中由多种单糖和糖
醛酸经糖苷键连接而成的袁 大多为有分支的链状结
构袁常与无机离子和蛋白质结合在一起袁是细胞壁的
主要成分袁一般难于被单胃动物自身分泌的消化酶所
分解遥非淀粉多糖主要分为水溶性非淀粉多糖和非水
溶性非淀粉多糖遥由于植物细胞内的营养物质被细胞
壁包被袁植物细胞壁由各种聚合物组成袁含有大量纤
维素组成的微纤维袁埋在木质素尧半纤维素和果胶的

本栏目由北京挑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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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链状结构中袁形成稳定坚固而且极其复杂的细胞
外壳遥 饲料粉碎工序难以破坏细胞壁袁单胃动物消化
酶也无法消化细胞壁物质遥 因此袁植物细胞壁阻止了
消化酶与其包裹着的淀粉尧蛋白质尧脂肪等营养物质
的接触袁降低了动物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遥
2援2 野退化淀粉冶

玉米淀粉主要为支链淀粉袁支链淀粉在高温制粒
时易糊化袁而且部分糊化淀粉在冷却和贮存过程中发
生聚合袁形成和蛋白质尧纤维交联在一起的野退化淀
粉冶遥 野退化淀粉冶抵抗消化酶的消化袁未经消化就转移
到后肠道中袁 使玉米淀粉回肠消化率降低渊Brown袁
1996冤遥 添加支链淀粉酶袁降解野退化淀粉冶袁可使淀粉
回肠末端消化率提高 15豫袁从而提高肉仔鸡的生产性
能渊Noy 等袁1995冤遥
2援3 植酸

植酸渊Phytic acid冤又称为肌醇六磷酸酯袁广泛分
布于植物性饲料中袁 其中以禾本科和豆科籽实中的
含量最丰富遥分子式为 C6H18O24P6袁分子量为 660袁是植
物性饲料中有机磷的主要存在形式遥 在植物性饲料
中以植酸盐形式存在的有机磷化合物袁通常称为植酸
磷遥 植酸磷通常占植物总磷量的 70豫袁不易被单胃动
物利用遥

植酸的抗营养作用是因为它在很宽的 pH值范围
内均带负电荷袁是很强的螯合剂袁能牢固地粘合带正
电荷的 Ca2+尧Zn2+尧Mg2+尧Fe2+等金属离子和蛋白质分子袁
形成难溶性的植酸盐螯合物袁导致一些必需矿物元素
渊尤其是 Zn2+和 Fe2+冤的生物学效价降低遥因此袁饲粮中
植酸盐含量过高时,可使 Ca2+尧Zn2+等元素(特别是 Zn2+)
的利用率大为降低遥 另外袁高含量的植酸可使单胃动
物对 Ca2+的吸收利用率降低达 35豫遥 同时袁植酸还能
与动物消化道中的胃蛋白酶结合袁 使其活性降低袁结
果导致蛋白质消化利用率降低遥
2援4 大豆抗营养因子

生大豆中含有蛋白酶抑制剂尧植物凝集素尧皂甙尧
致甲状腺肿物质尧琢-半乳糖苷低聚糖尧果胶尧植酸等多
种抗营养因子袁对人和动物的生长尧健康及生理有不
良影响渊Grant 等袁1995冤袁对婴儿和消化道发育欠佳的
幼龄动物影响更大袁是限制大豆蛋白营养价值的关键
因素遥 虽然豆粕中胰蛋白酶抑制因子尧植物凝集素等
抗营养因子在大豆热处理过程中被钝化袁但其中难以
消化的碳水化合物袁如 NSP尧寡糖仍然是影响其营养
价值的因素遥
3 仔猪玉米要豆粕型饲粮中应用酶制剂的必要性

1996 年成功应用玉米要豆粕型日粮酶制剂
渊Sheppy袁2004冤以来袁随着动物营养学研究的不断深
入袁研究者们逐步认识到在幼龄动物的玉米要豆粕型
日粮中添加酶制剂对动物生产有诸多有利因素遥
3援1 针对仔猪消化生理特点添加酶制剂的必要性

有关外源酶对仔猪消化器官生长发育影响的报

道不多袁沈水宝渊2002冤的研究结果表明袁在玉米型日
粮中添加消化酶及在小麦型日粮中添加葡聚糖酶对

仔猪胃肠道及胰腺尧肝脏的发育有促进作用袁有助于
仔猪消化功能的完善曰在幼禽尧幼畜日粮中添加外源
性淀粉酶尧蛋白酶等袁不但能补充体内内源酶的不足袁
而且能激活内源酶的分泌遥 将淀粉分解成糊精尧麦芽
糖和葡萄糖袁蛋白质分解成多肽尧寡肽和氨基酸袁有利
于畜禽对淀粉和蛋白质的消化分解和吸收利用遥外源
脂肪酶可提高饲料中的脂肪消化率袁特别是显著提高
米糠中脂肪的消化率渊Moughan袁1996冤袁仔猪日粮中添
加酶可使小肠胰蛋白酶尧糜蛋白酶和淀粉酶活性升高
渊Li等袁1999冤遥
3援2 针对仔猪日粮特点添加酶制剂的必要性

在植物性饲料,特别是谷物尧豆类籽实及其副产
品(麦麸尧米糠等)饲料中含有多种抗营养因子,如 NSP尧
胰蛋白酶抑制剂因子尧植物凝集素尧琢-半乳糖苷尧植酸
等遥可溶性非淀粉多糖渊SNSP冤可抑制一些内源性消化
酶的活性袁因而降低了养分消化率渊Ikeda和 Kusano袁
1983冤遥 Choct渊1995冤报道袁SNSP含量高的低能小麦日
粮降低了肉仔鸡消化道食糜中淀粉酶的活性遥 刘强
渊1999冤尧孙哲渊2000冤报道袁SNSP可抑制消化道中淀粉
酶尧二糖酶尧脂肪酶的活性遥日粮中加入 NSP酶可以消
除或降解抗营养物质袁维持内源酶的正常活性遥 大豆
胰蛋白酶抑制因子与小肠胰蛋白酶结合成无活性的

复合物袁降低胰蛋白酶活性袁使饲料蛋白质利用率下
降遥植物凝集素与小肠壁上皮细胞表面的特定受体结
合袁损坏了小肠壁刷状缘粘膜结构袁干扰粘膜分泌多
种酶的功能袁对肠道消化和吸收营养物质的能力产生
严重的抑制作用遥植物凝集素还对动物的免疫系统产
生不良影响袁 对肠道产生的 IgA具有显著的拮抗作
用遥加热可破坏胰蛋白酶抑制因子袁但破坏不完全遥某
些微生物蛋白酶袁如枯草杆菌蛋白酶可降解胰蛋白酶
抑制因子和植物凝集素袁消除其抗营养作用袁提高饲
料蛋白质的消化率和利用率遥
4 结语

对于幼龄动物袁特别是仔猪由于消化系统发育不
成熟袁内源酶分泌不足袁如脂肪酶尧蛋白酶尧淀粉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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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低袁消化能力弱袁在生产上常导致消化功能紊乱尧
营养应激反应和早期断奶综合症袁 表现出腹泻反应
渊Owsley 等袁1986曰Lindemann 等袁1986曰Cera 等袁1990曰
Jesen 等袁1997冤遥一直以来袁人们为了解决仔猪营养应
激问题作了大量工作袁 也探讨了多种方法和途径袁其
中添加外源酶制剂可以弥补仔猪消化系统发育不成

熟导致的酶分泌不足袁降低断奶应激造成的不良影响
等遥另一方面袁我国仔猪日粮类型多为玉米要豆粕型袁
这种类型饲粮中存在蛋白酶抑制剂尧 植物凝集素尧单

宁尧 非淀粉多糖 渊如阿拉伯木聚糖尧 果胶和 茁-葡聚
糖冤尧低聚糖渊如 琢-半乳糖苷系列的寡糖冤尧皂甙和生
物碱等渊张永泰袁1998冤遥 这些抗营养因子会导致仔猪
的过敏反应尧抑制内源酶活性尧降低养分消化率等抗
营养反应袁要解决这些问题袁添加酶制剂是最好的选
择之一渊Bedford袁1996冤遥

（参考文献 20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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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酸 酶 在 鱼 饲 粮 中 的 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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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庆均，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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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中的磷大部分渊60豫耀80%)以植酸磷的形式
存在袁不能被单胃动物和无胃鱼类利用遥 植酸酶由于
能特异地水解难以吸收的植酸磷,近年来得到越来越
广泛的应用遥 目前袁对植酸酶能提高蛋白质和能量利
用率的研究还没有统一的观点袁对添加植酸酶后氨基
酸消化率变化的研究还不完善袁内在的机制还没有完
全搞清楚遥 由于植酸酶受 pH值和温度的影响很大袁
在鱼饲料中的应用与在畜禽中的应用相比还只是停

留在初始阶段遥所以研究开发应用稳定尧能抗高温尧更
容易处理的多种类型的植酸酶势在必行遥本文就植酸
酶在鱼类饲料中的作用及影响植酸酶作用效果的因

素和发展前景做一综述袁旨在提高饲料利用率袁降低
饲料成本和保护养殖环境袁加强植酸酶制剂在鱼饲料
中的应用研究遥
1 植酸酶在鱼饲料中的应用

1.1 植酸酶对磷生物利用率的影响

磷是核酸和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袁也是骨骼组
织的主要组成成分袁 因此磷是鱼类生长尧 骨骼发育
渊Asgard等袁1997冤和繁殖渊Hardy等袁1985冤的主要营养
素遥 由于鱼类从水中获得的磷酸盐很少袁故从日粮中
获得磷以满足其对磷的需求显得非常重要遥 同时袁磷
又是水体的主要污染源袁河流尧湖泊尧水库的富营养化
一般是由于过量的磷造成的渊Correll袁1999冤遥日粮中添
加植酸酶能够减少粪便中磷的排放而降低环境污染

程度遥
日粮中添加植酸酶能使鱼对磷酸盐的利用率提高

(Baruah等,2004)遥 Schafer等(1995)报道袁在以大豆为基
础日粮的饵料中添加 500 U/kg和 1 000 U/kg 的植酸
酶饲喂鲤鱼可分别分解 20豫和 40豫的植酸遥余丰年等
(2000)在异育银鲫饵料中添加 500 U/kg的植酸酶可分
解 60豫的植酸袁添加 1 000 U/kg的植酸酶可分解 80豫
的植酸遥 植酸被植酸酶转化为能被水产动物利用的
磷袁因此植酸酶能提高磷的利用率遥 磷的表观消化率
是衡量植酸酶对磷利用率影响的最准确的指标遥
Sugiura 等渊2001冤研究发现袁用总磷含量为 4.21 g/kg
的日粮投喂虹鳟鱼袁 日粮中磷的表观消化率达到
93豫曰当总磷含量达到 14.7 g/kg时袁磷的表观消化率
只有 62豫遥 表明使用过量的磷会使磷的消化率下降袁
磷消化率最高点在需要量附近袁随着磷含量的增加其
消化率反而下降遥 Sajjadi等渊2004冤报道袁日粮中添加
植酸酶与不添加植酸酶相比袁大西洋鲑体内的磷的消
化率显著提高袁 在其它鲑鱼种类中也有类似的发现
渊Cain等袁1995曰Rodehutscord等袁1995冤遥日粮中添加植
酸酶对磷表观消化率的有利效果在饲养罗非鱼的过

程中也有发现渊Liebert等袁2005冤遥
植酸酶能提高大豆日粮或者油菜日粮中磷的消

化率袁因此能减少水体中磷的排放量袁减少水体污染遥
Jackson等渊1996冤报道袁植酸酶能促进斑点叉尾 骨骼

中磷的沉积袁 而磷的排放量减少 33豫遥 Sugiura 等
渊2001冤报道袁虹鳟鱼投喂低灰分日粮袁磷的吸收率随
着植酸酶添加量的增加而提高袁从 27豫渊无植酸酶冤到
90豫耀93豫渊含 4 000 U/kg植酸酶冤遥 Furuya等渊2001冤尧
杨雨虹等渊2006冤在罗非鱼和鲤鱼中也分别发现袁日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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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添加植酸酶能提高磷的利用率渊25豫耀55豫冤和减少
磷向环境中的排放率渊30豫耀50豫冤遥
1.2 植酸酶对鱼生长性能的影响

近年来各种植酸酶对不同种类鱼生长性能的影

响的研究越来越多遥 有研究表明袁在磷不足的日粮中
添加植酸酶能增加鱼的生长性能袁在只含有植物蛋白
源或者植物尧动物结合蛋白源的日粮中添加植酸酶能
增加斑点叉尾 的日增重 渊Jackson等袁1996冤遥 Li等
渊1997冤研究表明袁与不添加植酸酶的基础日粮相比袁
添加 250 U/kg的植酸酶能增加鱼的采食量尧日增重和
饲料转化率遥添加植酸酶的有利效果同样在大西洋鲑
渊Sajjadi等袁2004冤尧非洲鲶渊VanWeerd等袁1999冤尧许氏
平鲉渊Yoo等袁2005冤上也有发现遥 另外袁添加植酸酶能
提高饲料表观消化能袁改善能量的利用率袁加快动物
生长遥 Robinson等渊2002冤报道袁在池塘养殖的斑点叉
尾 日粮中添加植酸酶对生长性能没有多大改善遥这
些研究结果表明袁 植酸酶的功能是否与日粮来源尧鱼
的大小尧鱼消化系统的发育状况尧酶的剂量有关袁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遥
1.3 植酸酶对蛋白质利用率的影响

植酸酶能有效地增加大豆日粮中磷的利用率袁然
而在其对蛋白质和氨基酸的影响研究较少遥由于日粮
中植酸含量尧鱼种类尧饲料成分尧pH值的不同袁得到的
研究结果也会有差异渊Baruah等袁2004冤遥

有研究报道袁植物性日粮中添加植酸酶能增加蛋
白质的消化率遥 Vielma等渊2004冤报道袁用添加植酸酶
的大豆为基础的半纯合日粮投喂虹鳟鱼袁能改善蛋白
质的利用袁 但是赖氨酸的利用没有得到显著改善遥
Cheng等渊2003冤研究发现袁向处理过的大豆日粮中添
加植酸酶比向未处理的大豆日粮中添加植酸酶更能

显著地提高粗蛋白的表观消化系数遥 Debnath 等
(2005冤报道,在鲑鱼日粮中添加植酸酶比对照组更能
提高蛋白的表观消化率袁这可能是由于蛋白质和植酸
形成植酸原蛋白复合物袁阻碍了蛋白水解酶的水解遥类
似的试验结果在鲤鱼渊白东清等,2003冤尧虹鳟鱼渊Sug鄄
iura等袁2001冤中也有发现遥

相反袁Papatryphon等渊1999冤报道袁即使植酸酶水
平达到 1 000 FTU/kg袁条纹鲈表观蛋白消化率也没有
改善遥Riche等渊2001冤报道袁罗非鱼采食添加与不添加
植酸酶的日粮袁其蛋白表观消化率没有差异遥 类似的
结果在鲑鱼中也有发现 渊Storebakken等,1998曰Lanari

等,1998冤遥
1.4 植酸酶对其它营养素利用率的影响

植酸能和其它微量元素结合而减少微量元素在

鱼体内的利用率遥 日粮中添加植酸酶能水解植酸袁增
加鱼血浆尧骨骼和全身的镁尧钙尧锰尧锌的浓度渊Vielma
等袁1998冤遥 饲喂添加植酸酶日粮的斑点叉尾 骨骼中

钙尧磷尧镁含量较高渊Yan和 Reigh袁2002冤遥 在虹鳟鱼日
粮中添加植酸酶能增加除铁和铜以外的矿物元素的

表观消化系数渊程宗佳袁2004冤遥 类似的结果在鲑鱼类
(Storebakken等袁1998)尧鲤鱼(Schafer 等袁1995)尧条纹鲈
(Hughes等袁1998)和尼罗罗非鱼(Liebert等袁2005)上也
有报道遥

向植物性基础日粮中添加植酸酶能提高矿物质

元素的生物利用率袁加快骨骼的矿物化袁且在低蛋白
日粮中添加柠檬酸能进一步提高植酸酶的效力遥
Radcliffe等渊1998冤研究发现袁用柠檬酸或者柠檬酸盐
缓冲液去溶解植酸酶袁 能增加猪饲粮中植酸酶的活
性袁因为柠檬酸盐能释放植酸中的钙或者降低植酸和
钙的结合度袁使植酸更容易被植酸酶水解遥 Baruah等
渊2005冤研究表明袁在南亚鲮鱼渊Labeo rohita冤日粮中添
加植酸酶渊500 U/kg冤能显著提高骨骼中钠尧钙尧钾尧锰
和铁的含量袁 分别提高 15豫尧12.1豫尧17.4豫尧20.4豫和
40.7豫袁 在含有 3豫柠檬酸的植酸酶添加组效果更显
著袁这可能是由于柠檬酸和植酸酶之间的相互作用的
结果遥 以上结果表明袁植酸酶通过破坏植酸和矿物元
素的结合袁增加矿物元素的生物利用率袁提高在酸性
条件下矿物质的吸收以增加在骨骼中的沉积遥然而有
些矿物元素的吸收和利用率由于物种差异尧饲料成分
不同而不同袁这些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遥
1.5 植酸酶的添加量

对植酸酶添加剂量的研究袁一般认为在鱼类日粮
中添加剂量为 250耀1 500 U/kg袁最佳添加量与鱼的种
类尧植酸酶来源和日粮组成等因素有关遥 目前还没有
关于不同鱼日粮植酸酶添加剂量的研究袁对不同来源
植酸酶的添加量研究也较少,主要是关于罗非鱼植物
性基础日粮上的研究遥 Liebert等(2005)对尼罗罗非鱼
低蛋白植物性日粮中添加不同来源尧不同剂量的植酸
酶(A和 B)对营养物质利用率进行了比较,发现植酸酶
A至少添加 750 U/kg能改善生长性能尧 饲料转化率尧
蛋白沉积袁然而植酸酶 B却至少需要添加 1 000 U/kg
才能达到 A的效果遥这表明不同来源的植酸酶会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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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参数尧营养沉积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遥 Furuya等(2001)
研究认为袁植物性基础日粮中添加 500耀1 500 U/kg植
酸酶足以满足尼罗罗非鱼生长遥斑点叉尾 日粮中添

加 250耀500 U/kg植酸酶能使植酸中磷的利用率达到
最高渊Jackson等袁1996冤遥Robinson等渊2002冤报道袁日粮
中添加 250 U/kg植酸酶能替代磷酸钙而不影响斑点
叉尾 的生长尧饲料转化率和骨骼中磷的沉积遥 白东
清等(2003)研究发现袁鲤鱼日粮中添加 88 U/kg植酸酶
能有效的释放生长所需要的磷遥 Yoo等渊2005冤报道袁
许氏平鲉日粮中添加 1 000 U/kg植酸酶能获得较好
的生长率遥植酸酶最适宜添加量主要与日粮的组成和
鱼的种类有关遥 因此袁由于日粮组成尧消化道特点不
同袁需要给不同鱼类日粮添加不同剂量的植酸酶遥
2 影响植酸酶作用效果的因素

2.1 pH值和温度
植酸酶的活性往往有 2个波峰袁 分别是 pH值为

5.0耀5.5和 2.5左右,在 pH值为 5.0耀5.5的范围内,它的
活性能达到最高遥 由于消化系统的差异,对不同的鱼
显示出不同的效率遥 吉红(1999)报道,在 pH值为 6.8耀
7.3的无胃鱼体内,植酸酶的活性很差,然而在有胃的
低 pH值的鱼体内,植酸酶表现出较好的活性遥植酸酶
不能被无胃鱼类完全利用,为解决这个问题,在投喂前
对植酸酶进行预处理或者添加与无胃鱼相应的中性

植酸酶是可行的(Sugiura等,2001)遥 付时军等(2005)研
究发现, 中性植酸酶比酸性植酸酶有更好的应用效
果遥曾红等(2001)对鲤鱼进行报道,添加 300 U/kg的中
性植酸酶能和 1 000 U/kg的酸性植酸酶获得相同的
效果袁并且 1 000 U/kg的中性植酸酶能替代无机磷的
添加遥

植酸酶对高温尧高压非常敏感,在应用过程中应
避免过度高温,高温会影响植酸酶的活性遥 大多数植
酸酶最适温度为 45耀60 益,100 益处理 10 min会使植
酸酶完全失活遥用植酸酶对饲料进行预处理应避免高
温尧高压的影响,向饲料颗粒喷洒消溶的植酸酶悬浮液
是解决这种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Hughes等,1998)遥
2.2 日粮中钙磷比

饲料中钙尧磷水平和钙与磷比例是决定植酸水解
的重要因素袁对鱼类这方面的研究较少遥 高钙或者高
钙磷比的日粮会干扰磷的吸收和降低植酸酶的作用

效果遥 高浓度的钙会和植酸结合形成不溶的复合物袁
或者和植酸酶竞争活性位点而影响植酸酶的活性袁或

者增加了 pH值抑制植酸酶的活性遥 鲤鱼日粮中高浓
度的磷会降低植酸酶的活性渊白东清等袁2003冤遥 日粮
中非植酸磷浓度的增加也会使植酸酶活性降低袁只有
当日粮中可利用磷的含量小于鱼的需要量时袁植酸酶
才会起到有效的作用遥 有研究认为袁钙磷比值为 1.1耀
1.4时袁植酸酶效率最高袁在这个范围之外时植酸酶的
活性降低渊曾红等袁2001冤遥
2.3 饲料添加剂

各种饲料添加剂能完善鱼日粮中植酸酶的功效袁
其中维生素 D渊VD3和钙化醇冤和柠檬酸最受人们关
注袁尤其是对无胃鱼类遥 维生素 D能通过增加水解磷
的吸收而间接改善植酸磷的消化力遥 VD3能促进钙的
吸收袁进而减少钙与植酸结合的机会遥 日粮中过量添
加 VD能促进植酸的水解袁进而促进家禽对植酸磷的
吸收渊Qian H等袁1997冤遥 有研究认为袁向含有低浓度
VD3渊2 500 IU/kg冤的以大豆蛋白为基础的日粮中添加
1 500 IU/kg植酸酶袁 能增加虹鳟鱼的体增重渊Vielma
等袁1998冤遥

大多数植酸是在胃内水解的遥 肉食性鱼类渊如虹
鳟鱼冤能通过产生酸来降低日粮 pH值袁无胃鱼类却只
能通过添加有机酸或者酸化剂来降低日粮 pH值遥 肠
道中低 pH 值能帮助矿物元素的吸收遥 Baruah 等
渊2005冤报道袁在南亚鲮鱼日粮中添加植酸酶或者柠檬
酸能增加各种矿物元素的利用率袁改善它们的吸收并
增加骨骼矿物质化遥由于柠檬酸和植酸酶的协同作用
使骨骼矿物质化更明显遥 有研究认为袁柠檬酸的添加
量应低于 1.5豫渊Middleton等袁2001冤遥
3 结论

由于鱼粉产量的减少袁近年来用植物蛋白替代鱼
粉成为养鱼业的一大热点遥然而植物中含有的植酸会
限制磷和其它矿物元素的利用袁未被动物体利用的大
量植酸磷及饲料中添加的无机磷大部分排出体外袁一
方面造成磷的巨大浪费袁另一方面排出体外的磷进入
土壤和水中袁造成环境污染遥目前袁关于鱼体内植酸酶
水解的肠道环境的研究较少袁植酸酶替代无机磷的最
佳剂量等方面还需进一步研究遥 从提高饲料利用率袁
降低饲料成本和保护养殖环境等方面来看袁加强植酸
酶制剂在鱼饲料中的应用研究具有广阔前景遥

（参考文献 38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徐世良，fi-x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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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羽毛角蛋白降解菌的产酶条件研究
钟巧芳 许 波 黄遵锡

钟巧芳，云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650222，昆明市龙
泉路 355号云南师范大学新区生物园地 705#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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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 中科院“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项目

摘 要 角蛋白是一种抗性强和难降解的硬性蛋白, 角蛋白酶具有专一降解天然角蛋白的功能,
可以显著提高角蛋白的消化率。地衣芽孢菌株 K-19具有很强的羽毛角蛋白分解能力,本试验对该菌
株的发酵产酶条件进行了优化,最终得到摇瓶发酵产酶的最佳培养基和发酵条件为：羽毛粉 1.5%、玉米
粉 1%、黄豆粉 1%、NH4Cl 0.05%、NaCl 0.05%、K2HPO4 0.03%、KH2PO4 0.04%、MgCl2·6H2O 0.01%、酵母膏
0.01%，pH值 7.5耀8.0；250 ml三角瓶里装发酵培养液 30 ml,37 益, 接种量 4%,200 r/min 摇瓶发酵 72 h,
该菌株产角蛋白酶的酶活可达 246.8 U/ml,比初始酶活 128 U/ml提高了 93豫。

关键词 羽毛角蛋白；角蛋白酶；发酵条件；优化

中图分类号 Q814.9
角蛋白 渊Keratin冤 是禽类加工中产生的废弃

物要要要羽毛的主要组分,其粗蛋白含量高达 80%以上,
各种氨基酸总量达 70%以上,并且富含多种动物所需
要的必需氨基酸,是一种非常有应用前景的饲料蛋白
源遥 但是由于角蛋白分子间通过胱氨酸的二硫键尧氢
键尧 盐键和其它交联键作用形成高度交联的三维结
构袁非常稳定袁动物来源的蛋白酶渊胰蛋白酶尧胃蛋白
酶等冤也很难有效地降解它袁因此很难被动物消化分
解和吸收利用袁致使其未被大量地开发利用遥 高温蒸
煮或化学处理虽可以改进角蛋白的消化率袁但明显存
在耗能大尧产品的营养质量易被破坏尧三废不易处理尧
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遥近年来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发
展袁禽畜养殖规模不断扩大,一方面使动物性饲料蛋
白渊氨基酸冤资源严重短缺曰另一方面产生大量的角蛋
白废弃物袁对人类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遥 因
此袁如何将羽毛等角蛋白废物降解转化为动物可吸收
利用的蛋白资源已成为当前饲料工业的研究热点遥角
蛋白酶渊Keratinase冤是一类自然界中某些微生物分泌
的尧具有专一的降解天然角蛋白功能的酶类袁可有效
地将羽毛等角蛋白废弃物转化为可消化蛋白遥角蛋白
酶具有特异性地分解角蛋白的特性袁 使其在饲料工
业尧食品工业尧皮革加工尧洗涤剂行业尧医药工业及环
境治理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遥

试验筛选一株产角蛋白酶酶活高且具有较好酶

学特性的优良菌株袁 对该菌株进行产酶条件优化袁使
发酵水平得以提高袁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生产成本袁为
该酶在实际生产中进一步应用奠定基础遥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1.1 菌种

从养殖场水沟淤泥中筛选得到产角蛋白酶的地

衣芽孢菌株 K-19遥
1.1.2 主要仪器

分光光度计(UV755B型)尧迴转式恒温调速摇瓶柜
(VPL-I型)尧离心机渊EBA13冤尧精密 pH 仪尧水浴锅尧电
炉尧电子天平尧超净工作台遥
1.1.3 羽毛粉渊鸡毛粉冤

由云南陆良酶制剂厂提供遥
1.1.4 培养基

LB固体培养基院氯化钠 1%尧蛋白胨 1%尧酵母膏
0.5%尧琼脂 2%,自然 pH值遥

种子培养基院氯化钠 1%尧蛋白胨 1%尧酵母膏 0.5%,
自然 pH值遥

基础液体发酵培养基:NH4Cl 0.05%尧NaCl 0.05%尧
K2HPO4 0.03%尧KH2PO4 0.04%尧 MgCl2窑6H2O 0.01%尧羽
毛粉 1%尧酵母膏 0.01豫, pH值 7.5遥
1.2 方法

1.2.1 菌株的发酵

平板划线分离法接种少量菌种于 LB固体培养基中,
在 37 益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24 h遥从上述培养基中挑取
单菌落接种到装有 20 ml种子培养基的 100 ml三角瓶
中,37 益尧180 r/min摇瓶培养过夜袁 然后将种子培养液
按 2%的接种量转接到装有 50 ml基础发酵培养基的
250 ml三角瓶中,37 益尧200 r/min摇瓶发酵培养 72 h遥
1.2.2 酶液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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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液以 10 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袁即
为粗酶液遥
1.2.3 角蛋白酶酶活测定

底物偶氮角蛋白(Azokeratin)的制备参考 Tomarelli
RM(1949)中所述方法进行遥 酶活测定步骤院20 mg 偶
氮角蛋白(Azokeratin)均匀悬浮于 3.2 ml 50 mM KH2PO4-
NaOH缓冲液中(pH 值 8.0),震荡混匀,在 50 益水浴中
预先保温 2 min;加入稀释适当倍数的酶液 0.8 ml,50 益
水浴中精确保温 15 min后加入 10%三氯乙酸 0.8 ml,使
酶反应终止;最后将反应液离心(10 000 r/min离心 6 min),
并在 450 nm下测吸光值遥 对照组反应时先加 10%三
氯乙酸 0.8 ml使酶反应终止袁再加酶液 0.8 ml遥

酶活定义院 每 1 ml酶液反应 15 min后 OD值增
加 0.01为一个酶活单位遥 重复 3次取平均值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诱导物对菌株 K-19发酵产酶的影响
2.1.1 最佳诱导物试验

多数角蛋白酶是诱导酶袁需要角蛋白底物作为外
源诱导物遥 在不含羽毛粉的基础发酵培养基中添加
1%的不同诱导物渊鸡毛尧鸭毛尧指甲和人发袁不加任何
诱导物的培养基作为对照冤袁保持其它成分不变袁按照
1.2.1节叙述的发酵方法摇瓶发酵袁测定发酵液酶活袁
结果见表 1遥 结果表明院鸡毛尧鸭毛和羽毛粉对菌株发
酵产角蛋白酶都具有诱导作用袁尤其羽毛粉诱导酶的
合成最显著袁 可能是由于羽毛粉经过一些前期处理袁
加上颗粒小袁更容易被菌株降解和利用曰而人发和指
甲基本上无诱导作用遥

表 1 不同诱导物对菌株 K-19产酶的影响
诱导物
鸡毛
鸭毛
羽毛粉
指甲
人发
对照

酶活(U/ml)
109

101.5
130.5

10
6.5
4.5

2.1.2 羽毛粉含量的单因子分析

羽毛粉对菌株 K-19发酵产角蛋白酶具有显著的
诱导作用,菌株能以羽毛粉作为惟一的碳源尧氮源尧硫
源和能源供生长需要遥在基础发酵培养基中添加不同
含量的羽毛粉,按照 1.2.1节叙述的发酵方法摇瓶发酵,
测定发酵液酶活,结果见图 1遥 从图 1可知,羽毛粉含
量为 1.5%时,菌株产角蛋白酶酶活最高,为 136.5 U/ml;
羽毛粉含量超过 1.5%时产酶能力有所降低,这可能是

因为随羽毛粉含量增大,发酵液粘稠度也增大袁进而
影响发酵体系的通风状况渊氧的供应冤所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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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羽毛粉含量对菌株 K-19发酵产酶的影响

2.2 辅助碳源对菌株 K-19发酵产酶的影响
碳源在酶制剂生产中的作用比较复杂袁 一方面袁

它是构成菌体尧 合成酶的碳架以及能量的主要来源曰
另一方面袁它往往对产酶还具有阻遏或诱导作用遥 因
此袁碳源是影响微生物产酶的主要因素之一遥
2.2.1 最佳碳源试验

选择葡萄糖尧蔗糖尧麸皮尧米糠尧糊精尧可溶性淀粉
和玉米粉作为辅助碳源袁在基础发酵培养基中分别添
加 1%的上述几种碳源袁按照 1.2.1节叙述的发酵方法
发酵袁测定发酵液酶活袁结果见表 2遥

表 2 不同辅助碳源对菌株 K-19产酶的影响
碳源
葡萄糖
蔗糖
麸皮
米糠
糊精
玉米粉
可溶性淀粉
对照

角蛋白酶酶活(U/ml)
104.5
101
106

110.5
142.5
157.5
139.2
134.8

从表 2中可以看出袁葡萄糖尧蔗糖尧麸皮和米糠对
菌株产酶不利袁而糊精尧可溶性淀粉和玉米粉能够不
同程度地促进菌株产酶袁尤其以玉米粉效果最好遥 这
可能是玉米粉除碳水化合物外袁还富含蛋白质遥 在提
供了碳源的同时袁还提供了氮源袁进而提高了菌株发
酵产酶的能力袁 而且从工业生产降低成本的角度看袁
玉米粉也是比较理想的碳源遥
2.2.2 最佳碳源的单因子分析

选择产酶酶活高且价格低廉的玉米粉作为辅助

酶 制 剂钟巧芳等：一株羽毛角蛋白降解菌的产酶条件研究

22



碳源袁在基础发酵培养基中分别添加 0.5%尧1%尧1.5%尧
2%尧2.5%的玉米粉袁通过测定发酵上清液的酶活来考
察不同的玉米粉添加量对产酶的影响袁 结果见图 2遥
从图 2可以看出袁 当玉米粉添加量为 1%时菌株产角
蛋白酶酶活最高袁达 157.9 U/ml袁玉米粉添加量低于
或高于 1%时酶活有所下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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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玉米粉添加量对菌株 K-19发酵产酶的影响
2.3 辅助氮源对菌株 K-19发酵产酶的影响

氮源是组成微生物细胞蛋白质尧酶和核酸的主要
元素之一袁是影响酶产量的另一重要因素遥
2.3.1 最佳氮源试验

在基础发酵培养基中分别添加 1%的不同氮源袁
根据发酵液角蛋白酶酶活来考察不同的氮源对产酶

的影响袁结果见表 3遥 从表 3可知袁有机氮源较无机氮
源更有利于菌株产酶袁 黄豆粉的促产酶能力最强袁其
次是酵母膏遥 综合工业生产降低成本角度考虑袁选取
价格便宜且产酶效果好的黄豆粉作为氮源遥

表 3 不同辅助氮源对菌株 K-19发酵产酶的影响
氮源
对照
NaNO3
(NH4)2SO4
(NH4)2HPO4
脲
蛋白胨
干酪素
牛肉膏
酵母膏
黄豆粉

酶活(U/ml)
134.8
120.5
112

139.5
101.7
145.5
129.5
148

179.3
202.6

2.3.2 最佳氮源的单因子分析

在基础发酵培养基中分别添加 0.5%尧1%尧1.5%尧
2%尧2.5%的黄豆粉袁测定发酵上清液的酶活袁考察不
同的黄豆粉添加量对产酶的影响袁结果见图 3遥从图 3
可知袁 黄豆粉的浓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菌株产酶袁

黄豆粉浓度为 1%时酶活达到最大值袁为 203.8 U/ml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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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黄豆粉添加量对菌株 K-19发酵产酶的影响
2.4 添加其它金属离子及表面活性剂对菌株 K-19
发酵产酶的影响

在基础发酵培养基中分别添加其它金属离子袁测
定发酵上清液的酶活袁考察其它金属离子对产酶的影
响袁结果见表 4遥 从表 4中可以看出袁添加 Ca2+菌株产
酶稍有提高袁但不显著曰其它离子渊Cu2+尧Co2+尧Fe2+尧Fe3+尧
Zn2+尧Mn2+冤对菌株产酶都有不同的抑制作用袁尤其 Cu2+

和 Co2+几乎可以完全抑制菌株产酶遥
表 4 不同金属离子对菌株 K-19发酵产酶的影响

金属离子(1mmol/l)
酶活(U/ml)

对照
134.8

Ca2+
143.8

Mn2+
125

Zn2+
60.6

Fe3+
120.2

Fe2+
53.5

Co2+
10

Cu2+

32

有研究表明袁表面活性剂可以改善细胞膜的通透
性袁促进胞外酶的分泌遥 在基础发酵培养基中分别添
加不同的表面活性剂渊TritonX-100尧吐温 20尧吐温 80尧
SDS冤袁考察它们对产酶的影响袁结果渊见表 5冤表明院吐
温 80对菌株产酶具有促进作用曰 吐温 20对菌株产
酶影响不大曰TritonX-100 和 SDS 对菌株产酶具有强
烈的抑制作用遥
表 5 不同表面活性剂对菌株 K-19发酵产酶的影响

TritonX-100
1%(v/v)

10.5
SDS

0.5(g/l)
60.6

吐温 20
1%(v/v)

125
吐温 80
1%(v/v)
143.8酶活(U/ml)

表面活性剂

134.8
对照

2.5 起始 pH值对菌株 K-19发酵产酶的影响
pH值是影响菌株生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袁 每种微

生物都有其最适宜生长的 pH值遥 将菌株置于不同起
始 pH值的发酵培养基中摇瓶发酵袁测定发酵液酶活袁
结果见图 4遥 从图 4中可以看到袁当 pH值在 7.5耀8之
间袁菌株产酶活力最高,与该菌株的最适生长 pH值范
围一致曰pH值小于 7或大于 8.5时袁酶活明显降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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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 pH值对菌株 K-19发酵产酶的影响
2.6 温度对菌株 K-19发酵产酶的影响

将已接种菌种的基础发酵培养基置于不同温度

下,摇瓶发酵产酶袁结果见表 6遥从表 6中可以看出袁菌
株 K-19发酵产酶的最适温度为 37 益,与该菌株的最
适生长温度相符遥

表 6 温度对菌株 K-19 发酵产酶的影响
温度(益)
酶活(U/ml)

30
95

37
138.6

40
120.2

45
106.5

50
95.3

2.7 接种量对菌株 K-19发酵产酶的影响
接种量的大小是决定菌株在发酵培养基中生长

速度快慢的一个重要因素遥 以培养 24 h的不同量的
种子液接入发酵培养基渊装液 50 ml冤中,摇瓶发酵产
酶袁结果见图 5遥 当接种量为 4%时袁菌株发酵产酶最
高袁可达约 176 U/ml遥接种量过小时袁由于菌体数量过
低尧生长缓慢袁发酵周期延长袁从而减少了蛋白的分泌
总量,活性降低曰而接种量过大时,由于发酵初期菌体
生长迅速,培养基中菌体相对密度太大,营养物质多被
用于菌体细胞合成,反而使角蛋白酶的合成受阻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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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接种量对菌株 K-19发酵产酶的影响
2.8 装液量对菌株 K-19发酵产酶的影响

发酵产酶过程中袁无论基质的氧化尧菌体的生长
或是酶的产生袁均需要大量的氧遥 为考察通气量对菌
株产酶的影响袁 在 300 ml三角瓶中分别装入不同体
积渊30尧40尧50尧75尧100 ml冤的基础发酵培养基袁按比例
接入相同接种量的种子液袁摇瓶发酵产酶袁结果见表
7遥 从表 7中可以看出,装液量越少袁通风量越大袁越利
于菌株发酵产酶袁 但考虑到由于发酵时间相对较长袁
装液量少于 30 ml时袁 培养基容易被蒸干的因素袁所
以选用 30 ml作为最佳装液量遥

表 7 装液量对菌株产酶的影响

装液量渊ml冤
酶活(U/ml)

30
157.7

40
148.5

50
135.6

75
110.8

100
99.5

2.9 正交试验优化产酶条件

上述单因子试验结果表明袁碳源渊玉米粉冤尧氮源
渊黄豆粉冤尧pH值尧接种量这 4种因素对菌株产酶量影
响相对较大遥 据此设计了 L934的正交试验袁以确定菌
株发酵产酶的最佳碳尧氮源配比及最佳条件遥 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院培养基中不同水平的玉米粉尧黄豆粉对
菌株所产酶活的影响差异显著渊P<0.05冤,而 pH 值和
接种量在给定的范围内对菌株产酶的影响不大遥

综合正交试验以及上述的单因子分析结果,该菌
株产角蛋白酶的最佳发酵产酶培养基为: 羽毛粉 1.5%尧
玉米粉 1%尧 黄豆粉 1%尧NH4Cl 0.05%尧NaCl 0.05%尧
K2HPO4 0.03%尧KH2PO4 0.04%尧MgCl2窑6H2O 0.01%尧酵
母膏 0.01%袁pH值 7.5耀8遥发酵条件为院在 250 ml三角
瓶里装培养液 30 ml袁37 益袁 接种量 4%袁200 r/min 摇
瓶发酵培养 72 h遥在此培养条件下该菌株产角蛋白酶
的最高酶活可达 246.8 U/ml袁比初始酶活(128 U/ml)提
高了 93%遥 经验证该菌株产酶稳定遥
3 小结

地衣芽孢菌株 K-19是一株优良的角蛋白酶高产
菌株袁具有较好的酶学性质遥 本试验对该菌株的发酵
产酶条件进行了优化袁进一步提高了该角蛋白酶产生
菌的发酵水平袁 使得酶活由优化前的 128 U/ml提高
到 246.8 U/ml遥 此外袁得到的最佳碳源尧氮源不仅能大
幅度地提高其酶活袁而且来源广泛尧价格低廉袁为该角
蛋白酶应用于实际发酵生产奠定了基础遥在今后的研
究中袁还需进行角蛋白酶的分离尧提纯和固定化等方
面的研究袁并且通过基因调控等手段来进一步提高角
蛋白酶的表达量并拓宽其应用范围遥

（参考文献 10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高 雁，snowyan78@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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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肠道和肝胰脏蛋白酶、淀粉酶活力的研究
邱晓寒 叶元土 蔡卫俊

邱晓寒，苏州大学生命科学院，215123，苏州大学独墅湖
校区 702幢 2222室。
叶元土、蔡卫俊，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7-04-26

摘 要 花 （Hemibarbus maculates Bleeker）前、中、后肠及肝胰脏的蛋白酶的最适温度为 40 益；
前、中、后肠及肝胰脏的淀粉酶的最适温度为 40 益。前、中、后肠蛋白酶的最适 pH 值分别为 5.0、7.0、
7.0，肝胰脏蛋白酶最适 pH值为 7.0；前、中、后肠淀粉酶的最适 pH值分别为 5.0、7.0、7.0，肝胰脏淀粉
酶最适 pH值为 7.0。

关键词 花 ；蛋白酶；淀粉酶；活力

中图分类号 Q55
花 渊Hemibarbus maculates Bleeker冤属鲤科尧

亚科尧 属袁又名野桃花竹冶尧野杨花鱼冶尧野溪竹冶等袁是我
国主要淡水水域中一种分布较为广泛的中小型野生

经济鱼类遥近年来袁随着花 人工繁殖技术的突破袁该
鱼已成为江尧浙尧沪尧皖等地区热门的人工养殖品种袁
发展势头迅猛遥 但在池塘条件下该鱼养殖单产低尧不
易用网具起捕渊需干塘起捕冤袁因此不利于开展池塘规
模化养殖遥 利用大水面网箱进行花 养殖袁具有投入
少尧产量高尧操作方便尧利于上市等特点袁能产生较好
的生产和经济效益袁因而现阶段在水库尧湖泊等大水
面得以较快推广遥 目前袁对于花 的生物学方面已有

一定的研究袁 但对消化生理方面的研究还未见报道遥
本文通过对花 肠道和肝胰脏消化酶活力的测定袁对
花 的消化能力和消化特点进行探讨袁以期进一步了
解花 的营养需求袁为花 的饲料配伍研究提供科学

依据袁为人工养殖提供一定的参考遥
1 材料

1援1 试验材料

试验用花 共 40尾,雌雄各 20尾,每尾重 262.5耀
374.7 g,体长 10.6耀11.2 cm,鱼体健康遥
1援2 酶液制备与酶活力测定

将鲜活的试验鱼饥饿 24 h 后捣毁脊髓处死袁置
于冰盘内迅速取出其肠道和肝胰脏袁 剔除肠系膜袁小
心剪开肠道和肝胰脏遥参照文献的方法制备前尧中尧后
肠和肝胰脏粗酶提取液袁并按 Folin原酚法测蛋白酶活
力袁淀粉原碘显色法测淀粉酶活力遥

蛋白酶活力单位定义为院在渊37依1冤 益尧pH值 7.4

条件下袁 每分钟水解酪素产生 1 滋g酪氨酸为一个酶
活力单位[滋g/渊g窑min冤]遥

淀粉酶活力单位定义为院在(37依1) 益尧pH值 7.4条
件下袁1 h内淀粉酶能完全水解淀粉 10 mg称为一个
淀粉酶活力单位[mg/渊g窑h冤]遥
1.3 pH值系统设置

恒温 37 益水浴条件袁用不同 pH值的缓冲液制备
相应的粗酶提取液,pH值从 4.0耀9.0, 以 1.0为一个梯
度,共设 6个水平,分别在不同 pH值下测酶活力遥 其
中,将乙酸(0.2 mol/l)原乙酸钠(0.2 mol/l)作为 pH值 4.0
和 pH值 5.0的缓冲液;将磷酸氢二钠(0.2 mol/l)原磷酸
二氢钠(0.2 mol/l)作为 pH值 6.0尧pH值 7.0和 pH值 8.0
的缓冲液曰将甘氨酸(0.2 mol/l)原氢氧化钠(0.2 mol/l)作
为 pH值 9.0的缓冲液遥 将磷酸氢二钠(0.2 mol/l)-磷酸
二氢钠(0.2 mol/l)作为 pH值为 7.4的缓冲液遥
1.4 温度系统设定

用恒温水浴控制反应温度,在 pH值为 7.4条件下,
温度 4耀50 益范围内共设 8个温度梯度袁分别为 4尧20尧
25尧30尧35尧40尧45尧50 益袁分别在各温度下测酶活力遥
2 结果与分析

2援1 消化酶的最适温度

2.1.1 蛋白酶的最适温度渊见图 1冤
400350300250200150100500 4 20 4540353023 50

前肠

中肠

后肠

肝胰脏

温度渊益冤
图 1 花 肠道各部位及肝胰脏蛋白酶活力随温度的变化

图 1表明袁在温度为4耀50 益范围内,前尧中尧后肠
及肝胰脏蛋白酶的最适酶活力温度均为 40 益遥 随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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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升高,肠道各部位和肝胰脏的蛋白酶活力均逐渐增
强,且在 35耀40 益蛋白酶活力急剧升高袁到 40 益达到
最高袁此后袁随温度升高袁蛋白酶活力逐渐减弱遥 在最
适温度下,前肠蛋白酶活力最强,中肠尧后肠次之,而肝
胰脏蛋白酶活力相对最弱遥这表明花 对蛋白质的消

化主要在前肠进行袁且肠道各部位及肝胰脏蛋白酶作
用适宜温度范围为 35耀40 益遥
2.1.2 淀粉酶的最适温度渊见图 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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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花 肠道各部位及肝胰脏淀粉酶活力随温度的变化

图 2表明,在温度为 4耀50 益范围内,前尧中尧后肠
及肝胰脏淀粉酶的最适温度均为 40 益遥 随温度升高,
淀粉酶活力逐渐增强,前尧中尧后肠及肝胰脏淀粉酶在
35耀40 益范围内活力急剧升高袁升到 40 益时袁淀粉酶
活力最强袁40 益后随温度升高淀粉酶活力逐渐降低遥
在最适温度下,前肠淀粉酶活力最高袁中肠尧后肠次之,
而肝胰脏淀粉酶活力相对最弱遥这表明花 对淀粉酶

的消化主要在前肠进行袁且肠道各部位及肝胰脏淀粉
酶作用适宜温度范围为 35耀40 益遥
2援2 消化酶的最适 pH值
2.2.1 蛋白酶的最适 pH值渊见图 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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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花 肠道各部位及肝胰脏蛋白酶活力随 pH值的变化
由图 3可见袁在pH 值 4.0耀9.0的范围内袁前肠蛋

白酶的最适 pH值为 5.0袁中尧后肠及肝胰脏蛋白酶最
适 pH值为 7.0,且以前肠蛋白酶活力最强袁中肠尧后肠
次之袁而肝胰脏蛋白酶活力相对最弱遥 前肠蛋白酶活
力在 pH 值 4.0耀5.0 范围内急剧升高袁pH 值为 5.0 时

达到最高袁以后随 pH值升高酶活力逐渐降低曰中肠和
后肠蛋白酶在 pH值 6.0耀7.0范围内急剧升高袁 以 pH
值 7.0时达到最高袁以后随 pH值升高逐渐降低曰而肝
胰脏蛋白酶活力比肠道各部位蛋白酶活力都弱袁且变
化缓慢袁较稳定袁并以 pH值为 7.0时酶活力最强袁以
后随 pH值升高酶活力逐渐降低遥
2.2.2 淀粉酶的最适pH值渊见图 4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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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花 肠道各部位及肝胰脏淀粉酶活力随 pH值的变化
由图 4可见袁在 pH值 4.0耀9.0的范围内袁前肠淀

粉酶的最适 pH值为 5.0袁 且在 4.0耀5.0范围内酶活力
急剧升高袁 以后随 pH值的升高袁 淀粉酶活力逐渐降
低袁并在 pH值为 7.0耀8.0范围内酶活力急剧降低曰中尧
后肠淀粉酶最适 pH值均为 7.0, 且随 pH值升高呈先
上升后降低的趋势遥另外袁肝胰脏淀粉酶的最适 pH值
为 7.0袁但总的来说在各 pH值范围内较稳定,并以 pH
值 6.0耀7.0最佳袁 且肝胰脏淀粉酶活力比肠道各部位
淀粉酶活力都弱遥
3 讨论

3援1 食性与消化酶

鱼类食性一般分为肉食性尧草食性和杂食性遥 肉
食性鱼类的消化道短袁蛋白酶活力强曰草食性鱼类的
消化道长袁淀粉酶活力强遥通过对鳜鱼尧青鱼尧草鱼尧鲤
鱼尧鲫鱼尧鲢鱼消化酶活力的研究发现袁蛋白酶活力从
高到低顺序为肉食性鱼类>杂食性鱼类>草食性鱼类遥
这表明蛋白酶与饵料组成关系极为密切袁且其活力随
饲料中蛋白质含量增加而增强遥对花 消化酶活力的

研究表明袁花 不同器官组织中蛋白酶活力比淀粉酶

活力更强袁这与花 属于野杂食性偏肉食性鱼类冶这一
特征相适应遥
3援2 温度与消化酶

本试验表明袁花 前尧中尧后肠及肝胰脏的蛋白酶
的最适温度为 40 益曰前尧中尧后肠及肝胰脏的淀粉酶
的最适温度为 40 益遥

鱼类所处水环境温度一般不超过 34 益袁 从消化
酶的最适温度与该水生动物所栖息的水环境温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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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袁 消化酶的最适温度均高于生存的水环境温度袁
这充分表明了水环境温度难以达到鱼类消化酶的最

适温度遥 通过对花 的研究发现袁其生长环境温度显
然低于消化酶的最适温度袁这与目前了解的其它鱼类
消化酶最适温度均高于所处环境温度的普遍现象是

一致的遥 为何会出现这种结果袁其原因还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遥
3援3 pH值与消化酶

本试验条件下所测得的消化酶活力随 pH值的变
化而变化袁前肠蛋白酶的的最适 pH值为 5.0袁中尧后肠
及肝胰脏蛋白酶的最适 pH值为 7.0曰前肠淀粉酶的最
适 pH值为 5.0袁 中尧 后肠及肝胰脏淀粉酶的最适 pH
值均为 7.0遥 在相同的 pH值条件下袁肝胰脏的蛋白酶
活力与淀粉酶活力均比肠内相应的酶活力更低遥
3援4 肠道消化功能特点

从试验结果可见袁在同样的温度条件下袁前肠的
蛋白酶活力和淀粉酶活力最高袁后肠最低遥在 pH值臆
6.0的条件下袁蛋白酶活力强弱顺序依次为院前肠跃中
肠跃后肠跃肝胰脏曰在 pH值臆7.0条件下袁淀粉酶活力
强弱顺序依次为院前肠跃中肠跃后肠跃肝胰脏遥

因此认为袁花 的前肠可能是食物消化的主要场

所遥 虽然花 的生存环境温度和 pH值难以达到其消
化酶的最适条件袁 但是如果我们在配制饲料的时候袁
其 pH值更适合消化酶的作用袁 那么必将促进花 对

饲料的消化吸收遥 另外袁也提示在生产人工养殖花
的配合饲料时袁应注意蛋白质水平的调整袁这样更能
适应花 的消化特点和促进其快速生长遥

另外袁本次试验袁测定温度时以 pH值为不变量袁
测定 pH值时以温度为不变量来考虑袁 忽略了温度和
pH值间的交互影响遥 在离体条件下测得的消化酶最
适温度只是在消化酶活力最大时的反应温度遥而在活
体状态下袁可变因素太多袁受环境的影响袁鱼类的消化
酶液的分泌量尧消化酶活力等都可能不同袁从而对消
化率产生一定影响遥因此袁离体条件下袁测定的消化酶
活力的最适温度和最适 pH值只是反映二者对酶活力
的影响规律袁是定性的概念袁并不能准确地反应自然
条件下温度和 pH值对消化率的影响情况遥

（参考文献 10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徐世良，fi-x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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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和壳聚糖可通过高科技手段螯合成一种盐,
具有净化水质尧抗菌防病尧降低水产动物肌肉脂肪含
量尧促进生长等广泛的生物活性作用遥 丰产鲫作为山
东地区淡水养殖的新品种具有生长快尧耐低氧尧体型
好尧食性杂尧适应能力强以及全雌性等优点,深受养殖
户的青睐遥本文探讨了在饲料中添加稀土壳聚糖对丰
产鲫幼鱼生长性能的影响遥
1 试验材料

1.1 试验鱼来源及驯养

丰产鲫幼鱼取自山东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古城渔

场袁初始体重(13.96依1.08) g袁初始体长(8.13依0.57) cm遥
试验鱼先在温室内水泥池中驯养 7 d袁 每天投喂饲料
3次袁分别在 8院30尧13院30和 17院00饲喂遥

1.2 试验饲料

试验分 3个处理组,每组设 3个重复,以基础饲料
为对照组, 试验 1组饲料为在基础饲料中添加 0.15%
的有效稀土壳聚糖 (稀土壳聚糖含量为 45%), 试验 2
组饲料为降低基础饲料鱼粉和豆粕含量, 增加棉籽
粕尧 菜籽粕等低价值植物蛋白原料的比例, 并添加
0.15%有效稀土壳聚糖,饲料蛋白质含量不变遥 试验饲
料按配方加工成粒径 1.8 mm的颗粒饲料遥 试验饲料
的营养组成见表 1遥

表 1 各组饲料营养成分分析（%）
项目
对照组
试验 1组
试验 2组

水分
7.91
7.29
8.75

粗蛋白
38.04
38.80
37.65

粗脂肪
4.37
4.21
4.02

粗灰分
7.77
7.59
7.65

1.3 试验管理

试验在山东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国家级水产良种

场温室内圆形水泥池中进行,水泥池四周挂有聚乙烯
网箱,网箱规格为 60 cm伊60 cm伊120 cm,每箱放养 30
尾鱼遥 试验用水为玉景矿泉水厂 700 m的深井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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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对照组
试验 1组
试验 2组

初体重(g)
13.96
13.96
13.96

终体重(g)
21.33
21.98
21.40

相对增重率(%)
52.79
57.45
53.30

成活率(%)
100
100
100

饲料系数
2.90
2.66
2.87

蛋白质效率
0.91
0.96
0.92

表 2 饲料中添加稀土壳聚糖对丰产鲫生长的影响

温 25 益),试验期间水温渊26依1冤 益曰每网箱放有 1个气
头袁24 h充气曰NH3-N浓度<0.4 mg/l遥每 5 d换水 1次,
换水量为 1/3;每天投喂 3次,时间分别为 8院30尧13院30尧
17院00,投饵量为体重的 2%左右遥每 8 d清理 1次网箱
的残饵和粪便袁饲养时间为 2006年 8月 3日耀9月 18
日,共 47 d遥
1.4 测定

1.4.1 试验饲料营养成分

饲料在 105 益烘箱中烘干至恒重袁求得干物质含
量曰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其粗蛋白的含量曰采用索氏
抽提法渊乙醚为溶剂冤测定粗脂肪含量曰灰分含量在马
福炉中焚烧渊550 益冤后测得遥
1.4.2 生长指标
试验开始时随机选取 30尾鱼袁 进行初始体长和

体重的测定袁试验结束时对各个网箱所有试验鱼测定
终末体重袁计算成活率和相对增重率遥

成活率渊%冤=终末尾数/初始尾数曰
相对增重率(%)=(终末体重-初始体重)/初始体重;
蛋白质效率=鱼体增重量/蛋白质摄入量遥

2 结果

经过 47 d的养殖试验,饲料中添加稀土壳聚糖对
丰产鲫生长的影响见表 2遥 饲料中添加了稀土壳聚糖
后,试验 1尧2组的相对增重率为 57.45%尧53.30%袁分别
比对照组提高 8.83%和 0.97%遥 试验各组的成活率均
为 100%遥稀土壳聚糖的添加降低了饲料系数袁对照组
的饲料系数为 2.90袁试验 1组和 2组的饲料系数分别
比对照组降低 8.28%和 1.03%遥 试验 1组和 2组的蛋
白质效率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5.49%和 1.10%遥

3 讨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饲料中添加稀土壳聚糖能够促
进丰产鲫幼鱼的生长袁降低饲料系数和提高蛋白质效
率遥 胡品虎等(1994)报道袁用添加 1援5豫的稀土甲壳素
饲料饲喂僵鳗袁8 d后僵鳗活动能力明显增强袁20 d后
体色好转袁待复苏后连续使用稀土甲壳素袁其日增长
率比对照池提高 3援25耀4援60倍曰 正常鳗摄食稀土甲壳
素后袁其生长速度明显提高袁且鱼体色有光泽曰试验还
证明袁使用稀土甲壳素后僵鳗尧正常鳗饲料系数分别
降低 69援28豫尧26援47豫遥 胡品虎(1999)在稀土甲壳素上
的应用试验结果表明袁 使用稀土甲壳素添加剂后袁不
仅能防治河蟹蜕壳障碍症尧减少疾病尧降低死亡率袁而
且也能促进河蟹生长袁 显著提高河蟹产量和河蟹规
格袁提高经济效益 50豫以上遥于东洋等(2000)用甲壳胺
制剂对真鲷幼鱼进行研究袁结果表明袁甲壳胺制剂对
真鲷幼鱼增重效果明显袁增长率高达 28.03豫遥 陈子涛
等(1989)研究发现袁鱼康素(脱乙酰聚糖胺经活化处理
后与稀土元素的复合物)可以大幅度提高对虾的生长
率袁试验组的对虾增长率比对照组提高 90豫遥 上述试
验结果与本试验一致遥但宋理平等渊2005冤试验结果表
明袁 饲料中添加稀土壳聚糖对丰产鲫 [初始体重
渊216.5依3.75冤 g袁初始体长渊19援05依0援93冤 cm]的生长无
促进作用袁 这可能是由于试验鱼的大小不同引起的遥
Shiau等在杂交罗非鱼的饲料中分别添加 7种不同含
量的甲壳素或壳聚糖袁分别投喂饲养 8周袁结果表明袁

添加甲壳素或壳聚糖组的鱼体重下降袁并且随着甲壳
素或壳聚糖添加量的增加袁体重下降的越多袁并认为
甲壳素或壳聚糖能够抑制杂交罗非鱼的生长遥Lindsay
等渊1984冤研究表明,过量添加甲壳素或壳聚糖对水产
动物具有不良影响, 当甲壳素的添加量为 10豫耀30%
时,虹鳟鱼对营养物质的吸收不良,外观表现为生长停
滞遥说明一定浓度范围内的甲壳素或壳聚糖对水产动
物的生长和发育有促进作用,但是当甲壳素或壳聚糖
的使用量超过一定的浓度范围时,就会造成水产动物
机体内部功能紊乱,最终抑制水产动物的生长发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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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醇广泛存在于各种天然动植物及微生物组织

中袁由于最初由肌肉组织中提取袁故取名肌醇袁又称肌
肉糖袁其性质与葡萄糖醇尧甘露糖醇尧木糖醇相近袁是
饱和环状多元醇遥 肌醇在医疗保健尧制药工业及食品
化工等行业中广泛应用袁同时作为营养促生长剂在水
产养殖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遥
1 肌醇的理化性质及其作用

1.1 肌醇的理化性质

肌醇渊Inositol冤即环已六醇袁分子式为 C6H12O6袁为
白色结晶粉末袁在空气中较稳定袁易吸潮袁无臭袁微甜袁
熔点 224耀227 益 袁沸点 319 益遥肌醇易溶于水袁微溶于
酒精尧冰醋酸尧甘油和乙二醇等有机溶剂遥肌醇的水溶
液对石蕊试纸显中性袁且无旋光性遥肌醇在低于 50 益
的情况下袁可从水中结晶为无色单斜棱晶体袁含有 2
个分子的结晶水袁含结晶水的肌醇在 100耀110 益的温
度下容易脱水袁成为无水结晶体遥 肌醇有 9种同分异
构体袁其中最重要的 myo-肌醇[内消旋渊1袁2袁3袁5-顺
式冤环己醇]具有生理活性遥 肌醇属于维生素类物质袁
具有与维生素 B1尧维生素 H类似的作用遥 肌醇以磷酯
酰肌醇形式广泛存在于动物和微生物细胞中袁大部分
储存于脑尧心肌和骨骼肌肉中袁而在天然植物中则以
肌醇六磷酸盐形式存在遥
1.2 肌醇的生理功能及其应用

肌醇作为维生素类物质袁具有许多生理功能遥 它
是细胞膜的组成成分之一袁在膜磷脂平衡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曰 参与蛋白质的生物合成尧CO2固定和促进
脂肪代谢等过程遥 磷脂酰肌醇-4,5-二磷酸是胞内 3
个第二信使的前体曰1,3,4,5-四磷酸盐肌醇具有第二
信使的生理功能曰1,4,5-三磷酸肌醇为细胞内信使袁在
钙平衡和信息传递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遥肌醇具体作
用及相关应用有如下几个方面遥

淤肌醇的作用类似于维生素 B1袁能促进细胞新陈
代谢尧促进脂肪代谢尧降低血脂尧抑制胆固醇的生成及

动脉硬化等袁如能治疗慢性肝炎尧脂肪肝尧胆固醇过高
等疾病遥 于肌醇是合成多种药物的中间体袁可用于合
成烟酸肌醇酯尧脉通等遥此外袁肌醇及其衍生物用于抗
癌药物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遥 盂肌醇在食品保
健行业具有广泛的应用遥 肌醇是一种生物活素袁是生
物体中不可缺少的成分袁高等动物若缺少肌醇袁会出
现生长停滞袁毛发脱落袁体内生理活动失去平衡遥 榆肌
醇作为生物促生长剂在饲料工业中具有广泛的应用袁
尤其是在水产饲料中袁肌醇作为一种营养保健剂的作
用越来越引起重视遥 随着肌醇研究的不断深入袁肌醇
在医药尧化工等行业都有很高的实用价值遥
2 肌醇的测定方法

2.1 肌醇传统的测定方法

目前袁肌醇含量的测定尚无国家标准袁最经典的
方法是重量法和高碘酸滴定法遥但这两种方法较为繁
琐袁且不能排除邻二醇化合物渊如葡萄糖冤的干扰袁往
往使测定结果偏高遥特别是在使用重量法测定样品过
程中渊测定方法院加入硫酸原乙酸酐混合液袁加热使肌
醇生成六乙酰肌醇袁 再用三氯甲烷提取六乙酰肌醇袁
将三氯甲烷蒸发至干袁最后将残留的六乙酰肌醇经干
燥称量后再换算成样品中肌醇的含量冤袁 由于测定中
要加入三氯甲烷袁而三氯甲烷是对环境和人体都有害
的物质袁 并且分析方法中每测定一个样品至少要将
100 ml的三氯甲烷排放到大气中袁这不仅危害操作者
的健康袁同时也污染了环境遥重量法虽然比较成熟尧准
确袁但操作十分繁杂 ,分析时间长 ,消耗能量多 ,毒性
大遥 采用高碘酸滴定法测定肌醇含量,虽然比重量法
操作简单,但耗时太多袁该法仅适用于肌醇为主要成
分的样品测定袁复杂样品中葡萄糖和甘油等与肌醇结
构类似或官能团类似的有机成分会对测定结果影响

很大遥 针对以上分析方法的不足袁有人用甲醇溶解样
品的乙酰化产物袁以高效液相色谱分离六乙酰肌醇和
葡萄糖的乙酰化产物袁从而实现肌醇和葡萄糖的分离
测定遥 试验表明袁用 HPLC 法测定肌醇含量袁不仅简
单尧准确尧污染小尧重现性好袁而且能完全排除葡萄糖
等杂质对肌醇含量测定的干扰遥
2.2 肌醇测定方法研究进展

除了传统检测方法袁当前国内外对肌醇的测定方
法主要有滴定法尧高效液相色谱法尧微生物法和毛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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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气相色谱法遥滴定法尧高效液相色谱法适用面较窄袁
不能用于食品分析袁 该法不仅需要昂贵的测定仪器尧
特定的色谱柱器袁还要通过繁杂的衍生化技术袁不适
宜广泛使用曰微生物法多用于食品分析遥 由于饲料成
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袁采用上述方法多不适用于饲料
中肌醇含量测定遥有人曾用固相萃取-烷基化衍生-毛
细管气相色谱技术测定饲料中肌醇含量袁但此方法操
作繁琐且费时遥 鉴于肌醇分子具有易溶于水尧电化学
活泼性及其在强碱溶液中呈离子化状态的理化性质

特性袁可直接用水浸提试样袁采用高效阴离子交换色
谱分离-脉冲安培检测技术渊HPAEC-PAD 冤测定肌醇
含量的方法遥该方法待测液制备简单袁测定速度快袁无
干扰峰袁检测数据准确可靠遥

国外曾经使用酒精酵母合成肌醇突变菌株

CTY479对肌醇进行定性鉴定遥 唐伟等通过试验得到
的用粟酒裂殖酵母为天然的肌醇营养缺陷型菌株袁性
能稳定袁菌株的生物量专一地反映复杂营养成分中肌
醇的含量袁可有效排除其它物质对测定的影响袁并且
使用普通仪器就能完成袁方法简便袁成本低廉遥这种方
法不仅可以用于肌醇样品纯度检测 , 还可以对食品尧
乳粉尧药物等的肌醇含量进行定量分析袁甚至可以用
于肌醇生产过程中的质量监测遥该方法摆脱了以往各
种肌醇测定方法的局限性袁适于推广应用遥
2.3 肌醇真假的鉴别

肌醇的经典鉴别方法是重量法袁此种方法虽然准
确袁但是不能排除邻二醇化合物渊如葡萄糖冤的干扰袁
往往使测定结果偏高遥 个别厂家为谋取暴利袁可能在
肌醇中混加葡萄糖袁因此如何区别肌醇与葡萄糖具有
重要的意义遥肌醇与葡萄糖鉴别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院淤旋光性遥 肌醇与葡萄糖从感观上很难直接区
分袁利用旋光性可以将二者区别开来遥 肌醇为内消旋
环己醇袁旋光度为零袁而葡萄糖具有旋光性袁旋光度
为垣52.5遥 于与菲林试剂的反应遥 萄葡糖含醛基 (-
CHO)袁与菲林试剂反应生成红色的 Cu2O袁肌醇不含醛
基袁与菲林试剂不发生反应遥盂仪器分析法遥利用液相
色谱尧气相色谱等分析方法袁可以将肌醇及葡萄糖的
比例及含量进行精确的分析袁通过色谱图与肌醇标样
比较确定样品的真假遥
3 肌醇的生产工艺

国外研究肌醇提取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我国小规
模提取肌醇开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 其原料主要是

廉价的米糠尧玉米皮等遥 生产肌醇传统的方法是加压
水解法和常压催化水解法遥 加压水解法是我国肌醇生
产厂家目前采用的主要技术遥 常压催化水解法是我国
近几年研发并投入工业化生产的一种生产肌醇的新

方法袁 该法在加压水解法基础上, 使用菲汀水解催化
剂,缩短生产周期袁提高原料利用率尧产品质量和产率遥
但该法产率较低且产品质量受到原料的制约遥因此,研
究新的生产工艺来提高产率和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遥 近年来,随着生化工程和酶工程的快速发展,微
生物酶解法和化学合成法生产肌醇成为研究热点遥

微生物法是利用微生物产生的植酸酶和磷酸酯

酶袁在一系列复杂调控中将植酸或菲汀酶解袁从而使
其转化为肌醇的一种生产方法遥由于酶的反应条件比
较温和袁此法制取肌醇可在常温尧常压下进行遥利用该
法生产肌醇袁能提高产品产率和质量尧降低生产成本袁
是肌醇生产发展新趋势遥但由于植酸酶的培养尚未成
熟袁所以微生物法制备肌醇的技术还一直处于实验室
研究阶段袁至今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生产遥 微生物发酵
法生产肌醇具有巨大的优势和潜力,在对一些问题作
进一步全面的研究之后,有望投入工业化生产遥 今后
的研究方向包括:淤进一步改造菌种,选育葡萄糖结构
类似物等抗性高的产菌株,深入研究肌醇发酵机理,实
行有效代谢调控方案曰于优化培养基成分,提高 I1PS
的活性,改善细胞壁尧细胞膜的通透性,优化工艺条件,
最终提高发酵液中肌醇的浓度曰盂寻找廉价易得的培
养物,研究细胞回流反应等问题,进一步降低成本,提
高转化率遥

化学法合成肌醇用非肌醇化合物为原料袁如六羟
基苯经氢化能生成 8种肌醇异构体的混合物袁 其中
myo-肌醇产率仅为 17豫 袁用金属钯为催化剂袁可提高
其产率遥 也有报道用葡萄糖为原料合成肌醇袁在碱性
溶液中使 6-硝基-6-脱氧-D-葡萄糖环化袁 再将硝基
还原成氨基后除去,同时转变构型,可得 myo-肌醇遥 化
学合成法得到产物不好分离,具工艺复杂,费用较高遥
4 肌醇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及存在问题

目前袁国内外许多大型饲料企业将肌醇作为营养
型添加剂添加到水产饲料中遥 许多研究结果表明袁动
物体内袁尤其是水产动物体内缺乏肌醇时袁会对正常
生长造成极大的危害遥
4.1 肌醇在鱼类养殖中的应用

肌醇作为鱼类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对维持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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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生理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遥 当肌醇摄入不足时,
会造成鱼类生长缓慢尧贫血袁鱼鳍腐烂遥荻野珍吉等研
究发现,鱼类缺乏肌醇会患许多疾病遥 瑞士罗氏药厂
建议鳟鱼及鲑鱼饲料中添加肌醇量为 1 000 mg/kg袁
鳝鱼及鲤鱼为 150 mg/kg,否则将出现肌醇缺乏症遥 A.
Aoe(1967)也曾报道,缺少肌醇的鲤鱼易患皮肤损伤
病遥 陈四清等(1997)研究发现袁肌醇缺乏时袁黑鲷幼鱼
鳍条糜烂,生长不良,死亡率升高曰饲料中添加适量肌
醇能够提高黑鲷幼鱼增重率和成活率遥 Shi-Yen 等
(2005)以罗非鱼的幼鱼为研究对象发现,饲料中添加
350 mg/kg肌醇的试验组罗非鱼个体明显比其它组的
要大遥 董秀云等(1995)在鳗鱼饲料中添加 500 mg/kg
肌醇时发现袁 其能有效的促进鳗鱼的生长遥 Y.Yone
(1971)报道袁肌醇被鱼吸收后存在于肝脏和血清中袁并
能提高胆碱酯酶的活性袁从而有助于体内淀粉消化和
自身个体的增重遥
4.2 肌醇在甲壳动物中的应用

研究表明,肌醇作为促生长剂,对虾类及河蟹的生
长有明显的提高遥 Shi-Yen(2004)以草虾的幼虾为研究
对象袁在其饲料中分别添加 0尧250尧500尧1 000尧2 000尧
4 000尧6 000 和 8 000 mg/kg 的肌醇袁 饲养 8 周后发
现袁添加 4 000 mg/kg肌醇的试验组草虾个体较大袁且
饲料的蛋白利用率最高遥 Kanazawa(1976)在对虾饲料
中添加 2 000 mg/kg肌醇时, 对虾生长速度最快遥 据
Deshimaru(1976)报道,当肌醇添加量为 4 000 mg/kg时
最有利于对虾的生长遥 林仕梅等(2000)配制 9种不同
VC尧VE尧肌醇尧胆碱水平的配合饲料喂养中华绒螯蟹
发现, 中华绒螯蟹配合饲料中 VC 的适宜添加量为
100 mg/kg尧VE为 45 mg/kg尧胆碱为 400 mg/kg尧肌醇为
400 mg/kg袁中华绒螯蟹生长速度最理想遥
4.3 肌醇在水产养殖中应用存在的问题

肌醇在水产养殖研究和应用过程中存在许多问

题遥 首先袁肌醇有 9种同分异构体袁但只有 myo-肌醇
有生理活性袁 市售肌醇多为多种构型组成的混合物袁
因此袁myo-肌醇在产品中的含量将会直接影响产品效
果遥其次袁肌醇产品掺假时凭外观很难鉴别袁传统的重
量法很难检测邻二醇化合物渊如葡萄糖冤的干扰袁需借
助一些仪器检测才能鉴别真伪袁受仪器设备等条件的
限制袁一般厂家很难对肌醇进行检测袁因此在生产中
肌醇检测存在一定的难度遥另外袁水产动物品种繁多袁
特别是特种水产动物饲料中肌醇的添加剂量还有待

于进一步确定袁 肌醇对水产动物作用机理还不够明
确袁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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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粪便中乳酸菌的分离、鉴定及其抑菌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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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健康仔猪新鲜粪便中分离到 3株乳酸菌，并对其进行了属和种的生化鉴定，结果显
示，菌株 La与 Lt均为嗜酸乳杆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Ls为乳酸乳杆菌（Lactobacillus lactis）。对
分离的 3株乳酸菌的代谢产物进行了体外抑菌试验研究，结果表明，3株乳酸菌的代谢产物对大肠杆
菌、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都有较明显的抑制作用；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效果最好，沙门氏

菌次之，对大肠杆菌的抑菌效果相对较弱。

关键词 乳酸菌；分离鉴定；抑菌特性

中图分类号 A939.11+7
Isolation-identification and bacteriostasis-bacteriostasis of lactobacillus from piglet忆s feces

Zhang Suhui, Cao Guowen, Xu Dengfeng, Wang Xiaoyou, Jiang An
Abstract Isolated 3 strains lactobacillus from piglet爷s fresh feces and identified its genus and strain,
results are: the ls strain is lactobacillus lactis, the La and Lt strains are 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 And
carried the metabolic product of three strains in the study of inhibition activity. These experiments
proved that, all the lactobacillus爷 metabolite had apparent inhibition to colibacillus, salmonella and
Staphylococcus aureus, had the most bacteriostasis result to staphylococcus aureus, salmonella was next
to, and the effect with colibacillus was more feeble.
Key words lactobacillus曰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曰inhibition-activity
仔猪腹泻是引起仔猪生长受阻和死亡的重要原

因之一袁一直是困扰养猪业发展的难题遥据资料统计袁
我国仔猪死亡率为 15豫耀25%袁2 周龄以内死亡率为
26%袁2耀4周龄的死亡率为 16%袁断奶前后因腹泻死亡
的数量占总死亡数量的 49.11%[1]遥 以前常采用在断奶
仔猪饲粮中添加抗生素的办法来控制腹泻袁但抗生素
在抑制致病性微生物的同时袁也破坏了动物体内微生
物菌群的平衡袁增加了消化道疾病的发生遥 同时病原
体的耐药性问题越来越严重袁部分抗菌药物在畜产品
中的残留对人类健康构成极大威胁遥 因此袁研究和开
发无毒尧无副作用和无残留的生物药品已成为热点课
题遥 近年来,微生态制剂越来越受到众多人士的青睐,
微生态调节剂是根据微生态学原理,调整微生态平衡
的制剂遥 微生态疗法是根据微生态学原理,用微生态
制剂扶持和恢复肠道菌群的平衡以达到预防腹泻的

目的遥 1998年 AAFCO年鉴公布了 43种可用作益生
素的菌种,其中半数以上是乳酸菌(Lactic acid baciteri鄄
a)[2]遥 乳酸菌在益生菌制剂的研究和生产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遥本研究的目的是从健康仔猪的新鲜粪便中
分离出在体外具有广谱抑菌尧杀菌效果好的乳酸菌菌
株袁从而为开发应用于防治仔猪腹泻性疾病的微生态
制剂提供参考依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样品

健康仔猪新鲜粪便袁采自多个规模化养猪场遥
1.1.2 培养基

增菌及分离培养基院改良的 MRS培养基袁其组成
为牛肉膏 1.0 g尧胰蛋白胨 0.5 g尧酵母浸出粉 0.5 g尧葡
萄糖 1.5 g尧 乳糖 0.5 g尧5%半胱氨酸 1.0 ml尧 吐温-80
0.1 ml尧氯化镁 0.05 g尧柠檬酸铁铵 0.2 g尧硫酸锰 0.005 g尧
乙酸钠 0.5 g尧琼脂粉 1.4 g尧无水磷酸氢二钠 0.2 g尧100 ml
蒸馏水袁调 pH值至 5.4遥

微量生化鉴定管:购自杭州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遥
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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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菌株的分离

在改良的 MRS液体培养基中加入适量的新鲜仔
猪粪便袁富集培养 24 h后,用接种环取培养液划线接
种于改良的 MRS琼脂平皿中,37 益有氧培养 48耀72 h,
挑取形态及颜色各异的菌落分别划线接种作纯培养袁
并进行镜检袁观察分离细菌的颜色及形态特征遥
1.2.2 分离菌的鉴定

挑取平板上纯培养的革兰氏阳性无芽孢杆菌袁作
硝酸盐还原试验尧明胶液化试验尧过氧化氢酶试验袁靛
基质试验和硫化氢试验曰作七叶苷尧纤维二糖尧麦芽
糖尧甘露醇尧水杨苷尧山梨醇和蔗糖发酵试验遥
1.2.3 乳酸菌对常见肠道致病菌的抑菌试验

乳酸菌新鲜培养液按 2%(v/v)接种于 MRS液体培
养基中, 静置培养 18耀24 h, 取适量培养液,5 000 r/min
离心 30 min袁吸取上清液备用遥

临床分离保存的大肠杆菌尧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

萄球菌经活化后,接种于普通肉汤中培养 12 h,用灭菌
吸管分别吸取各菌液培养物 0.5 ml于普通营养平皿
中,用 L 棒均匀涂布,待琼脂表面水分干燥后,在平板
表面放置灭菌的牛津杯,取制备的乳酸菌上清液于牛
津杯内测定其对常见肠道病原菌(大肠杆菌尧沙门氏
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活性,置 37 益培养 10 h袁
观察并测定抑菌圈的大小遥 同时设立相应代谢产物
pH值相同的 MRS液体培养基作对照遥

判定标准为院 抑菌圈直径 4 mm 判定为不敏感曰
抑菌圈直径 5耀10 mm 判定为低度敏感曰 抑菌圈直径
11耀15 mm判定为中度敏感曰 抑菌圈直径大于 15 mm
判定为高度敏感[3]遥
2 结果

2.1 各菌株特征

本试验分离得到 3株乳酸菌袁编号分别为 La尧Ls尧
Lt袁其菌落特征尧菌体形态及染色特征见表 1遥

2.2 各菌株的鉴定

根据革兰氏染色镜检可知袁La尧Ls尧Lt菌为革兰氏
阳性的无芽孢杆菌遥 生化试验表明袁它们均不能利用
硝酸盐尧过氧化氢酶试验和靛基质试验呈阴性袁不液
化明胶袁不产生硫化氢遥 依据这些菌株糖发酵试验的
结果(见表 2)袁并参见叶伯杰细菌鉴定手册曳(第八版)[4]袁
最终鉴定为院菌株 La为嗜酸乳杆菌(Lactobacillus aci鄄
dophilus)袁菌株 Ls为乳酸乳杆菌渊Lactobacillus lactis冤袁
菌株 Lt为嗜酸乳杆菌渊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冤遥

表 2 乳酸杆菌的碳水化合物反应

菌株
La
Ls
Lt

七叶苷
原
垣
垣

纤维二糖
原
垣
垣

麦芽糖
垣
垣
垣

甘露醇
垣
垣
依

水杨苷
垣
垣
垣

山梨醇
原
原
原

蔗糖
垣
原
垣

注院野垣冶表示 90%或 90%以上的菌株为阳性反应曰野原冶表示大多数
菌株渊90%或以上冤为阴性反应曰野依冶表示有些菌株为阴性袁其它
菌株为阳性遥

2.3 乳酸菌代谢产物对常见肠道致病菌的抑菌试验

结果渊见表 3冤

由表 3可以看出,3 株乳酸菌代谢产物对 3株病
原指示菌都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所有菌株对金黄色葡
萄球菌的抑菌效果最好, 抑菌圈直径在 18耀23 mm之
间,各菌株抑菌圈直径由大到小依次为 Ls>Lt>La;对沙
门氏菌的抑制效果相对较低,抑菌圈直径在 14耀17 mm
之间, 各菌株抑菌圈直径由大到小依次为 Ls>La>Lt曰
对大肠杆菌抑菌圈直径在 15耀19 mm之间袁各菌株抑
菌圈直径由大到小依次为 Ls>La>Lt遥

表 3 不同乳酸菌菌株代谢产物对常见肠道

致病菌的抑菌圈直径（mm）
项目

La
Ls
Lt

沙门氏菌
14.6依0.1Aa
16.5依0.2B
14.2依0.2Ab

大肠杆菌
16.6依0.3A
18.5依0.2B
15.8依0.1C

金黄色葡萄球菌
18.3依0.3A
22.6依0.2B
21.5依0.5C

注院表中的抑菌圈直径以平均值依标准差表示遥 同列数据肩标大写
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袁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
著(P<0.05)袁无标记或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遥
比较 La尧Ls尧Lt菌株对沙门氏菌抑菌效果发现袁Ls

菌株代谢产物的抑制效果最明显袁其抑菌圈直径极显

表 1 乳酸菌菌落特征、菌体形态及革兰氏染色结果

菌株

La
Ls
Lt

菌落特征
微白色袁露滴大小袁圆形,微凸袁表面粗糙袁
边缘不整齐
微白色袁露滴大小袁圆形,隆起袁表面光滑袁
边缘不整齐
微白色袁露滴大小袁圆形,隆起袁表面粗糙袁
边缘不整齐

革兰氏染色

G+

G+

G+

菌体形态
两端钝圆袁中等大袁无芽孢杆菌曰MRS固体培养基上培养物呈
散在排列曰MRS肉汤培养物呈单个散在排列
两端钝圆袁 无芽孢杆菌曰MRS固体培养基上培养物呈散在或
短链状排列曰MRS肉汤培养物成短链状排列
两端钝圆袁中等大袁无芽孢杆菌曰MRS固体培养基上培养物呈
散在排列曰MRS肉汤培养物呈单个散在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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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大于 La尧Lt菌株渊P<0.01冤曰La菌株对沙门氏菌的抑
制作用高于 Lt菌株袁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La尧Ls尧Lt菌
株对大肠杆菌尧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效果均存在极
显著差异渊P<0.01冤遥
3 讨论

目前袁许多报道显示,微生态制剂不但能提高机
体的生长性能[5]袁而且还能降低肠杆菌科细菌在胃肠
道各部位定植水平而影响肠道菌群的微生态平衡 [6]袁
专业人士越来越多地注意到饲喂乳酸菌微生态制剂

能够影响肠道菌群的微生态平衡遥 Van Schie等(1987)
认为,乳酸杆菌的乳酸和挥发性脂肪酸在降低肠杆菌
科细菌,如沙门氏菌在肠道定植具有重要作用[7]遥 乳酸
菌在培养过程中可以产生有机酸 (如挥发性脂肪酸尧
乳酸尧丁酸尧醋酸等)尧双乙酰尧过氧化氢尧细菌素等化
合物袁这 4个要素均能独自地或共同地作用于胃肠道
菌群袁这些混合物的分子量尧生物化学性质尧抑菌范围
各不相同遥

人们对乳酸菌益生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采用新

方法分离或开发新的益生素菌种上遥 陈世琼等认为袁
从菌种的安全性以及对宿主肠道的粘附性考虑袁益生
素菌种最好采用分离自宿主肠道优势菌中的优良菌

种曰另外袁为节约生产和技术成本袁应从宿主体内分离
耐氧的菌种[8]遥当然也可使用改造后仍然安全的菌种袁
但需作毒理学试验验证其安全性遥本研究采用改良的
MRS培养基袁因含有高浓度的乙酸盐离子袁低 pH 值
(5.4)袁并有刺激因子吐温-80袁可抑制其它许多微生物
的生长袁起到选择培养的作用袁因而能从粪便这样的
复杂区系中选择培养出乳酸菌遥在整个培养过程中均
采取有氧培养袁分离出的乳酸菌为兼性厌氧菌袁为今
后的研究和生产减去了较为复杂的厌氧培养条件遥

乳酸菌的代谢产物通过影响有害菌的定植粘附

及抑制其生长而达到保护机体的作用[9]袁这些代谢产
物可以是低分子量或者高分子复合物,后者被认为是
质粒编码的蛋白质,即细菌素,目前已经有许多关于乳
酸菌细菌素的报道[10袁11]遥 本试验在筛选出 1株乳酸乳
杆菌(Lactobacillus lactis),2株嗜酸乳杆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的基础上袁通过牛津杯平板扩散试验对所
分离到的乳酸菌菌株进行体外抑菌试验袁发现所分离
的 3株乳酸菌发酵上清液有较强的抑菌活性袁而相同
pH值条件下的 MRS 培养基液在相同条件下没有抑
菌活性袁从而排除了酸的作用遥 这与田召芳等(2003)[12]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袁说明乳酸菌代谢产物中可能含有
细菌素等其它抑菌物质的存在遥

实验室及临床试验研究表明袁 乳酸菌对肠道细
菌袁如大肠杆菌尧沙门氏菌等引起的肠道感染有拮抗
作用 [13]袁分离乳酸菌的抑菌试验也证实了这一论点袁
尤其是对致病性大肠杆菌有抑菌活性袁可以作为益生
素制备用菌株袁本研究为开发应用该分离乳酸菌提供
了参考依据和菌种保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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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

选用 4 只装有永久性瘘管的健康无疾病绵羊作
为试验动物遥
1.2 试验日粮与饲养管理

日粮的精粗比为 11,以优质羊草为粗料,基础日
粮配方见表 1遥 粗料粉碎长度约为 1 cm,并与精料渊基
础日粮冤 混合遥 试验羊单笼舍饲, 每日精确称量饲料
1.2 kg,分两次饲喂(8院00尧15院00),并尽量使之全部吃完袁
自由饮水遥 试验在东北农业大学畜牧实验站进行遥

表 1 基础日粮组成和营养水平

原料
玉米
豆粕
尿素
食盐
石粉
磷酸氢钙
NaSO4
多维淤
微量元素于
羊草

组成渊%冤
38.5
7.8
1.0

0.35
1

0.75
0.1
0.3
0.2
50

营养水平
消化能(MJ/kg)盂
DM(%)
CP(%)
NDF(%)
ADF(%)
瘤胃可降解蛋白(%)
钙(%)
磷(%)

12.16
85.7
13.16
48.1
19.3
10.1
0.52
0.32

注院淤 每 100 g多维预混剂含(IU)院维生素 A 1 001 000尧维生素 D
50 000和维生素 E 1 000曰

于 每 100 g微量元素预混剂含(g):FeSO4窑H2O 23尧CuSO4窑5H2O 10尧
MnSO4 14尧ZnSO4窑H2O 17尧Na2SeO3 0.05尧KI 0.06尧CoCl2窑6H2O
0.16曰

盂 计算值取自中国饲料成分表渊1990冤遥

1.3 试验设计

采用 4伊4拉丁方试验设计袁预饲期 10 d袁正试期
11 d袁 前 1耀8 d所有试验羊饲喂基础日粮 渊对照组日
粮冤袁从 9~10 d及正试期饲喂相应处理日粮袁具体试
验方案见表 2遥

表 2 试验设计方案

对照组(C)
0%

纤维素酶组(E)
0.5%

Tween80组(T)
0.15%

酶+Tween80组(E+T)
0.5%+0.15%

1.4 降解率的测定

1.4.1 尼龙袋规格和样品量

选择网眼为 35耀50 滋m 的尼龙布,缝制成 8 cm伊
3 cm规格的袋子袁准确称取与日粮相同的饲料样品 6 g
放入尼龙袋内遥
1.4.2 投样与取样

在每只羊的瘤胃中放入 10个袋,每 5个袋栓系在
一根长 20 cm的软性塑料管上,塑料管上端系在粗尼
龙绳上,尼龙绳固定在瘘管外端遥 每个样品做一个平
行,将 10个袋分两次于早饲前放入瘤胃内遥 分别在投
袋后 6尧12尧24尧36尧48 h从每只羊瘤胃各取出 1个袋遥
1.4.3 冲洗与干燥

取出的尼龙袋在冷水中浸泡 0.5 h袁 然后用清水
缓慢冲洗袁 直至水澄清为止遥 然后放入 65 益的烘箱
内袁烘干至恒重遥取出回潮 24 h用于测定 DM尧NDF和
ADF含量袁分析方法参照杨胜的叶饲料分析及饲料质
量检测技术曳渊1993冤[7]遥
1.5 日粮消化率的测定

试验开始后袁给每只羊带上集粪袋渊自制冤遥 每天
分 2次收集全天粪样袁分两次收集剩余饲料袁连续收
集 5 d袁每天按收集粪样总量的 10%取样袁并取一定料
样于 65 益烘箱烘干,回潮粉碎待测袁分析方法同上遥
1.6 统计分析

摘 要 试验选用 4只装有永久性瘘管的绵羊,采用 4伊4拉丁方试验设计,研究日粮中添加 Tween80、
纤维素酶及其复合处理对绵羊日粮消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各处理组与对照组相比，绵羊日粮干物质

(DM)、中性洗涤纤维(NDF)、酸性洗涤纤维(ADF)瘤胃消失率均有提高；各处理组对绵羊采食量和日粮
ADF的消化率没有影响，对 DM、NDF、CP的消化率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关键词 纤维素酶；Tween80；绵羊；日粮消化
中图分类号 Q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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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SAS软件渊1996冤的 GLM过程对主效应进行
方差分析袁并用 Duncan爷s法进行多重比较遥
2 结果分析

2.1 日粮中添加 Tween80尧纤维素酶及其复合处理对
日粮 DM尧ADF尧NDF瘤胃消失率的影响渊见表 3冤
表 3 日粮中添加 Tween80、纤维素酶及其复合处理

对日粮 DM、ADF、NDF瘤胃消失率的影响(豫)
培养时间

DM消失率
6 h

12 h
24 h
36 h
48 h

ADF消失率
6 h

12 h
24 h
36 h
48 h

NDF消失率
6 h

12 h
24 h
36 h
48 h

C 组
13.7
19.3a
26.2
37.8
48.0
18.2
24.0
29.4
34.2
37.6
29.4
32.8
33.2a
37.0
43.3

E组
16.2
27.3b
32.6
43.3
57.6
20.1
24.8
29.6
35.6
38.0
32.6
34.7
36.1a
38.7
48.9

T组
16.7
27.0ab
28.2
40.3
52.4
20.6
21.8
23.8
27.3
38.3
34.3
35.4
39.4b
39.6
51.0

E+T组
16.4
24.2a
31.1
34.0
51.1
20.8
21.4
26.0
30.5
38.0
36.5
38.0
39.6b
40.8
49.1

SEM
2.13
3.81
2.06
3.95
0.63
1.35
8.94
3.32
1.65
3.39
2.04
2.06
5.73
9.60
2.26

注院同行数据肩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下表同遥
由表 3可见袁随着降解时间的增加袁日粮 DM 瘤

胃消失率呈现上升的趋势遥 降解 12 h时袁 各处理组
DM消失率有差异袁E组尧T组尧E+T组均提高了 DM的
消失率袁 它们分别比对照组提高了 41.5%渊P<0.05冤尧
39.9%渊P>0.05冤尧25.4豫渊P>0.05冤遥 随降解时间的增加袁
日粮 ADF的消失率呈现上升趋势袁与对照组相比袁各
时间点 E组均提高了 ADF的消失率遥 E组尧T组尧E+T
组对绵羊日粮 NDF瘤胃消失率的动态规律在 6尧12尧
36尧48 h均未产生影响袁随培养时间增加袁NDF消失率
随之增加遥降解 24 h时与对照组相比袁E组尧T组尧E+T
组均提高了日粮 NDF 的消失率袁 分别提高了 8.7%
渊P>0.05冤尧18.7%渊P<0.05冤尧19.3%渊P<0.05冤遥
2.2 日粮中添加 Tween80尧纤维素酶及其复合处理对
绵羊日粮营养物质消化率的影响渊见表 4冤

表 4 日粮中添加 Tween80、纤维素酶及其复合
处理对绵羊日粮营养物质消化率的影响

C 组
0.8

64.30b

72.10
40.40b
60.33b

E组
0.8

73.30a

74.40
45.00b
64 .51a

T组
0.74

71.30a

75.20
51.70a
60.65b

E+T组
0.87

68.60a

77.60
52.70a
67.76a

SEM
0.000 7

3.75
1.29
8.44
0.97

项目
采食量渊kg/d冤
DM渊豫冤
ADF渊豫冤
NDF渊豫冤
CP渊豫冤

表 4 结果表明袁日粮中添加 Tween80尧纤维素酶
及其复合处理对绵羊采食量和 ADF 消化率没有影
响曰 各处理组均显著提高 DM的消化率(P<0.05)曰与对
照组相比,T组和 E+T组显著提高日粮 NDF的消化率
(P<0.05),E组和 E+T组显著提高日粮 CP的消化率(P<
0.05),T组对日粮 CP的消化率无显著影响(P>0.05)遥
3 讨论

3.1 日粮中添加 Tween80尧纤维素酶及其复合处理对
绵羊日粮瘤胃消失率的影响

尼龙袋内饲料的营养物质瘤胃消失率反映乳牛

瘤胃中的消化生理情况袁它与消化率以及自由采食量
有一定的相关性遥 本试验所测定的结果比较有规律袁
在瘤胃内随着降解时间的延长袁日粮主要成分的瘤胃
消失率逐渐增加遥 各处理组 DM和 NDF瘤胃消失率
均高于对照组袁说明 Tween80与酶复合处理促进了瘤
胃纤维素降解菌的繁衍袁增加了日粮营养物质在瘤胃
分解与吸收的量遥 各处理组日粮在 36 h以前消化速
度缓慢增加袁36~48 h消化最快遥 对于同一处理组袁绵
羊对日粮 NDF的降解能力略高于对 ADF 的降解能
力袁其原因可能是与 NDF中含有一定的半纤维素袁绵
羊瘤胃细菌对其有一定的分解作用有关遥日粮营养物
质瘤胃消失率的大小反映了饲料消化的难易程度袁就
本试验的结果来看袁Tween80与酶复合处理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日粮瘤胃的降解速度遥
3.2 日粮中添加 Tween80尧纤维素酶及其复合处理对
绵羊日粮营养物质消化率的影响

本试验研究结果表明院 日粮中添加纤维素酶袁可
以提高饲料消化率和利用率袁增加动物对营养物质的
吸收遥其原因是纤维素酶可以把饲料中的非淀粉多糖
切割成较小的聚合物袁破坏细胞壁的结构袁释放被细
胞壁所束缚的营养物质袁提高饲料中各种养分的消化
率遥 添加 Tween80可以提高日粮 DM 和纤维的消化
率袁 这与 Kamande报道的结果相一致遥 试验中添加
Tween80对 CP的消化率无显著影响袁这与 Hristov在
肉牛试验中的结果相同遥添加纤维素酶和 Tween80及
其复合处理均提高饲料中 DM尧CP尧NDF和 ADF的消
化率袁其原因可能是 Tween80作为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能够促进体外纤维素酶的活力遥
4 结论

添加 Tween80尧纤维素酶及其复合处理均可提高日
粮的消化率,且 Tween80有提高纤维素酶活性的作用遥

（参考文献 10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高 雁，snowyan78@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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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饲料中用植物蛋白替代鱼粉的试验
肖 飞 朱银安 杜 宣

肖飞，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210036，江苏省南京市汉
中门大街 183号。
朱银安、杜宣，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7-04-16

许多研究表明,良好的植物蛋白源(例如大豆制品)
和鱼粉一样具有氨基酸组成较全的蛋白特性遥 但是在
实际生产应用中,在水产饲料中大量使用植物蛋白,如
果没有经过适当的加工处理和科学的投喂管理, 就会
对养殖对象的生长造成不良影响遥 为了进一步了解植
物蛋白替代鱼粉在水产养殖中的效果, 以及不同养殖
种类对这种替代的反应, 我们在标准的工厂化养殖鱼
槽中进行了使用不同配方饲料的养殖对比试验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鱼种

试验分别选用杂食性的淡水白鲳和肉食性的暗

纹东方鲀,考虑到鱼种养成阶段生长特点明显,因此选

用越冬后的 1龄鱼遥淡水白鲳 540尾袁平均尾重 45 g曰
暗纹东方鲀 90尾袁平均尾重 55 g遥每个品种分 3个鱼
槽渊池冤袁每池中淡水白鲳 180尾尧暗纹东方鲀 30尾进
行对比试验遥 经过一段时间的驯养后进入正式试验遥
1.2 试验用饲料

试验用饲料主要有自制的豆粕型配合饲料 渊熟
豆粕含量 45豫尧粗蛋白含量 32豫尧粗脂肪含量 6豫冤尧
粗黄豆以及市场上的商品水产饲料袁 自制的配合饲
料组成见表 1遥商品水产饲料主要选择了品质较好的
嘉吉公司水产养殖膨化饲料尧 美国大豆协会水产养
殖膨化饲料以及浙江天邦公司河鲀鱼专用饲料袁其
组成见表 2遥

1.3 试验方法

1.3.1 淡水白鲳试验

5月 17日将淡水白鲳放入鱼槽袁 经过一段时间
的入池驯养袁 6月 3日按每池 180尾投放在 3个 7 m3

的鱼槽中袁使用 A尧B尧C型 3种饲料进行分池喂养遥 每
日投喂 3次,日投饵量为总载鱼量的 3豫袁在实际试验
中 3个鱼槽的各种饲料日投饵量基本保持一样,这样
使总投饵量基本一致,具体投饵情况见表 3遥试验时间
到 7月 14日捕捞为止共 6周,总投饵量为 50.75 kg遥

表 3 日平均投饵量情况（kg）
时间
日均投饵量

第 1周
0.6

第 2周
0.8

第 3周
1.0

第 4周
1.25

第 5周
1.6

第 6周
2.0

1.3.2 暗纹东方鲀试验

5月 14日将暗纹东方鲀放入鱼槽进行驯养袁先期
主要是使用 E型料驯化袁逐渐过渡添加 D型料喂养遥
5月 27日袁按每池 30尾投放在 3个 1.5 m3的鱼槽中袁
分别使用 A尧D尧E型 3种饲料进行喂养遥每日投喂 2耀3
次袁日投喂量为总载鱼量的 4豫袁平时经常检查采食情
况袁 其中 A型料是通过搭小食台进行投喂的袁D型料
为浮性料撒在水面上遥 自 5月 27日至 6月 27日共 1
个月时间袁3池分别投喂饵料 4 900 g遥
2 试验结果

2.1 淡水白鲳试验结果

经过了 42 d的投喂试验袁 于 7月 14日起捕袁试
验结束遥 捕捞时袁从直观上看 3个池子的鱼体大小差
异不大袁 在随后重量称测中袁3个池子之间有一定差
异袁具体数据见表 4遥
2.2 暗纹东方鲀试验结果

5月 27日开始正式进入试验阶段袁 饲用 A型料
的鱼吃食情况一直不好袁几乎有不进食现象袁至 6月
17日全部死亡遥 而使用 D型料的情况较好袁经过了简

项目
含量

熟豆粕
45

菜饼
15

玉米粉
10

麦麸
10

次粉
10

植物油
2

复合盐
2

复合氨基酸
5.5

维生素
0.5

表 1 试验自制饲料（A型料）组成（豫）

表 2 试验用饲料组成

项目
饲料名称
鱼粉含量渊豫冤
粗蛋白含量渊豫冤

A型料
自制配合料

0
32

B型料
破碎黄豆粒

0
46

C型料
嘉吉膨化饲料

20
35

D型料
美国大豆协会膨化料

8
35

E型料
天邦河鲀料

6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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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驯化袁慢慢的就开始了进食遥 在前期驯养日常投
喂中袁我们一直是使用 E型料的袁所以使用 E型料的
投喂十分正常遥暗纹东方鲀 1个月的饲养试验结果见
表 5遥

表 5 暗纹东方鲀试验结果

-
2.51
2.04

饵料系数

-
4 900
4 900

总投饵量(g)
A型料
D型料
E型料

试验饲料
起捕

尾数
0
30
30

平均尾重(g)
0

120
135

尾数
30
30
30

平均尾重(g)
55
55
55

放养

3 讨论

我们最初选择这两种鱼作为对象来设计试验袁主
要是从它们不同的食性来考虑的遥
3.1 杂食性的鱼类对饲料中的动物蛋白要求不是很

高袁这类鱼的消化系统更能利用饲料中替代鱼粉的植
物蛋白遥 从淡水白鲳的试验结果来看袁虽然个体重量
和饵料系数 A型料和 B型料与较高含量鱼粉的商品
饲料渊C型料冤存在着一定差别袁但从实际的饲料费用
上来看袁A型料鱼体重每增加 500 g需要消耗 2.43元
的饲料成本尧B 型料鱼体重每增加 500 g 需要消耗
2.70元的饲料成本尧C型料鱼体重每增加 500 g需要
消耗 2.52元的饲料成本袁价格差在 10豫左右遥 B型料
是前几年南京地区养殖淡水白鲳使用的主要饲料袁在
本试验中也仅仅作为粗料袁说明这种替代对杂食性养
殖鱼的可能性遥 当然在生长速度上袁C型料还是具有
优势的遥 A型料是我们设计的试验用料袁主要是针对
植物蛋白的消化利用以及合理配伍氨基酸和无机盐

方面做的一些尝试袁它还有进一步提高的潜力遥
3.2 作为以肉食性为主的暗纹东方鲀来说袁 对以植
物蛋白占绝对含量的 A型料产生了明显的抵触袁常常
是投喂多少剩多少袁基本上不采食袁直至最后全部饿
死遥 但还不能证明植物蛋白对这类鱼就没有利用价
值袁因为这次试验我们还特别选择了美国大豆协会推
广的植物蛋白占主导的配合饲料作为试验 D型料遥 D
型料经过了几天的适应性驯化袁暗纹东方鲀就开始进
食了遥D型料鱼粉含量仅为 8豫袁是 E型料鱼粉含量的
13.3豫遥 与 E型料相比袁暗纹东方鲀对 D型料的采食

情况不如 E型料好袁从试验的结果看袁暗纹东方鲀体
重不断增加袁生长速度为 E型料的 88.9豫袁说明暗纹
东方鲀利用了 D型料中除鱼粉外的植物蛋白袁说明用
植物蛋白替代鱼粉的可能性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需
进一步的研究遥
4 小结

试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院淤鱼类对植物蛋白是可
利用的袁只是因为各自的食性渊消化吸收特性冤其利用
率有所差异曰 于对于暗纹东方鲀的试验袁A型料的不
进食应该不仅仅是植物蛋白太多的原因袁还有一个应
该考虑的原因是诱食性 渊在后来的试验中得到验证袁
我们在自制饲料中用鱼油替代植物油辅助诱食袁获得
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信息冤曰 盂通过对鱼饲料中植物
蛋白科学合理的加工和添加袁可以进一步提高蛋白利
用率和促进鱼类的生长袁同时植物蛋白的替代应该考
虑到具体养殖对象的营养需求袁针对性的措施才能够
达到较好的替代效果遥

（编辑：徐世良，fi-xu@163.com）

表 4 淡水白鲳试验结果

尾数
180
180
180

平均尾重(g)
45.4
45.4
45.4

总重(g)
8 172
8 172
8 172

尾数
173
165
178

平均尾重(g)
240
230
260

总重(kg)
41.5
37.95
46.3

放养 起捕

A型料
B型料
C型料

试验饲料

33.3
29.8
38.1

净增重(kg)
1.52
1.70
1.33

饵料系数

注院净增重越起捕总重原放养总重曰饵料系数越总投饵量渊50.75 kg冤/净增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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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氢吡啶对育肥阶段猪促生长作用及机理研究
李成会 朱莲英 庞新位

李成会，唐山师范学院生命科学系，副教授，063000，唐山
市建设北路 156号。
朱莲英，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庞新位，河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收稿日期：2007-05-15
绎 河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自然科学基金（395211）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动物及分组

选日龄相当尧体重相近(60 kg)的育肥猪 14头袁随
机分为两组袁对照组饲喂基础日粮袁试验组在基础日
粮基础上添加 50 mg/kg二氢吡啶进行试验遥
1.2 日粮组成及饲养管理

基础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见表 1遥 试验猪采用单
列密闭式圈舍分组圈养袁饲养管理条件一致遥

表 1 基础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

原料
玉米
豆粕
麦麸
棉粕
预混料

组成渊豫冤
64
18
10
3
5

营养水平
消化能渊MJ/kg冤
粗蛋白渊豫冤
钙渊豫冤
总磷渊豫冤
赖氨酸渊豫冤

12.9
15.6
0.64
0.6
0.91

注院每千克预混料含VA 12万 IU尧VD 2.4万 IU尧VE 180 IU尧VK 300 mg尧
VB1 15 mg尧VB2 80 mg尧VB6 25 mg尧叶酸 20 mg尧生物素 1 mg尧Fe
2 000 mg尧Cu 200 mg尧Zn 2 500 mg尧Mn 2 000 mg遥

1.3 测试指标及方法

1.3.1 体重尧日增重尧料肉比的测定
预试期末,早上空腹称重作为始重,进入试验期后

定期称重,每次称重均在早上 8:00左右空腹进行,然后
计算日增重遥 以圈舍为单位记录耗料量,统计料肉比遥
1.3.2 背膘厚测定

于试验结束时袁 用美国 RENCO公司生产的 L-M
超声波活体测膘仪在猪背部最后肋骨离背中线 4耀6 cm
处测定其背膘厚遥 测定 3次取平均值袁按下列公式校
正到体重 100 kg时的背膘厚袁再进行统计分析遥

= 伊 遥
式中院 要要要实际背膘厚(cm)曰

要要要校正因子 袁F =1.275 +0.003 3 伊渊体重 冤 -
0.000 060 5伊(体重)2袁体重单位为 kg曰

要要要校正到 100 kg体重时背膘厚(cm) 遥
1.3.3 血样制备

每次称重后袁将猪正仰卧人工保定袁从颈静脉采
血 10 ml左右袁分离出血清袁分装于 1.5 ml离心管中袁
然后编号密封袁于-70 益条件下保存备用遥
1.3.4 激素含量的测定及仪器

采用放射免疫法(RIA)测定血清中甲状腺激素(T3尧
T4)尧生长激素尧胰岛素和皮质醇的含量遥所用放免试剂
盒购于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遥测定时具体操作
按说明书进行(注:把孵育条件改为室温孵育 16耀18 h)遥
主要仪器为 JS-LDR 4耀8.4 益低温冷冻离心机(北京医
用离心机厂出品)尧FMJ-182放射免疫 酌-计数器(中国
科学院上海原子能研究所日环仪器厂出品)遥
1.4 数据处理

两组间差异显著性检验采用 t检验法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二氢吡啶对育肥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表 2 二氢吡啶对猪育肥阶段生长性能的影响(n=7)
测试项目
始重(kg)
末重(kg)
日增重(g)
料肉比

对照组
60.2依4.947
93.6依9.286

695.8依103.12
3.66

试验组
59.4依6.692
98.5依8.355
814.6依59.6*

3.38
注院同行数据中 *表示差异显著(P<0.05)袁下表同遥
由表 2可见袁试验组猪日增重和料肉比均优于对

照组 遥 试验期末试验组猪日增重比对照组提高
17.1%袁达显著水平(P<0.05)遥 全期料肉比比对照组降
低 7.65豫遥
2.2 二氢吡啶对育肥猪背膘厚的影响

表 3 二氢吡啶对育肥猪背膘厚的影响(n=7)

对照组
试验组

组别 1
1.62
1.73

2
2.08
1.39

3
1.42
1.34

4
1.54
1.65

5
1.69
1.41

6
2.09
1.67

7
1.54
1.41

测定值(cm)
1.71依0.268
1.51依0.162

X依SD(cm)

由表 3可见袁 二氢吡啶可降低育肥猪的背膘厚遥
试验结束时袁 试验组猪只的背膘厚比对照组降低
11.7%袁但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遥
2.3 二氢吡啶对血清中 T3尧T4尧生长激素尧胰岛素和皮
质醇含量的影响渊见表 4冤

由表 4可见,试验结束时,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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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提高 11.5%(P>0.05)袁T4含量提高 14.3%(P<0.05)袁
生长激素含量提高 25.4% (P<0.05)袁胰岛素含量提高
12.6%(P>0.05)袁皮质醇含量降低 14.5% (P>0.05)遥

表 4 二氢吡啶对血清中 T3、T4、生长激素、胰岛素
和皮质醇含量的影响（n=7）

项目
T3(ng/ml)
T4(ng/ml)
生长激素(ng/ml)
胰岛素(滋U/ml)
皮质醇(ng/ml)

对照组
0.78依0.143
50.5依4.461
1.22依0.199
3.72依1.363

17.10依5.394

试验组
0.87依0.085
57.7*依7.032
1.53*依0.305
4.19依1.638
14.62依2.179

3 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在猪育肥阶段,二氢吡啶添加量为
50 mg/kg促生长效果明显,可使猪日增重提高 17.1豫,
同时可降低育肥猪背膘厚度遥二氢吡啶在猪育肥阶段
的促生长效果高于 Spruzh-Ya-Ya(1975)报道的结果遥

日粮中添加二氢吡啶可使育肥猪血清中 T3尧T4尧
生长激素和胰岛素含量升高,皮质醇含量降低遥 T3尧T4
是广泛参与调节机体代谢的激素,主要生理功能是促
进组织分化尧生长和发育遥 有资料表明,细胞核内有甲
状腺激素的受体,甲状腺激素的作用可通过促进 DNA
的转录来促进新蛋白质的合成;甲状腺激素还可促进
对其敏感的组织(如肌肉)与 tRNA(转移 RNA)结合的
氨基酸进入核糖体遥 T3尧T4水平升高可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细胞分化和组织器官发育,其效应可能是由于增
强了生长激素(GH)和生长介素(somatomedin SM)的作
用而引起的曰甲状腺素还促进脂肪的氧化分解袁增强
儿茶酚胺和胰高血糖素对脂肪的分解遥所以二氢吡啶
可通过提高甲状腺素含量来发挥促生长作用和降低

育肥猪背膘厚度遥
生长激素(GH)是生物体内可以不通过靶腺而直

接产生生理作用的激素遥 它可促进蛋白质合成袁促进
脂肪分解遥 GH加强氨基酸形成蛋白质的过程是促进
微粒体内氨基酸的相互连接成为多肽的过程遥 GH对
蛋白质合成中起限制性步骤的 tRNA 的合成有增强
作用,tRNA 作为合成蛋白质时氨基酸的携带者而影
响蛋白质的合成,其合成量的增加,可增加氨基酸进入
核糖体的数量,从而有利于蛋白质合成遥 有资料表明袁
用猪生长激素处理育肥猪袁 可降低胴体脂肪率和背膘
厚度遥生长激素水平升高也是促进猪生长发育和使育
肥猪活体背膘厚度降低的原因之一遥

胰岛素对蛋白质合成的各个环节都起作用遥即胰
岛素能促进氨基酸膜转运而进入细胞曰促进氨基酸活
化袁 并使之与 tRNA结合曰 促进细胞核内 DNA的转

录袁加速 RNA的合成曰尤为重要的是胰岛素可促进核
蛋白体上的 mRNA(信使 RNA)的密码翻译过程袁以增
加蛋白质合成遥

皮质醇能促进肝外组织袁特别是肌肉组织蛋白质
的分解袁同时抑制细胞内核酸的合成袁减少 RNA聚合
物酶袁从而影响机体蛋白质的合成遥 二氢吡啶可使血
清中皮质醇含量降低袁当血清中皮质醇含量低于正常
水平时袁会减少肌肉组织中蛋白质的分解袁减弱对蛋
白质合成的抑制作用袁同时皮质醇含量的减少还会降
低机体的应激反应袁进而促进生长遥
4 结论

在猪育肥阶段添加二氢吡啶具有明显的促生长

作用袁且可以降低背膘厚曰二氢吡啶还可以提高猪血
液中甲状腺激素尧生长激素尧胰岛素含量袁降低皮质醇
含量袁从而起到促生长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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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沸石是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的含水铝硅酸盐

类物质,主要成分为氧化铝,是一种架状结构矿物质遥
沸石具有吸附性和选择吸附性尧 可逆的离子交换性尧
催化性尧良好的耐热性和耐酸性遥 研究表明,沸石能吸
附动物体内的有害微生物尧毒素和氨,延长饲料在消
化道内的滞留时间,因而能减少动物的发病率和提高
饲料转化率,提高动物的生产性能和经济效益遥 近年
来,研究肉鸡日粮中沸石的添加比例主要集中在高于
1%水平(王军等,2002;杨彩梅等,2002;罗有文等,2006;
卜祥斌等,2006),而低比例添加的研究较少遥 日粮中高
比例添加沸石对饲料配方尧动物生长尧饲料加工等方
面存在一定的影响遥本试验研究了添加 0.5%尧1%的沸
石粉对哈巴特肉鸡的影响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日粮

试验以玉米要豆粕型日粮为基础日粮遥 7耀21日
龄袁对照组和试验 1尧2组分别饲喂日粮 301渊未添加沸
石粉冤尧301A渊添加 0.5%沸石粉冤尧301B渊添加 1.0%沸
石粉冤曰21耀42日龄袁对照组和试验 1尧2组分别饲喂日
粮 604尧604A渊添加 0.5%沸石粉冤尧604B渊添加 1.0%沸
石粉冤袁基础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见表 1遥
1.2 试验动物

150只 1日龄的哈巴特肉鸡, 购于上海南汇某鸡
场遥 饲喂基础日粮 301至 7日龄袁选择体重接近平均
体重的肉鸡 90只,随机分为 3个处理组,每组 10个重
复,每个重复 3只鸡,饲养在不锈钢笼中遥
1.3 试验设计

本试验采用阶段对比试验(见表 2)遥第一阶段(7耀
21 日龄 ) 对照组和试验 1尧2 组分别饲喂日粮 301尧
301A尧301B;第二阶段(21耀42日龄)分别饲喂日粮 604尧
604A尧604B遥

表 1 哈巴特肉仔鸡基础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

项目
原料渊豫冤
玉米
豆粕
鱼粉
麸皮
石粉
磷酸氢钙
蛋氨酸
食盐
微量元素
多维
植物油
合计
营养成分渊计算值冤
ME渊MJ/kg冤
CP渊%冤
CF渊%冤
Ca渊%冤
P渊%冤

7耀21日龄渊301冤
52.51

33
2.2

7.14
1.00
2.00
0.2

0.35
0.5
0.1
1

100
12.05
21.08
3.71
0.86
0.63

21耀42日龄渊604冤
55.47
26.36
2.82
9.50
0.80
1.9
0.2
0.35
0.5
0.1
2

100
12.39
19.29
3.51
0.86
0.55

表 2 试验设计

对照组
试验 1组
试验 2组

组别
阶段 1渊7耀21日龄冤

301
301A渊添加 0.5%沸石粉冤
301B渊添加 1.0%沸石粉冤

阶段 2 渊21耀42日龄冤
604

604A渊添加 0.5%沸石粉冤
604B渊添加 1.0%沸石粉冤

试验日粮

1.4 饲养管理

试验在本单位 SPF试验动物房内进行遥肉鸡从 1日
龄饲养到 42日龄,鸡舍温度由 36益逐渐降至室温,鸡自
由采食和饮水遥 其余饲养管理按肉鸡管理方法执行遥
1.5 测试指标

试验期间袁每周称鸡重及饲料重袁测试生产性能
指标曰42日龄袁肉鸡宰杀后袁分别采取脾脏尧胸腺尧法氏
囊称鲜重袁测定免疫器官指数遥

免疫器官指数渊豫冤=免疫器官鲜重/体重遥
1.6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均采用 F检验进行分析遥
2 结果与讨论

2.1 第一阶段饲养试验结果渊见表 3冤
由表 3可知,7耀14日龄, 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肉

鸡日采食量尧日增重尧料肉比差异均不显著(P>0.05),但
试验 1尧2组肉鸡的日增重分别比对照组提高了 8.04%
和 2.98%;14耀21日龄,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肉鸡日采食
量尧料肉比差异均不显著(P>0.05),试验 1尧2组肉鸡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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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8.5豫尧8.29豫(P<0.05), 但不同添
加水平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遥 第一阶段(7耀21日
龄),试验组与对照组肉鸡日采食量尧料肉比差异均不
显著(P>0.05),试验 1尧2组肉鸡的日增重较对照组提高
8.39豫尧6.31豫,差异显著(P<0.05),但试验 1组和 2组之
间差异不显著(P>0.05)遥

表 3 7耀21日龄饲养试验结果（X依SD）
项目
7耀14日龄
试验 1组
试验 2组
对照组
14耀21日龄
试验 1组
试验 2组
对照组
7耀21日龄
试验 1组
试验 2组
对照组

日采食量(g)
34.74 依1.90a
34.86依0.60a
34.26依1.43a

66.46依4.51a
64.29依0.63a
63.40依2.44a

50.05依1.24a
49.57依0.16a
48.83依1.75a

日增重(g)
22.45依1.24a
21.40依0.31a
20.78依1.57a

38.00依1.90b
37.90依0.82b
35.00依2.02a

30.23依0.60b
29.65依0.32b
27.89依1.08a

料肉比

1.55依0.07a
1.63依0.04a
1.65依0.08a

1.72依0.05a
1.70依0.04a
1.81依0.09a

1.65依0.03a
1.67依0.02a
1.75依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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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第二阶段饲养试验结果渊见表 4冤
由表 4可知袁21耀28日龄,试验组与对照组肉鸡日

采食量尧日增重尧料肉比差异均不显著(P>0.05)袁 但试
验 1尧2 组肉鸡的日增重分别比对照组提高了 2.88%

和 0.11%曰28耀35日龄袁日采食量尧日增重尧料肉比差异
不显著(P>0.05)袁但试验 1尧2组肉鸡的日增重分别比
对照组提高了 6.89%和 2.49%曰35耀42 日龄袁 日采食
量尧日增重尧料肉比差异不显著(P>0.05)袁但试验 1尧2
组肉鸡的日增重分别比对照组提高了 9.10%和
5.51%遥 第二阶段渊21耀42日龄冤袁试验 1组和 2组与对
照组相比袁肉鸡的日采食量尧日增重尧料肉比差异均不
显著(P>0.05)袁但日增重可提高 6.14%尧2.51%遥

表 4 21耀42日龄饲养试验结果
项目
21耀28日龄
试验 1组
试验 2组
对照组
28耀35日龄
试验 1组
试验 2组
对照组
35耀42日龄
试验 1组
试验 2组
对照组
21耀42日龄
试验 1组
试验 2组
对照组

日采食量(g)
84.90依3.82a
84.81依2.90a
82.91依4.55a

109.86依6.67a
113.18依2.87a
110.22依4.20a

98.12依7.47a
101.48依4.04a
96.03依7.21a

97.60依5.91a
98.11依3.22a
96.40依5.22a

日增重(g)
46.83依1.36a
45.57依2.63a
45.52依0.78a

55.38 依5.48a
53.10依1.69a
51.81 依1.96a

46.76依5.34a
45.22依5.74a
42.86依7.23a

49.80依3.96a
48.10依3.24a
46.92依3.13a

料肉比

1.81依0.06a
1.86依0.12a
1.82依0.11a

2.07依0.15a
2.13依0.09a
2.13依0.09a

2.07依0.14a
2.19依0.15a
2.20依0.20a

1.98依0.12a
2.05依0.16a
2.04依0.13a

2.3 各周龄末的肉鸡体重渊见表 5冤
表 5 各周龄末的肉鸡体重（g）

项目
试验 1组
试验 2组
对照组

1周龄
122.38依0.13a

122.34依0.15a

122.36依0.17a

2周龄
279.50依8.59a

272.17依2.25a
267.83依10.79a

3周龄
545.50依8.29a

537.50依4.53a
512.83依15.16a

4周龄
873.33依36.02a

856.50依23.10a
831.50依24.56a

5周龄
1 261.00依58.43a

1 228.17依28.43a
1 194.17依31.25a

6周龄
1 541.58依137.12a
1 499.50依47.60a
1 451.33依55.64a

由表 5可知,试验组与对照组肉鸡各周龄末体重差
异均不显著(P>0.05)遥第 6周末,试验 1尧 2组肉鸡的周龄
末体重分别比对照组提高了 6.22%尧3.32%(P>0.05)遥
2.4 免疫器官指数渊见表 6冤

表 6 免疫器官指数（%）
组别
试验 1组
试验 2组
对照组

脾脏指数
0.951依0.292a
0.871依0.179a
0.988依0.407a

法氏囊指数
1.915依0.899a
1.931依0.656a
1.868依0.482a

胸腺指数
2.460依1.170a
2.536依1.027a
2.514依1.294a

由表6可知袁 试验组与对照组肉鸡免疫器官指数
差异均不显著(P>0.05)曰法氏囊指数试验 1尧2组分别比
对照组提高了 2.52%尧3.37%(P>0.05)遥
3 结论

日粮中添加 0.5%尧1.0%的沸石粉可以显著提高
7耀21日龄肉鸡的日增重,但不同添加水平之间差异不
显著曰对 21耀42日龄肉鸡的日增重差异不显著袁但可

提高日增重曰 对各周龄末的肉鸡体重差异均不显著袁
但第 6 周龄末试验 1尧2 组分别比对照组提高了
6.22%尧3.32%曰对肉鸡免疫器官指数影响差异不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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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是动物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袁它的生物学
功能在于它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一种组分遥这种
酶存在于机体重要的器官组织中袁如肝脏尧心脏尧肺尧
胰脏尧骨骼肌尧眼睛的水晶体尧白细胞和血浆中袁它的
生理作用是促使正常代谢过程中由不饱和脂肪氧化

形成的有害过氧化物受到损坏袁从而使细胞重要的膜
结构不受氧化损伤遥

硒缺乏症为世界性畜禽常发病之一袁给畜牧业生
产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袁引起畜牧业工作者的高度重
视遥 缺硒导致家畜的生理机能障碍袁使家畜表现出各
种不同的缺硒症状院 仔猪因缺硒发生桑葚样的心肌
病曰1~3月龄的犊牛和羔羊因缺硒易发生白肌病曰幼
驹缺硒则易发生腹泻曰禽饲料中缺硒易发生渗出性素
质尧胰腺萎缩尧肌胃变性遥 此外袁硒可通过胎盘屏障干
扰细胞氧化过程袁影响胚胎发育袁引起家禽产蛋率和
孵化率降低袁 幼禽常有缺眼尧 残翅和残足现象产生袁
牛尧羊尧猪也有繁殖力下降尧流产等现象发生遥因此袁补
硒对畜禽的生理功能及生产性能有重要的作用遥
1 硒的生物学作用

1.1 硒对畜禽生长性能的影响

在动物体中袁硒通过抗氧化功能维持细胞膜的完
整性袁硒和维生素 E在体内共同起到保护细胞膜结构
和功能的作用遥 缺硒时袁因细胞膜组分中含硒氨基酸
和具有降解有毒过氧化物功能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GSH-Px)的合成受阻袁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受到破
坏而引起发病遥此外袁硒蛋白是肌肉组织的正常成分袁
硒缺乏时会出现白肌病遥

微量元素硒对畜禽生长的促进作用在许多饲养

试验中得到证实遥 赵义斌等(2004)通过不同含硒颗粒
料饲喂阉羊试验的结果表明, 在每只羊每日补喂的

100 g 颗粒料中以含硒量在 11~14 mg的综合效果显
著袁 日增重增加 208%~211%尧 肝硒含量增加 100%~
107.7%尧肉硒含量增加 117.2%~200%尧血硒含量增加
9.3%~13.7%尧屠宰率增加 0.6%~1.9%袁试验羊群毛色
光亮洁白袁生长良好遥
1.2 硒对畜禽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GSP-Px主要存在于红细胞中袁血液 GSP-Px活性
受日粮中硒水平的影响袁 随日粮硒含量的增加而上
升袁这已在对鼠尧鸡尧羔羊尧犊牛尧猪的试验中得到证
实遥 硒中毒时袁可引起猪血清谷草转氨酶(GOT)等的活
性升高遥

张巧娥等(2003)研究了饲料中不同硒水平对生长
育肥猪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院淤GSH-Px活
性随饲粮硒水平的增加,呈现下降尧上升尧下降的动态
变化趋势, 谷胱甘肽硫转移酶可反映缺硒的程度曰于
缺硒组仔猪血硒含量和全血中 GSH-Px 均处于缺硒
边缘状态,在临界值以下,不能满足仔猪的代谢需要;
盂随饲粮中硒水平的逐渐增加,猪瘟的抗体水平和淋
巴细胞转化率明显升高, 以饲粮中添加硒 0.45 mg/kg
时达到最高,仔猪发病率最低遥
1.3 硒对畜禽组织病理学变化的影响

在低硒的情况下袁 畜禽有明显硒缺乏症的病变遥
低硒基础日粮组雏鸡有明显硒缺乏症的临床表现和

典型的病理组织变化院雏鸡在第二周出现心肌纤维均
质尧细胞坏死曰第六周出现心肌纤维融合袁横纹不清袁
核变大曰脑实质有病变曰胰腺核消失袁有空泡曰肝脏细
胞坏死尧淤血遥幼畜缺硒袁则易患白肌病袁以骨胳肌尧心
肌纤维及肝组织等发生变性尧坏死为主要特征遥 仔猪
缺硒则患肝营养不良和桑葚样的心肌病袁以肝出血坏
死尧形成彩色斑和心肌斑点状出血为特征遥 小鸡缺硒
和 VE则易患渗出性素质袁以点状出血和有绿色液体
流出为特征遥幼驹以腹泻袁成年马以野地方性肌红蛋白
尿冶为主要特征遥 史言等的试验结果表明袁低硒营养
时袁不同种属的畜禽出现病变的组织器官袁其次序尧病
变程度和表现特点不尽相同袁甚至同一器官的不同位
置病变程度也很不同遥
1.4 硒对畜禽免疫机能的影响

近年来袁越来越多的试验证明袁硒有加强动物免
疫的作用袁可以提高动物的抗体水平袁尤其加强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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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免疫袁如增强吞噬细胞和 NK细胞活性遥 因而袁在
抵抗疾病和肿瘤方面都有重要作用遥黄一帆等使用维
生素 E-硒注射液使得蛋用雏鸡的新城疫 HI抗体尧酌-
球蛋白和 ANAE+淋巴细胞均比对照组含量明显提高袁
差异极显著袁有利于鸡群特异性免疫力的提高遥 给仔
猪注射硒进行的免疫试验表明袁硒虽然对 ANAE+淋巴
细胞的影响不大袁 但可以使血清 IgG水平明显升高遥
硒作为免疫增强剂对家禽进行免疫时袁可以使抗体提
高约一个滴度袁并且维持时间较长遥攻毒结果表明袁硒
可以使机体获得更好的保护,补硒可以减轻病情,加速
康复遥硒可显著提高小鼠巨嗜细胞吞噬百分率和吞噬
指数,也可显著提高 E-玫瑰花环的形成尧淋巴细胞增
殖反应和 IL-6活性遥 姜典镇等报道,按照一定的含量
(硒 0.2 mg/g尧维生素 E 8.0 mg/g)混合成胶体硒环状糊
精包接复合物粉剂与维生素 耘微胶囊化粉剂, 分高尧
中尧低 3个剂量组给小鼠灌喂,结果显示院与对照组相
比, 其对小鼠的脏体比值尧 碳廓清能力尧 半数溶血
HC50尧小鼠的迟发型变态反应无明显的影响曰对抗体
生成细胞数尧NK细胞活性尧ConA 诱导小鼠淋巴细胞
转化尧巨噬细胞吞噬红细胞的能力有显著作用,表明
硒尧维生素 E对小鼠免疫功能具有调节作用遥
1.5 硒对畜禽繁殖性能的影响

在猪尧牛尧羊日粮中袁补硒可明显提高繁殖力遥 硒
是雄性动物产生精子所必需的袁精子本身就含有硒蛋
白袁硒位于精子细胞尾部中段遥 公畜精液中的硒能通
过 GSP-Px的抗氧化作用保护精子细胞膜免受损害遥
公畜精子内的硒主要存在于线粒体膜中袁缺硒导致精
子细胞受损袁释放出谷草转氨酶 (GOT)袁降低精子活
力袁从而影响受精能力和胚胎发育遥对于种母畜袁补硒
可以防止妊娠母畜流产袁减少胚胎死亡袁提高繁殖率遥

危克周等报道袁 每日每千克饲料中添加 400 mg
有机硒能提高精子活力遥 在过渡期添加有机硒袁精子
活力变化不大袁 说明有机硒在机体内约 20 d才可到
达睾丸袁影响精子活力袁因此在采精或配种前 20 d补
硒袁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遥 硒是公畜精子生存和发育
必需的微量元素袁硒以硒蛋白形式存在于精子细胞尾
部中段袁精子运动靠尾部的摆动向前游动袁饲粮中缺
硒会降低精子活力袁影响公畜繁殖机能遥 在缺硒地区
饲粮中添加适量有机硒袁能提高公畜繁殖性能遥
1.6 硒的其它生物学作用

除了以上作用外袁硒在抗热应激尧预防牛胎衣不
下及防止细胞凋亡等方面也有着重要作用遥微量元素
硒缺乏对鼠肝细胞凋亡影响的研究表明袁硒缺乏可以

引起鼠肝细胞凋亡遥 在微量元素锌尧硒对软骨钙化影
响的能谱分析表明袁锌尧硒在软骨化骨早期有加快和
促进钙化的作用遥 硒可显著提高热暴露果蝇的存活
率袁提高机体热适应能力袁其作用机理可能与 HSP70
合成有关遥
2 硒的营养作用

硒参与辅酶 A尧辅酶 Q的合成袁对蛋白质的合成尧
糖代谢尧生物氧化等都有影响遥 硒是 GSH-Px的基本
成分袁以 GSH-Px形式参与机体的抗氧化作用袁促进
过氧化氢或脂类过氧化物转化成水和乙醇袁防止脂类
化合物过氧化反应袁从而保护细胞膜的结构和正常功
能免受过氧化物的损害曰 硒也是 5'-脱碘酶的重要成
分袁参与辅酶 A和辅酶 Q的合成袁影响氧化磷酸化过
程袁 增强 琢-酮戊二酸氧化酶的活性袁 促进丙酮酸脱
羧袁因而在三羧酸循环及呼吸链电子传递过程中发挥
作用曰硒参与维持胰腺的完整性袁保护心肌和肝脏的
正常功能袁对脂肪的乳化尧吸收和 VA尧VD尧VE尧VK的
吸收及存留起重要作用遥动物体内过氧化物的聚积会
导致腺体和肝尧心肌等组织器官的功能障碍尧损伤及
坏死袁而硒对此有预防和治疗作用曰硒作为 5'-脱碘酶
的组成成分袁使甲状腺激素由低生物活性的 T4(四碘
甲腺原氨酸) 转化为高生物活性的 T3 (三碘甲腺原氨
酸)袁促进 GH(生长激素)的合成与分泌袁从而加快动物
的生长和蛋白质合成遥

现代肉用畜禽集约化养殖的难题之一是应激反

应袁幼龄动物的冷应激尤为突出遥硒缺乏时袁T3浓度降
低袁阻碍褐脂肪的非寒颤性产热功能的发挥袁会降低
新生哺乳动物和所有啮齿类动物抵御寒冷的能力袁影
响其生长发育和存活率遥补硒可提高幼龄动物抗冷应
激能力遥呙于明等用大鼠进行试验袁在冷应激作用下袁
补硒组大鼠体内的褐脂肪减少较多袁且对冷应激表现
出较强的适应性遥 硒与产热代谢机体的研究袁为硒在
动物冷应激方面的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遥
3 硒营养与其它元素的相互作用

硒与其它元素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袁一
方面硒可以拮抗汞尧镉尧砷等重金属以降低其毒性袁保
护组织不受有害物质的损害曰另一方面袁这些元素也
影响体内硒的代谢遥 与未处理组相比袁注射硒的白肌
病仔猪对钙的吸收能力增大袁这对畜禽补钙方法给予
新的启发遥蛋氨酸尧胱氨酸尧半胱氨酸和硫会与硒发生
竞争性吸收作用遥 高于标准需要量的维生素 A尧维生
素 C会促进硒的吸收袁缺硒会加重碘的缺乏袁引起甲
状腺机能低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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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报道袁 硒在保护细胞膜免受氧化方面袁对
维生素 E 起着补偿和协调的作用遥 硒还可以通过
GSH-Px的不同功能袁减少维生素 E缺乏对肝脏造成
的损害遥 硒和维生素 E都具有抗氧化功能袁两者之间
存在协同增效关系遥它们的协同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院

淤 硒是 GSH-Px的组分袁 可减弱细胞膜上多种
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程度袁因而减少了保护脂膜所需
维生素 E的量遥

于 硒是维持胰腺正常生理功能必需的微量元
素袁 胰腺的主要功能是促进消化道对脂肪的消化吸
收袁从而提高了维生素 E的吸收利用率遥

盂 血浆硒含量与血浆维生素 E含量呈正相关袁
补硒有助于机体组织维持较高水平的维生素 E遥 虽然
硒和维生素 E具有相同的生物学功能袁但二者不可相
互替换袁因为其发挥功能的部位不同袁维生素 E在细
胞外起氧化作用袁而硒则是在细胞内遥所以袁对缺硒症
的动物进行治疗时袁同时补充硒和维生素 E可收到较
好的效果遥
4 动物缺硒或硒过量所致的疾病

4.1 动物患硒缺乏症

动物患硒缺乏症表现为生长停滞尧 繁殖紊乱尧肌
肉萎缩尧心肌变性并有微血管损伤尧水肿尧肝坏死,幼
畜多见白肌病,雏鸡可见渗出性素质疾病遥 猪缺硒表
现为消瘦尧脱毛尧脱蹄尧运动失调尧呼吸困难等曰家禽表
现为生长停滞尧羽毛蓬乱尧神经过敏尧产蛋少尧种蛋孵
化率低等遥 肉用仔鸡表现为行走摇晃尧 身体侧向一
边尧伏地尧不食袁重者头颈向下后方勾转尧跗关节屈曲尧
不能站立或两腿划动尧打转遥缺硒可以导致羔羊死亡,
母羊繁殖力低遥 鸵鸟在硒缺乏时表现精神不振尧可视
粘膜苍白尧衰弱尧运动障碍尧步态蹒跚尧站立困难甚至
卧地不起,有的下痢或出现黄疸甚至死亡,濒死期鸵
鸟颈部扭曲遥 硒缺乏的诊断依据可以根据血中和毛
发中硒含量和全血中 GSH-Px活力下降来判断遥
4.2 硒补充过多可引起硒中毒

过量的硒无论以何种途径进入机体袁对各种动物
均有毒性遥牛尧羊尧马等草食家畜由于直接采食含硒量
高的植物而经常发生不同程度的自然中毒曰饲喂或注
射过量硒同样可使这些动物发生急性中毒遥牛的急性
中毒病例多发于 1~3月龄犊牛 渊特别是膘情好的犊
牛冤袁表现为突然发病尧卧地不起尧全身痉挛尧哞叫尧呼
吸紧迫尧心跳加快尧体温无变化尧后期口鼻流出血色粘

液样液体袁经 5~15 min死亡遥 羔羊急性硒中毒时袁出
现肺水肿尧局灶性出血尧腹腔脏器充血尧水肿尧腹水增
多尧心肌发白遥

过量的硒可通过子宫转入胎儿,引起羔羊尧马驹
畸形遥 硒可存在于蛋中,使孵化率降低,影响雏鸡的生
长遥 从乳汁中排出的硒可使吮乳幼畜发生慢性中毒遥
5 硒的补充

饲料中以鱼粉尧酵母粉中含硒较高袁草粉和叶粉
次之遥 一般认为在动物日粮中含有 0.1 mg/kg硒对动
物有利袁而 5~8 mg/kg的含量对动物有害遥 目前袁常用
的补硒剂分为无机硒和有机硒袁常见的补硒产品及机
体利用率为院 亚硒酸钠 100%尧 硒酸钠 89%尧 硒化钠
42%遥 无机硒毒性大袁有致癌作用袁一般用硒代蛋氨酸
和强化硒酵母作补硒剂袁比无机硒吸收好袁并可提高
乳汁的硒含量及仔猪出生和断奶时体内的硒存量遥当
饲喂过多不饱和脂肪酸渊鱼油尧豆油冤时袁机体缺硒的
状态会加重袁因此要注意补充遥 对两种缓释网胃内硒
添加物硒丸和硒弹的安全性和效力的研究也表明袁这
种缓释剂型安全而有效袁硒弹留存于瘤胃中袁其中的
元素硒可以被绵羊吸收利用袁并在较长的时间内改善
体内的缺硒状态袁提高淋巴细胞转化率袁促进体重增
加遥 口服安全剂量的莫能菌素能增强硒的毒性作用袁
如提高死亡率尧加快病理组织变化等袁所以在使用莫
能菌素时应减少硒的添加遥对机体直接补硒可采用以
下 3种方法院淤饲喂含硒饲料添加剂曰于注射硒制剂曰
盂饮用含硒水遥

补硒时应注意院淤在补硒时袁应尽量选择有机硒袁
因为有机硒易吸收袁毒性小遥于在补硒方法上袁应注意
补硒的目的尧方法尧效果的一致性遥 预防缺硒症袁以添
加剂形式对日粮补硒袁操作简便袁效果明显曰治疗缺硒
症袁则以注射硒制剂或饮用含硒水效果较好袁一般以
预防为主袁否则一旦发生袁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遥盂在补
硒时袁应注意计算准确遥 畜禽对硒的营养需要量和中
毒量之间差距很小袁若用量计算不准确袁易发生中毒遥
榆在补硒时袁 注意与日粮其它营养成分的互作关系袁
如与维生素 E的协同作用袁 日粮维生素 E含量低时袁
补硒量可高些遥

总之袁 硒是动物机体内非常重要的一种微量元
素袁随着研究的深入袁我们将对它在动物营养方面的
作用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遥

（参考文献 14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徐世良，fi-x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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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对热应激蛋鸡影响的研究
朱小惠 吴蓉蓉

朱小惠，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225009，扬州。
吴蓉蓉，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7-04-02

随着养殖业的高密度集约化发展袁家禽面临越来
越多应激因素的挑战袁 应激综合症的发生率不断上
升袁 且日益成为妨碍畜牧业发展最突出的因素之一遥
蛋鸡被羽厚且无汗腺袁在高密度集约化饲养管理方式
下袁其生产性能和机体的健康很容易受到短期高温或
持续高温的影响遥当环境温度超过动物舒适区上限值
时袁就出现热应激遥

据研究袁 家禽最适宜的产蛋温度为 18耀22 益袁在
此温度下袁产蛋效率最高遥当温度过高时袁家禽采食量
严重减少袁饮水量增加袁产蛋量减少曰当持续高温达
32 益以上时袁家禽表现为呼吸困难曰体温升高达 45 益
以上袁冠髯发绀尧肌肉震颤袁极易发生急性支气管肺
炎袁甚至死亡遥 应激后致死的鸡多分布在鸡群密集且
通风不良处袁笼养鸡多发生在最上层袁而且多为体重
较大尧较肥胖的鸡袁且在午间或扎堆后经常发生遥

营养调控作为改善热应激的有效手段一直受到

人们的关注遥 Mowat渊1994冤认为,铬是应激动物所需要
的营养物质袁对热应激时蛋鸡的生产性能有影响遥
1 铬的性质

铬渊Chromium,Cr冤是一种过渡性金属元素袁能以
不同价态存在袁其中以 0尧2尧3尧6价较为常见遥 铬具有
增强胰岛素分泌的作用袁 广泛参与机体的蛋白质尧脂
类及糖类的代谢袁在自然界中通常以两种化合价形式
存在袁即 Cr6+和 Cr3+遥 Cr3+是生物体内必需的营养物质袁
它能维持机体内胰岛素的正常功能袁并通过加强胰岛
素的作用来影响糖类尧脂类尧蛋白质及核酸的代谢遥根
据 Cr3+结合的成分不同袁 可将铬分为无机铬和有机铬
两种袁无机铬如三氧化二铬等袁有机铬如酵母铬尧甲基
吡啶铬等遥 铬进入机体后经肠道吸收袁吸收部位主要
在空肠袁其次是回肠和十二指肠遥
2 饲粮中添加铬对热应激蛋鸡的影响

2.1 对生产性能的影响

当家禽发生热应激反应时袁 会导致生产性能下
降遥李素芬等渊2001冤通过在北京红商品蛋鸡饲粮中添

加吡啶羧酸铬发现袁铬可以提高平均蛋重和饲料转化
率袁但降低了产蛋率遥郑艺梅等渊2003冤报道袁补铬可提
高自然热应激蛋鸡的产蛋率尧 降低料蛋比遥 常娟等
渊2006冤报道袁有机铬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热应激蛋鸡
对蛋白质的利用袁提高热应激蛋鸡的生产性能遥 这些
不同的研究结果可能是由于蛋鸡品种尧试验期尧饲养
条件和蛋鸡所遭受的热应激程度不同所致遥
2.2 对蛋品质的影响

李素芬等渊2001冤报道袁在热应激产蛋鸡的基础日
粮中添加吡啶羧酸铬后所产蛋的蛋黄颜色加深和蛋

壳强度提高袁一方面说明有机铬具有提高蛋品质的作
用曰另一方面说明基础饲粮中的含铬量可能不能满足
热应激产蛋鸡对铬的需要遥 罗绪刚等渊2002冤报道袁三
氯化铬在提高热应激产蛋鸡蛋壳品质上的效果优于

吡啶羧酸铬遥 因此袁三氯化铬可完全替代吡啶羧酸铬
而用作产蛋鸡的抗热应激添加剂遥在玉米要豆粕型饲
粮中添加三价铬能明显增加热应激产蛋鸡所产蛋的

蛋黄颜色袁改善蛋壳品质袁提高血清碱性磷酸酶(AKP)
活性及细胞免疫功能袁降低血糖及血脂水平遥
2.3 对肌肉中蛋白质和脂肪沉积的影响

铬对热应激蛋鸡肌肉中蛋白质和脂肪沉积的影

响研究较少遥 郑艺梅等渊2003冤报道袁对热应激蛋鸡补
铬能显著降低胸肌中脂肪的沉积袁增加胸肌蛋白质的
含量遥 其原因可能是铬降低了脂肪合成酶的活性袁增
加了激素敏感脂酶的活性袁 从而减少体内脂肪的合
成袁并且通过提高机体内 IGF原1的水平和促进氨基酸
进入细胞而提高机体合成蛋白质的能力遥
2.4 对血象的影响

2.4.1 对红细胞的影响

红细胞渊RBC冤胞质内含有大量的血红蛋白袁而三
价铬在体内参与骨骼生成袁促进血红蛋白合成和造血
过程遥有资料报道袁高温下家禽血液含水量增多袁血细
胞压积显著降低袁其主要原因可能与机体促进血管外
液进入血液循环有关遥 血液的稀释导致了 RBC数量
在单位体积血液中减少袁血液中血红蛋白量降低遥 补
铬促进了蛋鸡体内血红蛋白的合成袁增加了热应激蛋
鸡血液中 RBC的数量遥
2.4.2 对白细胞的影响

在家禽血液的白细胞中袁异嗜性粒细胞和单核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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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具有非特异性防御和保护作用袁淋巴细胞主要参与
机体的特异性反应遥嗜酸性粒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参
与机体的过敏反应遥 当热应激时间较长时袁皮质醇大
量分泌袁降低了免疫系统功能袁引起淋巴组织和器官
的萎缩袁抑制细胞免疫袁导致淋巴细胞的减少袁而大量
的皮质醇则加强骨髓贮存库和小血管边缘池中的异

嗜性粒细胞不断地进入血液循环袁使血液中异嗜性粒
细胞增加遥 因此袁异嗜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升
高遥 李升和等渊2003冤的试验证明袁补铬可以缓解热应
激引起的蛋鸡血液中异嗜性粒细胞比例升高和淋巴

细胞比例降低的现象遥
2.4.3 对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袁补铬可以降低热应激蛋鸡血清中
葡萄糖和胆固醇的浓度遥家禽热应激的一个重要生理
反应就是血浆中皮质醇水平升高遥 皮质醇升高袁可促
进蛋白质分解袁加强糖异生袁使代谢向糖原合成和脂
肪沉积的方向进行袁因此袁血清白蛋白含量降低袁血糖
升高遥 有试验报道袁铬对缓解热应激对蛋鸡蛋白质合
成的不良影响有一定作用遥血清白蛋白含量升高可能
有助于蛋白质在组织中的沉积,球蛋白浓度升高则可
能与机体免疫功能有关遥
2.4.4 对胰岛素分泌的影响

王珏等渊2003冤报道袁补铬对热应激蛋鸡胰岛细胞
的结构和功能有明显的改善作用遥一方面袁补铬可降低
皮质醇浓度袁减轻应激反应曰另一方面袁降低了应激引
起的高血糖所刺激 B细胞的增殖遥 更重要的是由于补
充铬增强了胰岛素的敏感性袁有效降低了血糖浓度遥
2.5 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集约化管理的畜禽往往面临大量的应激袁而鸡处
于热应激状态下时免疫功能会受到影响袁其免疫器官
渊如法氏囊尧胸腺尧脾等冤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遥张乐萃
等渊1998冤报道袁热应激使鸡免疫器官发生萎缩性变
化袁有的发生一定程度的坏死性变化遥 而铬具有提高
应激动物的生产性能袁调节内分泌袁影响免疫反应等
功能遥

许多试验报道袁铬可以降低直肠温度袁提高对培
养细胞的抗体效价袁 加强外周淋巴细胞的增殖作用袁
但获得最佳免疫效果的铬添加水平却存在种间差异遥
近年来研究发现袁 添加 0.2 mg/kg三价铬可提高应激
断奶仔猪的体液免疫功能曰添加 0.1耀1.0 mg/kg可提高
运输应激牛的体液与细胞免疫功能遥李素芬等渊2001冤

报道袁热应激产蛋鸡免疫指标以 20.0 mg/kg的有机铬
添加量最好袁一方面说明产蛋鸡对铬的需要量可能与
其它动物不同曰另一方面说明产蛋鸡处于热应激状态
时对铬的需要量增加遥 呙于明等的试验表明袁高温下
补铬有提高肉仔鸡 T3的趋势遥 郑艺梅等(2003)的试验
结果表明袁补铬可缓解热应激袁改善机体的代谢袁调节
内分泌功能袁使蛋鸡保持较高的生殖性能曰蛋鸡体内
较高水平的雌激素可增强腺垂体对 TSH 的反应袁间
接促使 TSH的分泌袁从而刺激甲状腺的分泌功能遥 但
应该注意的是袁 在给热应激蛋鸡补铬时要注意补碘袁
以防止因碘供应不足而引起甲状腺肿大遥
3 热应激蛋鸡饲粮中铬的适宜添加量

热应激给养鸡生产带来不可忽视的经济损失遥添
加铬可以缓解热应激袁但是铬添加过量袁则会引起中
毒遥 铬中毒的主要机理是在血液中形成氧化铬袁使血
红蛋白变成高铁血红蛋白袁从而使红细胞携带氧的机
能发生障碍袁血氧含量减少袁发生内窒息遥铬过量会影
响线粒体的功能及降低三磷酸腺苷渊ATP冤再合成袁抑
制鸡生长,损害肝和肾遥 如在鸡日粮中添加重铬酸钾
200 mg/kg,能引起鸡大批死亡遥

有学者报道袁在常规蛋鸡饲料中添加 10 mg/kg无
机铬渊CrCl3窑6H2O冤袁可以提高鸡蛋哈氏单位遥罗绪刚等
渊2002冤报道袁热应激产蛋鸡获得最佳蛋壳品质及细胞
免疫功能时的饲粮铬添加水平至少为 10 mg/kg曰获得
最佳蛋黄颜色尧 最大血清 AKP活性及血清甘油三酯
降至最低时需添加的铬水平为 2 mg/kg遥有资料显示袁
铬有种类特异性袁即不同种类的畜禽铬添加量存在差
异袁而同种的畜禽在不同类别尧不同品系尧不同试验条
件下铬添加量也表现出差异袁因此关于铬的添加量还
需进一步研究遥
4 小结

综上所述袁铬在蛋鸡抗热应激方面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遥但对热应激蛋鸡脾组织结构尧空肠尧结肠结构
等方面的影响报道较少袁还需作进一步研究遥 同时在
实际生产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袁如铬最佳的添加量及影
响动物对铬需要量的因素等袁仍需进一步研究遥因此袁
加强畜禽铬的营养研究袁 进一步发挥铬的生物学功
能袁对畜禽生产具有重要意义遥

（参考文献 18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徐世良，fi-x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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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氨基酸螯合物是由 员个或多个氨基酸
基团与金属离子发生配合反应形成的具有环状结构

的化合物遥 它具有稳定性好尧吸收率高尧生物效价高尧
毒性小等优点袁 目前已经广泛地用于畜牧生产中遥 微
量元素氨基酸螯合物螯合率的高低是反映微量元素

氨基酸螯合物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袁目前对微量元素
氨基酸螯合物螯合率的测定方法虽然有国家标准袁但
需要特殊设备袁在基层推广有一定困难袁同时袁方法本
身也存在一定不足袁为此袁本文对微量元素氨基酸螯
合物螯合率的测定方法进行了研究遥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1.1 化学试剂

硫化钠渊分析纯冤尧甲醇渊分析纯冤尧冰乙酸渊化学
纯冤尧甲基红渊0.1豫冤尧络黑 T渊5 g/l冤尧可溶性淀粉溶液
渊0.5豫溶液袁现用现配冤尧碘化钾渊分析纯冤尧氨水尧氨-氯
化氨缓冲液尧氧化锌尧盐酸溶液渊20豫冤尧茚三酮试剂
渊2豫冤尧二硫腙试剂渊0.5豫冤遥
1.1.2 EDTA(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标准溶液(无需标定)

称取 EDTA 5 g,溶于 500 ml热水中袁冷却摇匀遥
1.1.3 Na2S2O3溶液渊无需标定冤

称取 5 g Na2S2O3窑5H2O溶于 300 ml水中袁缓慢煮
沸 10 min袁冷却袁放置 2 d以上遥
1.1.4 邻菲罗啉溶液

称取邻菲罗啉渊分析纯冤约 0.2 g袁溶于 20 ml热水
中渊气温低时会结晶袁可微热后使用冤遥
1.2 主要设备

分析天平尧SHA-C恒温振荡器尧离心机 L04-2尧箱
式电阻炉遥
1.3 试验样品

1.3.1 微量元素氨基酸螯合物样品

包括蛋氨酸铜尧甘氨酸铜尧蛋氨酸锌尧蛋氨酸钴尧蛋
氨酸铁尧甘氨酸铁等,其中蛋氨酸铁和甘氨酸铁的螯合
分子比为 11,上述样品均由国家粮食研究所提供遥
1.3.2 纯化样品

根据微量元素氨基酸螯合物在乙醇等有机物中

的溶解度极小袁而微量的游离金属离子和氨基酸都能
溶于有机溶剂的特性袁利用二者在有机溶剂中的溶解
度差异袁采用有机溶剂处理的办法来纯化微量元素氨
基酸螯合物样品遥称取一定量的微量元素氨基酸螯合
物样品袁 加 50 ml无水乙醇袁 用玻璃棒搅拌袁 静置袁
弃去上清液袁 经过如此多次循环袁若是有色溶液则直
到溶液无色为止袁 若是无色溶液袁 则循环洗涤 猿次袁
并用二硫腙试剂和茚三酮试剂定性地检测游离金属

离子和游离氨基酸以鉴定纯化效果[1]遥
2 试验方法

2.1 溶解性试验

取一只烧杯袁称取一定量纯化的微量元素氨基酸
螯合物样品于烧杯中袁加入一定量的水并搅拌袁观察
溶解情况袁如果不溶则换另一种溶剂袁直到氨基酸螯
合物完全溶解为止[2]袁据此判定氨基酸螯合物在几种
溶剂中的溶解情况遥
2.2 定性试验

2.2.1 原理

微量元素氨基酸螯合物是氨基酸基团中的 悦和
晕原子与金属离子配位袁 形成环状的螯合分子结构遥
一般可溶性无机盐是离子晶体袁 它们可溶于水袁 正是
由于正负离子受到极性分子的作用而形成水合离子

的缘故遥 而配合物的中心离子和配位体之间的结合袁
是由中心离子提供与配位数相同数目的空轨道来接

受配位体提供的孤对电子袁 形成稳定的配位键遥 螯合
键是配位键的一种遥所以纯的微量元素氨基酸螯合物
在水中没有游离的氨基酸和金属离子[3]遥

由于金属硫化物的稳定常数远大于氨基酸螯合

物的稳定常数袁 当加入硫化钠溶液渊10豫冤时袁 杂2-与稳
定螯合物中的金属离子反应袁 生成了更稳定的金属
硫化物沉淀袁 从而使微量元素氨基酸螯合物中的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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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酸游离出来遥可以利用微量元素氨基酸螯合物这一
特有的性质来对样品进行定性鉴定遥
2.2.2 定性鉴定方法要要要Na2S化学法

取一定量纯化后的微量元素氨基酸螯合物样品,
加入 50 ml蒸馏水溶解袁 再加入茚三酮试剂 5耀8滴袁
在电炉上加热沸腾 2耀3 min袁 观察溶液的颜色变化遥
另取一定量纯化后的微量元素氨基酸螯合物样品袁
加入 25 ml蒸馏水溶解袁 再加入过量的硫化钠袁 用玻
璃棒搅匀袁 静置一段时间观察有无沉淀及颜色曰过滤
后袁在滤液中再加入茚三酮试剂 5耀8滴袁 在电炉上加
热沸腾 2耀3 min袁 观察溶液的颜色变化遥
2.3 螯合率测定

2.3.1 原理

2.3.1.1 蛋氨酸锌尧蛋氨酸钴螯合率的测定
用甲醇萃取样品中的无机金属离子袁离心分离出

上清液袁 用 EDTA溶液滴定上清液中的金属离子袁消
耗 EDTA溶液的体积记为 遥 对样品进行灰化处理
后袁用 EDTA 溶液滴定样品中金属元素总量 [4]袁消耗
EDTA溶液的体积记为 遥 样品的螯合率为院

螯合率渊豫冤=100- 伊100 遥
式中院 要要要标准 EDTA的浓度(mol/l)曰

要要要滴定游离态金属元素所消耗的 EDTA溶
液的体积(ml)曰

要要要滴定金属元素总量所消耗的 EDTA溶液
的体积(ml)遥

2.3.1.2 蛋氨酸铜和甘氨酸铜螯合率的测定

样品用甲醇萃取游离金属离子后袁离心袁沉淀物
渊不溶于甲醇的氨基酸螯合物冤溶解后用 Na2S2O3溶液
滴定[5]袁消耗 Na2S2O3溶液的体积记为 袁另取同样质
量的样品溶解后直接用 Na2S2O3 溶液滴定袁 消耗
Na2S2O3溶液的体积记为 遥 螯合率计算如下院

螯合率渊豫冤= 伊100 遥
式中院 要要要标准 Na2S2O3的浓度渊mol/l冤曰

要要要滴定螯合态金属元素所消耗的 Na2S2O3
溶液的体积渊ml冤曰

要要要滴定金属元素总量所消耗的 Na2S2O3溶
液的体积渊ml冤遥

2.3.1.3 蛋氨酸铁和甘氨酸铁螯合率的测定

氨基酸螯合铁中的 Fe2+与邻菲罗啉反应生成有

色物质袁其颜色深浅与 Fe2+含量成正比遥 称取一定量
的样品溶于水中,与邻菲罗啉反应后袁以空白作对照
测其吸光值 ;另用甲醇萃取同样量的样品,离心后取
其沉淀用水溶解(沉淀为螯合态氨基酸螯合物),再与
邻菲罗啉反应后测其吸光值 ,则样品的螯合率为:

螯合率渊豫冤= 伊100 遥
式中院 要要要空白对照吸光值曰

要要要样品经处理与邻菲罗啉反应后的吸光值遥
2.3.2 测定步骤

2.3.2.1 蛋氨酸锌和蛋氨酸钴螯合率的测定

淤准确称取 0.2 g样品 (精确至 0.000 1 g) 于试管
中,加入 50 ml的甲醇,放入恒温振荡器中(37 益)10 min
后,离心分离 10 min袁取其上清液定容于 100 ml容量
瓶中,摇匀;于准确吸取样品液 25 ml于 250 ml锥形瓶
中,加入 15 ml水及 2滴甲基红指示剂,然后滴加络黑
T至溶液呈稳定的深蓝色再过量 5 ml, 用 EDTA溶液
滴定至深蓝色褪去,消耗 EDTA溶液的体积记为 ,即
为与游离态锌(钴)反应的 EDTA的量(其中 EDTA要稀
10倍,最后计算时要将 除以 10);盂准确称取 0.2 g样
品于坩锅中, 放入灰化炉中于 550 益灰化 4耀8 h后,冷
却,加入 10豫稀硫酸 5 ml,转入 100 ml容量瓶中定容,摇
匀后用于的方法滴定(EDTA不要稀释),消耗 EDTA溶
液的体积记为 ,即为与总锌(钴)反应的 EDTA的量遥
2.3.2.2 蛋氨酸铜和甘氨酸铜螯合率的测定

淤准确称取 0.2 g样品渊精确至 0.000 1 g冤置于烧
杯中袁加入 50 ml热水袁冷却后转入 100 ml容量瓶中
定容曰 于准确吸取样品液 25 ml于 250 ml锥形瓶中,
加入 50 ml水和 4 ml冰乙酸,加 2 g碘化钾,摇匀后于
暗处放置 10 min,加入 2 ml淀粉溶液(0.5豫),溶液变蓝,
用 Na2S2O3溶液滴定至溶液蓝色褪去,消耗 Na2S2O3溶
液的体积记为 曰盂另准确称取与淤相同量的样品于
试管中,加入 50 ml的甲醇,放入恒温振荡器中渊37 益冤
10 min后袁离心分离 10 min袁将沉淀用一定量的热水
溶解袁转入 100 ml容量瓶中定容袁摇匀后用于的方法
滴定袁消耗 Na2S2O3溶液的体积记为 遥
2.3.2.3 蛋氨酸铁和甘氨酸铁螯合率的测定

淤准确称取 0.1 g样品渊精确至 0.000 1 g冤置于烧
杯中袁加入 50 ml热水袁冷却后转入 100 ml容量瓶中
定容曰于用 1 ml移液管吸取 1 ml溶液至大试管中袁加
入邻菲罗啉渊1豫冤5滴,溶液变红,再加水定容至 50 ml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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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空白做参比袁在 510 nm处测其吸光值记为 曰盂另
准确称取与淤相同量的样品于试管中, 加入 50 ml的
甲醇,放入恒温振荡器中渊37 益冤10 min 后,离心分离
10 min袁将沉淀用一定量的热水溶解,转入 100 ml容
量瓶中定容袁摇匀后用于的方法测定,吸光值记为 遥
3 结果与分析

3.1 溶解性试验结果(见表 1)
表 1 微量元素氨基酸螯合物在不同溶剂中的溶解情况

水
溶解
溶解
不溶
不溶
溶解
溶解

116乙酸
溶解
溶解
溶解
溶解
溶解
溶解

乙醇
不溶
不溶
不溶
不溶
不溶
不溶

丙酮
不溶
不溶
不溶
不溶
不溶
不溶

蛋氨酸铜
蛋氨酸铁
蛋氨酸锌
蛋氨酸钴
甘氨酸铜
甘氨酸铁

螯合物名称
溶解性

结果显示, 溶于水的氨基酸螯合物有蛋氨酸铜尧
甘氨酸铜尧蛋氨酸铁尧甘氨酸铁,不溶于水而溶于 116
乙酸(乙酸与水的体积比为 116)的有蛋氨酸锌尧蛋
氨酸钴遥 所有的氨基酸螯合物都不溶于有机溶剂(乙
醇尧丙酮)遥
3.2 定性试验结果

氨基酸螯合铁和氨基酸螯合铜的溶液与硫化钠

反应分别产生黑色的硫化铁和硫化铜沉淀曰 氨基酸
螯合锌溶液与硫化钠反应产生白色的硫化锌沉淀遥沉
淀后的上清液与茚三酮反应后溶液呈蓝紫色遥
3.3 螯合率测定结果渊见表 2尧表 3冤

表 2 蛋氨酸螯合物样品螯合率测定结果

蛋氨酸锌
95.2
94.8
96.0
94.7
94.8
96.0
95.2
0.6

蛋氨酸钴
93.7
92.6
93.0
92.8
92.8
92.9
93.0
0.4

蛋氨酸铜
95.2
96.4
95.8
95.6
95.9
96.0
95.8
0.4

蛋氨酸铁
89.1
88.9
89.8
90.1
89.5
88.8
89.4
0.6

1
2
3
4
5
6

平均值
变异系数

平行样
螯合率(%)

表 3 甘氨酸螯合物样品螯合率测定结果

甘氨酸铜
94.28
95.38
95.43
95.52
94.82
94.69
95.0
0.5

甘氨酸铁
71.5
70.8
71.1
71.2
70.8
70.5
71.0
0.6

1
2
3
4
5
6

平均值
变异系数

平行样
螯合率(%)

微量元素氨基酸螯合物样品中蛋氨酸锌尧蛋氨酸
钴尧蛋氨酸铜尧甘氨酸铜尧甘氨酸铁尧蛋氨酸铁的螯合
率分别为 95.2豫尧93.0豫尧95.8豫尧95.0豫尧71.0豫尧89.4豫袁变
异系数为 0.4%耀0.6%袁说明方法的精密度较好遥
4 讨论

4.1 关于微量元素氨基酸螯合物的鉴别

由于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种类不同袁所组成的微量
元素氨基酸螯合物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袁在水
和有机溶剂中表现出不同的溶解性袁与硫化钠生成不
同颜色的沉淀袁如有些微量元素氨基酸螯合物可溶于
水袁有些不溶于水而溶于 116乙酸袁而所有的氨基
酸螯合物都不溶于有机溶剂袁可根据这些特点对微量
元素氨基酸螯合物产品做出初步鉴定遥
4.2 螯合率测定中关于无机金属离子萃取剂的选择

问题

一般认为微量元素氨基酸螯合物不溶于有机溶

剂袁如乙醇尧丙酮尧甲醇等袁而无机微量元素可溶于这
些有机溶剂中袁因此袁可据此将微量元素氨基酸螯合
物产品中的无机微量元素萃取分离出来袁 但试验表
明袁乙醇和丙酮的萃取效果较差袁甲醇萃取分离效果
较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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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试验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测定鸡蛋中 9种磺胺类药物的残留。鸡蛋样品经 60%乙
醇水溶液（V/V）提取，提取液采用离心超滤装置净化，将离心超滤所得滤液进行 HPLC分析。结果表
明，用该方法测得磺胺类药物的最低检测限均为 0.005 滋g/g，回收率均高于 83.0%，能够满足鸡蛋中多
种磺胺类药物残留检测的技术要求。

关键词 高效液相色谱法；磺胺类药物；鸡蛋；残留

中图分类号 R978.2
1 主要仪器与设备

高效液相色谱系统为 Agilent 1100 型渊美国冤袁配
有光电二极管阵列检测器曰色谱柱为 ZORBAX Bonus
渊美国冤袁250 mm伊4.6 mm袁粒径 5 滋m曰离心超滤装置
为 Amicon ultrafra-15(美国);离心机为 MICRO 22R型
(德国)曰天平为 CP153 型(德国 )袁精确度为 0.001 mg曰
pH计为 Cyberscan pH 6500型渊美国冤遥
2 材料及试剂

磺胺类药物渊SAs冤标准品院磺胺嘧啶(SD)尧磺胺甲
基嘧啶渊SMR冤尧磺胺二甲基嘧啶(SM2)尧磺胺对甲氧嘧
啶 (SMD)尧磺胺间甲氧嘧啶 (SMM)尧磺胺甲基异 唑

(SMZ)尧磺胺-2袁6-二甲氧嘧啶(SDM)尧磺胺-5袁6-二甲
氧嘧啶渊SDM爷冤和磺胺 喹啉(SQ)袁含量> 99.9%袁均购
于美国 Sigma公司遥

混合标准工作液的制备院先精确称取 9种磺胺标
准品各 10.0 mg袁 分别放入 100 ml棕色容量瓶中袁用
乙醇定容至刻度袁 配成单一标准储备液袁 浓度为
100.0 滋g/ml,-20 益避光保存遥 然后分别精确移取浓度
为 100.0 滋g/ml的 9种磺胺储备液各 1.0 ml共同放入
一个 100 ml棕色容量瓶中, 用流动相定容至刻度,配
成混合标准储备液,溶液中每种磺胺类药物浓度均为
1.0 滋g/ml,现配现用遥最后再依次用流动相将混合标准
储备液稀释成 0.5尧0.25尧0.1尧0.05尧0.025尧0.01尧0.005 滋g/ml
的混合标准工作液遥

化学试剂院乙醇为分析纯曰流动相用乙醇和超纯
水配制遥

3 试验方法

3.1 试验动物

28周龄某品种蛋鸡 30只袁体重渊2.1依0.3冤 kg袁从
泰州某蛋鸡厂购回后袁 按常规饲养方法进行笼养袁饲
喂不含抗菌药物的全价饲料袁 连续饲喂 14 d后收集
空白鸡蛋样品袁备用遥
3.2 色谱操作条件及参数

色谱柱为 ZORBAX Bonus RP -HPLC 分析柱 袁
250 mm伊4.6 mm,粒径 5 滋m曰流动相为 30%乙醇水溶
液渊V/V冤曰流速为 0.8 ml/min袁柱温为 35 益,检测波长
为 272 nm遥
3.3 标准曲线制作

按浓度由小至大的顺序用微量注射器依次注入

20 滋l 浓度为 0.005尧0.01尧0.025尧0.05尧0.1尧0.25尧0.5 滋g/ml
的混合标准工作液袁按上述操作条件袁用 HPLC检测袁
得到色谱图尧峰高渊面积冤及保留时间袁并计算其线性
关系和相关系数遥
3.4 样品的提取净化步骤

将鸡蛋样品制成匀浆袁称取 2.0 g样品匀浆袁置于
30 ml带盖的聚丙烯离心管中,加入 60%乙醇水渊V/V冤
溶液 5 ml袁旋涡振摇 1 min曰10 000 r/min离心 8 min袁
上清液倒入另一离心管中曰 向沉淀物中再加入 60%
乙醇水渊V/V冤溶液 5 ml袁重复提取一次袁合并离心所
得的上清液曰 将上清液倾入 15 ml的离心超滤装置
Amicon ultrafra-15中袁10 000 r/min离心 5 min袁 将离
心超滤液进行高效液相色谱分析袁记录磺胺类药物的
峰高或峰面积遥
3.5 样品回收率测定

各称取 2.0 g鸡蛋样品匀浆袁 置于 30 ml聚丙烯
离心管中袁 分别加 0.5尧1尧2 ml的 0.1 滋g/ml的混合标
准工作液袁 经上述方法提取和净化后进行 HPLC检
测袁求得磺胺类药物在 0.025尧0.05尧0.1 滋g/g水平上的
鸡蛋样品回收率袁每个水平取 5次平均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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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灵敏度测定

将混合标准工作液分别加到空白鸡蛋样品匀浆

中袁使每克鸡蛋匀浆含磺胺类药物 0.005尧0.01尧0.025尧
0.05尧0.1 滋g袁按上述方法提取尧净化,再经 HPLC检测,
观察出现磺胺类药物色谱峰的最低药物浓度渊滋g/g冤遥
3.7 残留计算

= 伊 伊 遥
式中院 要要要样品中磺胺类药物的浓度(滋g/g)曰

要要要磺胺类药物标准品的峰面积或峰高曰
要要要样品中磺胺类药物的峰面积或峰高曰
要要要磺胺类药物标准品的浓度(滋g/ml) 曰
要要要提取液的总体积(ml)曰
要要要称量鸡蛋匀浆的重量(g)遥

4 结果

4.1 色谱峰与保留时间

在本试验选定的色谱操作条件及参数下袁测得磺
胺类药物 SD尧SMR尧SM2尧SMM尧SMD尧SMZ尧SDM尧SDM爷尧
SQ 的保留时间依次分别为 7.45尧9.18尧10.55尧11.72尧
13.18尧16.08尧21.63尧22.37尧23.20 min渊如图 1所示冤遥从
图 1可以看出袁该色谱峰峰形较佳袁且均为基线分离
峰遥 而空白对照组的鸡蛋样品匀浆提取液在上述保
留时间无色谱峰出现遥

0 5 10 15 20 25
出峰时间渊min冤

渊A冤

0 5 10 15 20 25

1 2 3 4 5 6
7

8
9

出峰时间渊min冤
渊B冤

0 5 10 15 20 25

1 2 3 4 5 6 7
8

9

出峰时间渊min冤
渊C冤

注院渊A冤空白鸡蛋样品袁渊B冤混合标准工作液袁渊C冤添加于空白鸡蛋
样品中的磺胺类药物曰图中 1耀9分别是 SD尧SMR尧SM2尧SMM尧

SMD尧SMZ尧SDM尧SDM爷尧SQ的色谱峰遥
图 1 磺胺类药物的高效液相色谱图

4.2 标准曲线
在选定的色谱操作条件和参数下, 各浓度的混合

标准工作液经过滤后,进样 20 滋l,经 HPLC测定,得到磺
胺嘧啶(SD)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为 =0.228+110.56 袁
相关系数 r=0.999 8曰磺胺甲基嘧啶渊SMR冤标准曲线的
回归方程为 =0.125+106.14 袁相关系数 r=0.999 9曰磺
胺二甲基嘧啶(SM2)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为 =0.362+
95.28 袁相关系数 r=0.999 7曰磺胺间甲氧嘧啶(SMM)标
准曲线的回归方程为 =0.092+113.58 袁 相关系数 r=
0.999 9;磺胺对甲氧嘧啶(SMD)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
为 =0.276+108.35.56 ,相关系数 r=0.999 8;磺胺甲基
异 唑(SMZ)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为 =0.187+89.49 ,相
关系数 r=0.999 9;磺胺-2,6-二甲氧嘧啶(SDM)标准曲线
的回归方程为 =0.425+146.25 ,相关系数 r=0.999 5;磺
胺-5袁6-二甲氧嘧啶 (SDM爷) 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为
=0.231+92.89 ,相关系数 r=0.999 8曰磺胺 喹啉渊SQ冤
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为 =0.288+108.65 袁 相关系数
r=0.999 8曰其中 代表磺胺类药物的峰面积袁 代表相
应磺胺类药物的浓度渊滋g/ml冤袁当磺胺类药物的浓度
为 0.01耀0.5 滋g/ml时线性关系良好遥
4.3 鸡蛋样品回收率

鸡蛋样品添加混合标准工作液后袁 经样品提取尧
净化尧HPLC检测袁结果见表 1遥
4.4 灵敏度

将混合标准工作液添加到空白鸡蛋匀浆中袁使每
克鸡蛋样品匀浆含磺胺类药物 0.005尧0.01尧0.025尧
0.05尧0.1 滋g袁应用本试验所建立的方法袁测得鸡蛋样
品中磺胺类药物最低检测限为 0.005 滋g/g遥
5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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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残留检测

目前国内外有关磺胺类药物在可食性组织尧鸡蛋
中的残留检测也有报道[1耀5]遥而本文建立的高效液相色
谱技术同时测定了鸡蛋中 9种磺胺类药物的残留遥该
法操作简便尧快速尧灵敏度高袁另外袁选择乙醇作为提
取液和流动相的组成袁而不是传统的乙腈尧二氯甲烷尧
甲醇等有毒溶剂袁减少了对环境和实验人员的毒害和
污染袁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检测方法遥
5.2 操作条件的选择

应用 HPLC检测药物残留量时袁选择合适的液相
色谱操作条件是至关重要的遥 在一定的柱温 渊室温
35 益冤下袁流动相的组分和流速直接影响到柱压袁进而
影响到组分的保留时间遥 本试验在前人工作的基础
上袁结合本实验室的一些具体条件袁通过改变流动相
混合物的组成尧比例与流速袁调节柱压和组分在色谱
柱中的分离效果袁使之出现了较佳的色谱峰和保留时
间(见图 1)遥
5.3 回收率

在空白鸡蛋样品中分别添加 0.025尧0.05尧0.1 滋g/g
的磺胺类药物袁 测得磺胺类药物的回收率均大于
83.0%袁这与文献[1原5]中报道的残留回收率接近袁符合检
测要求遥
5.4 灵敏度

将混合标准工作液添加到空白鸡蛋匀浆中,使每
克鸡蛋样品匀浆含磺胺类药物 0.005尧0.01尧0.025尧
0.05尧0.1 滋g, 测得鸡蛋样品中磺胺类药物最低检测限
为 0.005 滋g/g遥目前中国尧欧盟尧美国尧日本等对磺胺类
药物规定的最大残留限量(MRL)一般为 50耀100 滋g/kg,

另外,据 NY503922001叶无公害食品要要要鸡蛋曳中规定,鸡
蛋中磺胺类药物最高残留限量(MRL)规定为 100 滋g/kg遥
因此袁用本试验所确定的检测方法完全能满足多种磺
胺类药物残留检测的要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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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表中实测浓度值是以 5次的平均值(Mean)表示袁回收率值是以 5次的平均值依标准差值差(Mean依SD)表示遥

表 1 鸡蛋样品回收率测定结果

磺胺类药物

SD

SMR

SM2

SMM

SMD

添加浓度渊滋g/g冤
0.025
0.05
0.1

0.025
0.05
0.1

0.025
0.05
0.1

0.025
0.05
0.1

0.025
0.05
0.1

实测浓度渊滋g/g冤
0.020 8
0.043 3
0.090 5
0.021 3
0.044 3
0.091 5
0.021 5
0.044 8
0.093 2
0.022 6
0.046 1
0.094 5
0.021 2
0.044 9
0.092 6

回收率渊%冤
83.2依1.8
86.6依2.3
90.5依3.6
85.2依2.6
88.6依2.8
91.5依4.3
86.0依2.6
89.6依2.8
93.2依4.3
90.4依2.6
92.2依2.8
94.5依4.3
84.8依2.6
89.8依2.8
92.6依4.3

磺胺类药物

SMZ

SDM

SDM爷

SQ

添加浓度渊滋g/g冤
0.025
0.05
0.1

0.025
0.05
0.1

0.025
0.05
0.1

0.025
0.05
0.1

实测浓度渊滋g/g冤
0.021 2
0.043 8
0.093 4
0.021 7
0.045 2
0.094 8
0.020 8
0.042 9
0.090 1
0.022 2
0.045 2
0.092 9

回收率渊%冤
84.8依1.8
87.6依2.3
93.4依3.6
86.8依2.6
90.4依2.8
94.8依4.3
83.2依2.6
85.8依2.8
90.1依4.3
88.8依2.6
90.4依2.8
92.9依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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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胃微生物对纤维素类物质降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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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30571344）

纤维素类物质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可再生资源袁但
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袁 并不能为一般的家畜所利用袁
而草食类动物袁尤其是反刍动物袁借助其消化道的微
生物可以利用纤维素类物质遥反刍动物的瘤胃是其复
胃渊多室胃冤的组成部分之一遥 瘤胃中恒定的养分尧水
分尧酸碱度尧渗透压尧温度等为瘤胃微生物提供了良好
的生长环境袁是自然界发酵效率最高的发酵缸遥 瘤胃
微生物是一个复合菌群袁主要包括细菌尧真菌和原虫袁
它们能发酵和降解纤维素类物质遥研究瘤胃微生物对
纤维素类物质的降解对于充分利用可再生植物资源

有着重要的意义遥
1 纤维素类物质的结构特征

动物营养上所说的纤维素是指植物饲料中难以

降解的部分袁实际上并不是解剖的实体结构袁而是不
同分析方法下不溶解物质的残留袁类似于植物的细胞
壁遥 细胞壁具有一定的弹性与硬度袁存在于细胞质外
以界定细胞的形状遥在光学显微镜下可观察到有初生
壁尧次生壁和细胞间相临的中间层遥 细胞壁主要含有
纤维素尧半纤维素尧木质素尧果胶尧细胞壁蛋白尧蜡质尧
角质尧栓质等曰次生壁是初生壁部分细胞的厚化袁厚化
也标志着木质化的开始袁初生壁部分细胞木质化起始
于中间层渊Pravan 等袁1997冤遥 纤维素渊cellulose冤是由
D-型葡萄糖通过 茁-1袁4-糖苷键聚合而成遥 纤维素分
子链自我折叠和排序袁在其内部形成结晶区和非结晶
区袁而排列的有序和无序程度直接影响到纤维素酶的
降解遥 木质素不能为瘤胃微生物所利用袁且木质素还
与半纤维素等其它多糖以酯键尧醚键等化合键相连形
成更复杂的交连结构袁使得微生物难以利用与之相连
的多糖袁而经过瘤胃微生物芳香基酯酶水解后可以利
用袁但也会因为水解后木质素的积累影响附着袁以及

水解后产生的酚尧醛尧挥发酸类化合物毒害微生物袁降
低其纤维素降解酶活性遥不同的植物细胞壁因其成分
与结构不同袁可被降解和利用的程度也不同遥
2 瘤胃微生物对纤维素类物质的吸附

2.1 吸附过程

瘤胃微生物在纤维素类物质表面的吸附是降解

的起始袁 其吸附程度影响对纤维素类物质的降解袁并
有较高的相关性渊Bento等袁2005冤遥 吸附有 4个步骤院
淤瘤胃微生物向底物的运动曰于与底物的非特异性的
附着袁仅依靠范德华力的松散附着曰盂特异性附着袁依
靠细胞的特异性附着素曰榆微生物在纤维素上定植与
增殖袁形成菌落遥 微生物对底物的附着受多种因素的
影响袁如微生物的状态尧微生物之间的竞争尧植物种类
与表面积尧瘤胃内环境尧纤维素复合体酶等遥
2.2 吸附部位

黄色瘤胃球菌很快就附着在纤维素表面袁白色瘤
胃球菌表面有一层糖被物质袁对纤维素的吸附较为疏
松袁有一定的距离遥Latham等渊1978冤的研究结果表明袁
黄色瘤胃球菌附着在黑麦草的表皮层尧韧皮层尧未被
破坏的厚壁组织曰产琥珀酸丝状杆菌在这些部位附着
的速度较慢袁 主要附着于纤维性细胞壁和棉花纤维
渊Dinsdale 等袁1978冤遥 Akin渊1990冤研究显示袁瘤胃细菌
对牧草不同部位的消化程度依次为院叶肉尧韧皮组织>
表皮尧薄壁组织>厚壁组织>木质化纤维管木质部遥 真
菌附着于植物的厚壁尧维管束等木质化组织曰游动孢
子附着于脉管组织遥微生物对底物选择性的附着也是
不同微生物或不同菌种之间有协同与竞争作用的一

个方面遥
2.3 吸附影响因素

Weimer研究发现袁 降解速率常数与表面积呈强
烈正相关遥 增大表面积可以促进瘤胃细菌的附着曰真
菌对纤维素的降解是侵袭式的袁 其附着与片段大小尧
表面积关系不大遥

黄色瘤胃球菌的附着不受高浓度的蔗糖(5豫)尧温
度尧pH 值尧氧气尧代谢阻抑剂和 Na+缺乏的影响袁但与
二价离子渊Mg2+尧Ca2+冤的去除袁纤维素系列物渊甲基纤
维尧羧甲基纤维冤尧胱氨酸的存在有关遥 纤维二糖渊1豫冤

《饲料工业》·圆园园7年第 28卷第 14期 专 题 论 述

54



可强烈抑制产琥珀酸丝状杆菌的吸附 (Morris袁1988曰
Rasmussen袁1989)遥 溶纤维丁酸弧菌(Butyrivibrio Fibri鄄
solvens) 对高温和低温尧 高浓度的葡萄糖和纤维二糖
渊5豫冤尧羧甲基纤维素渊0.1豫冤尧氧化还原作用潜力尧pH
值尧一价离子的缺失尧膜 ATP 酶和莫能菌素等敏感曰
溶纤维丁酸弧菌在 100 益 受热时不再产生吸附袁附
着对二价离子渊Mg2+尧Ca2+冤的缺失尧2袁4-二硝基苯尧四
氯 N-水杨酰苯氨尧电子传递链的阻抑剂不敏感遥

在对黄色瘤胃球菌的附着研究中袁发现可能有几
个机制起作用袁主要的一个是与大的胞外多糖蛋白和
二价离子的相互作用有关袁 疏水键和酶可能也起作
用遥 研究表明袁胞外多糖蛋白在附着中起到一定的作
用袁在胞外多糖蛋白被修饰或变性的条件下袁黄色瘤
胃球菌尧白色瘤胃球菌尧产琥珀酸丝状杆菌 3种菌的
附着率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渊Pell 等袁1993冤遥

另外袁植物中的某些物质也对微生物的附着有影
响袁也因此影响其降解率袁如丹宁酸遥不同植物中的丹
宁酸因为结构的不同袁其对微生物附着的影响程度也
不同遥含羞草丹宁酸可降低附着率尧降解率袁作用机制
可能是该物质与纤维素结合或与酶结合袁 或其它机
制袁因此还需进一步研究遥 添加聚乙烯乙二醇或日粮
中添加胶质等富含多羟基化合物的物质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抵消这种负作用渊Bento等袁2005冤遥
2.4 吸附机制的研究

微生物附着机制研究的切入点有纤维素复合体尧
菌毛尧酶的结合域尧细菌糖被层的碳水化合物抗原决
定族等袁但对于其吸附机理尚无定论遥 附着程度一般
用附着率表示袁测定附着率有比浊法和同位素标记法
两种袁目前研究多用比浊法遥
3 瘤胃微生物纤维素酶与纤维素降解

3.1 瘤胃微生物纤维素酶

从纤维素类物质的组成和结构可以看出袁其被生
物降解的速率主要取决于院 木质素的物理屏障作用曰
纤维素本身的结晶结构曰 木质素降解产生的挥发酸尧
糠醛衍生物和酚类化合物对酶活性的影响遥然而瘤胃
微生物却有一套降解纤维素的酶系统和降解机制遥
1945年纤维素酶在天然纤维素中被发现之后袁 瘤胃
微生物能分泌纤维素酶且具有较强的纤维素降解能

力相继被发现, 并且被广泛地研究遥 瘤胃纤维素酶
渊cellulase冤是多组分复合酶袁主要包括院淤外切型葡聚
糖酶 渊EC援3援2援1援91冤渊exoglucanase袁exo-1尧4-glucanase冤

又称为 Cl酶尧微晶纤维素酶渊avicelase冤尧纤维二糖水
解酶(cellubiohydrolase)曰于内切型葡聚糖酶(EC援3援2援1援4)
渊Endoglucanase袁endo-1尧4-glucanase冤又称 Cx酶尧羧甲
基纤维素酶渊carboxymethyl cellulase袁CMC冤曰盂茁-葡萄
糖苷酶渊EC援3援2援1援21冤渊glycosidase袁1尧4-glucosidase冤遥纤
维素酶属于诱导型酶类袁其多组分的表达调控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过程遥 此外袁还有木聚糖酶渊xylase冤和果胶
酶及芳香基酯酶袁如羟基桂皮酸酯酶尧阿魏酸酯酶等遥
目前羟基桂皮酸酯酶只在真菌培养液中发现袁而阿魏
酸酯酶在细菌的培养中也存在遥
3.2 瘤胃微生物对纤维素的降解机制

内切型纤维素酶能分解尧膨胀纤维素和羧甲基纤
维素(不分解晶体纤维素),以随机方式内切纤维素聚
合体并产生纤维糊精尧纤维二糖及葡萄糖曰而外切型
纤维素酶能有效地降解晶体纤维素(对羟甲基纤维素
无效),以催化短链的还原性末端纤维二糖残基而将其
逐个切下;葡萄糖苷酶广泛存在于瘤胃微生物中,可水
解纤维二糖尧芳基-葡萄糖苷酸而产生葡萄糖等遥芳香
基脂酶,在纤维物质降解中从纤维物质中移去木质素,
为其它酶提供利用纤维素的位点遥纤维素酶复合体是
位于细胞表面的高分子尧 稳定的多酶复合体结构,在
纤维素的降解中很重要,对于空隙度小渊0.5耀5 nm冤袁瘤
胃微生物不能游走袁也难以附着的木质素与半纤维素
的交连网络结构来说袁利用纤维素酶复合体分解纤维
素无疑是一个好的方式渊Bayer等袁1986冤遥
3.3 瘤胃中纤维素酶间的协同作用

瘤胃微生物的纤维素酶为复合酶类袁包括胞内酶
和胞外酶两种袁 这些酶对不同底物有不同活性 遥
Wi1son渊1994冤发现袁在 Neocallimastix frontaLis RK21
的滤出液中至少有 3种不同的酶遥对棉花纤维产生活
性的主要是由一种具有葡萄糖内切酶活性尧 茁-葡萄
糖苷酶活性的高分子化合物及另一种酶组成遥在对结
晶纤维素的降解中袁高分子化合物中的成分间及该化
合物与低分子量的葡萄糖内切酶和 茁-葡萄糖苷酶间
有明显的协同作用遥
4 降解纤维素的主要瘤胃微生物

4.1 瘤胃细菌

就分解纤维素的细菌而言袁瘤胃中主要有白色瘤
胃球菌 (Ruminococcus albus)尧 黄色瘤胃球菌 (Ru鄄
minococcus flavefaciens)尧 产琥珀酸拟杆菌(Bacteroide
succinogenes)尧溶纤维丁酸弧菌(Butvrivibrio fibrisol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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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锁头丁酸杆菌等遥对纤维素分解起主要作用的细菌
是前 3种袁其中产琥珀酸拟杆菌是由 Hungate首次分
离的遥Montgomery渊1988冤在 16sRNA分析中发现袁从系
统发生学上其与拟杆菌属并不密切袁因此袁重新将其
命名并建立新属渊Fibrobacter冤为产琥珀酸丝状杆菌袁
其栖居于瘤胃袁而新发现的肠道丝状杆菌渊Fibrobacter
intestinalis冤主要栖居于非反刍动物的盲肠袁两种菌的
区分在于是否利用生物素袁而非栖居位置遥 这也说明
了以遗传物质为基础的研究与传统培养研究方法之

间的互补性遥
4.2 瘤胃真菌

自 1975年 Orpin等首先证明瘤胃内有真菌存在
以来袁到 2000年已有 15种厌氧真菌被分离出来遥据游
走孢子的形态和真菌菌丝的形成方式袁 不同菌属的游
走孢子可分为单鞭毛和多鞭毛两类袁 根据其植物性生
长体又将其划分为多中心和单中心两个类型遥其中袁多
中心类型真菌主要包括 Orpinomyces 和 Anaeromyces
两个属袁单中心类型主要包括 Neocallimastix尧Promyces尧
Caeomyces 3个属遥 单中心类型真菌的生长模式分为
游离孢子期和营养期袁较为简单曰而多中心类型则较
为复杂遥 真菌也能分泌降解纤维素的纤维素酶袁且酶
的活性在所有瘤胃微生物中最高袁 其芳香基酯酶袁如
羟基桂皮酸酯酶尧阿魏酸酯酶等袁除有从纤维物质中
移去木质素的作用外袁其真菌的假根还可以穿透细胞
壁深入植物组织内部袁 到达细菌不能到达的颗粒内
部袁降解能力很强遥 在粗饲料增加时袁真菌量增加袁也
说明了真菌对纤维素降解的强大功能 渊Orpin 等袁
1977冤遥因此袁利用瘤胃真菌降解纤维素也成为研究的
亮点遥 但瘤胃真菌进行分离尧纯化和培养程序繁琐且
条件苛刻袁故与瘤胃细菌相比较瘤胃真菌的研究进展
较慢遥尽管瘤胃真菌的纤维素降解酶活性高于瘤胃细
菌袁但其数量最多是瘤胃细菌的百万分之一袁用最大或
然数法估计真菌生物量为每克瘤胃液 106个渊Orpin等袁
1977冤遥 用几丁质标记测得瘤胃真菌生物量为总瘤胃
生物量的 8%遥
4.3 瘤胃原虫

很久以来人们就知道瘤胃中内毛目的某些个体较大

的原虫能吞噬和消化纤维素,并利用其降解产物合成胞内
多糖(Coleman袁1992),不同虫种的吞噬能力各异(Jouany等,
1994)遥真双毛目原虫(Eudiplodinium maggii)平均单个虫
体吞噬生物学颗粒(如细菌)速率为 148 ng/min,消化速

率为 320 pg/min,降解产物可用于合成淀粉果胶袁合成
速率为 62 pg/min,最大可达 40 ng/min,如果提供等份
的淀粉与纤维素袁虫体吞噬纤维素的速率是吞噬淀粉
的 25倍渊Coleman袁1992冤遥 除内毛属原虫渊Entodinium
Spp冤外袁所有的内毛目原虫渊Entodiniomorphid冤体内都
含有纤维素酶袁其中纤维素酶活性最高的原虫为 Eu鄄
diplodinium maggii尧Epdinium ecudatum cudatum尧Os鄄
tracodinium obtusum bilobum渊Coleman袁1985冤遥 以瘤胃
内容物不同区系中释放的羧甲基纤维素酶量为评定

参数袁 与驱逐原虫的绵羊的总纤维素酶活性相比袁瘤
胃只存在真双毛虫的总纤维素酶活性是其的 2.9~4.2
倍袁且 70%的纤维素酶活性来源于原虫曰而在绵羊瘤
胃中只有非纤维素分解活性的原虫情况下袁65%的纤
维素酶活性归属于细菌遥
4.4 瘤胃微生物间相互关系

Annick渊1992冤用 3种瘤胃厌氧真菌(Neocallinastix
fronlatis MCHS尧Piramyces communis FL和 Caecomyces
communis FG-10)和 2种瘤胃纤维细菌要要要黄色瘤胃

球菌 007和产琥珀酸丝状杆菌单独接种或真菌与细
菌一起接种袁发现共同作用的降解效果与细菌单独作
用的效果相当袁 比单独接种真菌要好曰N援frontli或 P.
communis 与黄色瘤胃球菌 007共同接种时比单独接
种的效果明显要好曰黄色瘤胃球菌 007对 2种真菌都
有拮抗作用遥 相反袁2种真菌与产琥珀酸丝状杆菌则
无明显的作用遥 纤维素的降解在 C.communis与黄色
瘤胃球菌 007共同作用下比各自单独作用的效果好曰
C.communis与产琥珀酸丝状杆菌共同作用的降解效
果与细菌单独作用的降解效果相当袁但比单独接种真
菌的要好遥

真菌和氢营养细菌之间的互作表现在产甲烷菌

的参与会提高真菌降解纤维的能力袁能加强真菌抵抗
莫能菌素和拉沙霉素的抑制作用遥

在去纤毛虫情况下袁真菌数目的增加袁可能是由
于不存在纤毛虫吞食真菌孢子的缘故遥但原虫的去留
对纤维素降解程度的影响的研究结果不尽一致遥 因
此袁虽然原虫吞噬一定数量的细菌袁但是在这个近乎
完美的微生物和谐共存尧协同工作的体系中袁是否驱
逐原虫还当谨思慎行遥

细菌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多有报道,如把产琥珀酸丝
状杆菌和反刍月形单胞菌(Selenomonas rumin antium袁不
分解纤维细菌)共同培养于以纤维素为碳源的液体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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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基中袁发现产琥珀酸丝状杆菌分解纤维的产物渊如
水溶性纤维糊精冤袁反过来又促进了纤维菌的作用遥
5 瘤胃微生物遗传物质与纤维素相关的研究

由于可以培养菌的种类及培养技术的限制袁使得
对降解纤维素的微生物的研究受到束缚遥近年来新兴
的以研究瘤胃微生物遗传物质为基础的分子生物学

技术袁直接以其遗传物质为研究对象袁为瘤胃中不同
种类纤维素降解微生物的鉴定尧分类尧量化乃至改造
以及调控微生物增加对纤维素类物质利用等的研究

拓宽了思路遥
5.1 基因工程菌及再植入

白色瘤胃球菌的纤维水解酶已成功地在大肠杆

菌上表达渊Gary袁1988冤曰厌氧瘤胃真菌 Neocallimastix
patricirum 的多功能纤维素酶基因也已在大肠杆菌上
克隆渊Xue等袁1992冤遥 Krause渊2001冤用 16sRNA探针技
术检测能高效分解纤维素的瘤胃球菌在瘤胃接种后

的定植能力和对纤维的降解能力袁结果表明袁一旦停
止接种袁 接种的菌种马上下降到正常水平遥 16srDNA
序列作为示踪指示器表明袁接种的瘤胃球菌存活不到
3周袁说明接种菌群在瘤胃生物体系中的存活能力不
强渊McSweeney等袁1999冤遥 瘤胃内的稳定内环境袁使得
其微生物体系也较为稳定袁 人为地导入其它微生物
渊包括转基因菌种冤袁存活率都不高袁存活时间也不长遥
这也是目前转基因微生物如何利用的一个难题遥溶纤
维丁酸弧菌通常被用来作为导入木聚糖酶的载体袁主
要由于它是瘤胃的优势菌袁 又能广泛利用多种底物
渊Weimer袁1996冤袁在瘤胃中生存能力较强遥使用目标菌
株的固有表达信号修饰后的外源酶袁改善了外源酶由
于不同细胞间信号不同而表达量低的问题袁经修饰的
木聚糖酶在溶纤维丁酸弧菌 OB156中的表达与分泌
良好袁该修饰菌体外表现较好袁在与瘤胃球菌共同培
养时袁使木聚糖酶降解能力增加渊Xue 等袁1997冤遥
5.2 基因组文库和克隆测序文库构建

基因组文库构建是对瘤胃微生物潜在优秀基因

保护的良好措施之一遥 安登第(2003)构建了牦牛瘤胃
微生物宏基因组文库;而且结合 PCR建立了牦牛和晋
南黄牛 16srDNA 克隆文库,通过测序比较发现袁牦牛
瘤胃微生物中多为纤维素分解菌,而晋南黄牛的淀粉
降解菌序列较多遥 Koike等渊2003冤通过 16srDNA序列
分析袁研究附着于鸭茅和苜蓿干草茎的绵羊瘤胃微生
物袁 测序的 92个序列对应的瘤胃细菌主要属于噬纤

维-黄杆菌-拟杆菌门 渊Cytophage-Flavobacter-Bacte鄄
rioides冤和低革兰氏阳性菌门渊Low G+C Gram Positive
Bacteria袁现在为厚壁菌门冤袁分别占序列总数的 43%
和 44%遥
5.3 DNA指纹技术

虽然 16sRNA 和 16srDNA 序列分析是鉴定微生
物群落的有效研究办法,但费时费力,且难以用于复杂
瘤胃菌群的动态研究遥DNA指纹技术如 SSCP尧DGGE尧
TGGE等与 PCR技术的结合简化了克隆尧 测序等环
节,利用菌群的遗传表征直接再现微生物的多样性和
动态变化遥 Kocherginskaya(2001)等利用 DGGE/PCR技
术研究了去势公牛在玉米和干草两种日粮条件下瘤

胃微生物区系的变化袁结果表明袁采食玉米日粮的公
牛瘤胃微生物菌群更为多样遥
5.4 方法组合策略

DGGE 等指纹技术虽然可以再现微生物的多样
性和动态变化,但不能提供对应条带的微生物信息,因
此还需将指纹技术与 16srRNA测序分析相结合,以获
取目标条带微生物的完整信息遥 孙云章等(2005)利用
DGGE/PCR技术,并结合 16srRNA序列分析不同纤维
底物情况下,微生物区系组成与变化特征作了研究,结
果表明:附着于不同底物的微生物培养 10 min耀6 h的
DGGE图谱相似形很高袁 在 12 h后图谱显著变化曰序
列分析表明 72个克隆中有 2个与基因库已知序列相
似形大于 97%袁其余均低于 97%遥

为了取长补短袁 研究者们曾用过多种组合策略袁
如克隆文库尧测序+RFLP渊Crump等袁1999冤曰克隆文库尧
测序+分子杂交+DGGE渊Moeseneder等袁1999冤曰克隆文
库尧测序+分子杂交+传统培养+T- RFLP渊Dunbar 等袁
2000冤等遥Dunbar等渊1997冤认为袁克隆文库与其测序或
RFLP的结合是最好的反映类群多样性与类群比例的
方法遥但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袁若种群比例为 10%袁估
计误差将达到 50%袁而且袁微生物中的弱势群体也很
难在试验中被检出遥不同的方法组合在一定程度上能
反映瘤胃微生物的类群及变化信息袁但对于复杂的瘤
胃微生物体系而言袁也只能进行部分研究袁其中还不
乏偏颇遥 因此袁对瘤胃微生物的研究在方法的完善上
尚需进行大量探索遥
6 瘤胃微生物对纤维素降解的影响因素

在瘤胃微生物对纤维素物质的降解过程中袁从细
胞附着到酶的分泌直至纤维素的降解袁每个环节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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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诸如菌体状况尧菌群尧饲养制度尧瘤胃环境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遥 对于附着的影响已作描述袁不再赘述遥
6.1 微生物的种类

就分解纤维素的细菌而言,白色瘤胃球菌尧黄色瘤
胃球菌尧产琥珀酸拟杆菌体外培养必须有瘤胃液才能
生存, 因为它们需要一些其它菌降解产物提供的支链
挥发性脂肪酸(Hungate,1969),而这些支链脂肪酸来源
于不同的氨基酸降解菌,如巨型瘤胃球菌(M.elsdenii)和
厌氧消化链球菌(Peptostreptococcus anaerobius)遥因此袁
混合培养条件下维生素的降解率相对较高遥
6.2 饲养制度

日粮改变尧精粗饲喂顺序的改变都会导致纤维素
降解率的改变遥日粮的精粗比对微生物区系的影响明
显袁 精料比例的增加往往导致瘤胃内 pH值的迅速下
降袁 抑制适合生存于 pH值为 5.5耀7.15的纤维素降解
菌的生长袁导致纤维素降解率的下降遥 结晶度对消化
率和滞留时间的影响较小遥 用 72豫耀77豫的磷酸使结
晶纤维膨胀后袁底物比原底物的反应速度略快遥 尽管
处理后纤维的结晶度下降袁空隙率增大袁但是用更高
的磷酸处理则会使得反应速度变慢遥发酵速率下降是
因为纤维类型部分从类型 I转化为同质异晶的类型
域袁因为类型域纤维素的发酵速度慢袁而且要经历较
长滞留时间袁加之瘤胃微生物在纤维细胞结构转化后
有适应过程遥
6.3 瘤胃理化状况

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及离子状况都对纤维素降解

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遥 如 1%的葡萄糖能抑制纤维素的
降解袁原因可能是高浓度的葡萄糖抑制了纤维素酶的
合成袁降低了对纤维素的降解作用渊陈今庆等袁2002冤遥
各种影响因素对瘤胃微生物降解纤维素产生作用的

影响机制和量化程度并不明了袁对瘤胃微生物对纤维
素降解的利用和调控方面还缺乏可靠的依据遥
7 结语

瘤胃微生物对于纤维素的降解作用已经得到充

分证明袁但对于其菌种的鉴定尧作用机理尧区系特点及
对底物的吸附机制尧特点曰瘤胃真菌的定量曰纤维素降
解的调控方法等都还不甚明了遥对瘤胃微生物降解纤
维素的研究是我们对其有效调控的基础袁以实现对纤
维素类物质尧瘤胃微生物尧纤维素酶的有效利用袁如充
分利用植物饲料资源尧提高反刍动物的生产力尧开发
新型纤维素酶饲料尧 以及处理环境的有机垃圾等袁是

实现以人为本而又和谐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的

大战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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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的胃肠道内具有高密度的微生物菌群袁从胃中
的 7~9 logCFU/ml到小肠末端的 9 logCFU/ml袁结肠可
达 10~11 logCFU/ml遥 进行微生物种属鉴定袁主要的属
包括乳杆菌尧链球菌尧片球菌尧梭菌及双歧菌等袁其中
乳杆菌的益生功能及较多数量使其成为最重要的一

类菌种遥现已从猪的粪便尧小肠尧盲肠和直肠内分离得
到不同浓度的麦汁乳杆菌尧肠乳杆菌尧卷曲乳杆菌尧植
物乳杆菌尧嗜酸乳杆菌尧胃乳杆菌等遥在仔猪饲料中具
有应用潜力的益生菌株的筛选标准包括院淤分离于合
适的菌群栖息地曰于益生菌株的安全性曰盂体外菌种
鉴定曰榆菌种适应性曰虞在混合菌种中的高水平繁殖
率曰愚在宿主中的存活力和定植力曰舆产生抑制病原
菌的物质遥综合考虑益生菌在动物体内的生存环境以
及饲料的加工工艺袁本文详细介绍评定益生乳杆菌在
断奶仔猪饲料中应用潜力的几个重要指标以及指标
的测定方法袁以便于今后的科学研究更好地发现并鉴
定出优良的应用于饲料工业的益生乳酸菌菌株遥
1 菌株对于高酸度 pH值的适应性测定

待测菌株在 MRS液体培养基中 30 益或 37 益过
夜培养曰以 1豫的接种量接种于新鲜 MRS培养基中恒
温静止培养 18 h曰在 4 益下 5 000伊g离心 10 min,菌体
沉淀用磷酸盐缓冲液 PBS(10 mM 磷酸二氢钠尧10 mM
磷酸氢二钠尧130 mM氯化钠袁pH值 7.2)洗涤 1次曰菌
体悬浮于 PBS袁溶液浓度为 10 logCFU/ml袁调 pH值分
别为 1.0尧2.0尧3.0尧4.0和 5.0,培养 1尧2尧4 h曰将培养后的
菌液梯度稀释至合适浓度,菌液均匀涂抹于 MRS固体
平板上,计算细胞的存活率 logCFU/ml(0< <10)遥 试验
重复两次袁每一个数据都是基于 3次观察所得数据的
平均值遥

根据每种菌株在各个 pH值条件下的存活时间比
较菌株之间的差异袁选择耐酸的优良菌株遥
2 菌株的抗热性测定

待测菌株于 MRS液体培养基中 30 益或 37 益静
止培养 18 h;浓缩菌液,将 5 ml沉淀的菌液重悬于0.5 ml

MRS培养基中袁浓度为 10 logCFU/ml曰将菌液转移至
毛细玻璃管内袁70 益热击 10 s袁而后 10 益冷却 5 min袁
菌液涂板于 MRS固体平板上遥 重复 3次计算平均的
菌株细胞存活率遥

菌株的抗热性也经常通过将乳杆菌与猪饲料混合
后来测定院稳定期收获的细胞用 pH值 7.0尧浓度 50 mM
的磷酸钾缓冲液洗涤 2次袁细胞沉淀重悬于双蒸水中
至 OD620nm为 0.2袁浓度约 9 logCFU/ml曰菌液以 10%接
种于 5 g猪饲料; 将 0.5 g混合物转移入毛细玻璃管
内,70 益热击 10 s袁然后 10 益冷却 5 min袁菌液涂板于
MRS 固体平板上遥 根据菌株热击后的细胞存活率

logCFU/ml渊0< <10冤由高到低来筛选抗热性菌株遥
3 菌株对胃肠道模拟液的适应性测定

胃模拟液的制备院125 mM NaCl尧7 mM KCl尧45 mM
NaHCO3尧3 g/l 胃蛋白酶渊来源于猪的胃粘膜冤遥

肠模拟液的制备院0.1% 胰液素 渊来源于猪的胰
腺冤尧0.15% 牛胆汁盐袁调 pH值 8.0遥

胃模拟液的适应性测定院收获稳定期的待测菌株
细胞,8 000伊g离心 10 min, 菌体沉淀用生理盐水洗涤曰
重悬于 50 ml胃模拟液,菌株细胞浓度约 10 logCFU/ml;
pH 值分别调至 2.0尧3.0和 8.0;37 益严格厌氧培养,并
轻微震荡培养以模拟胃的蠕动;分别取培养 0尧90 min和
180 min的菌液涂板计算菌株细胞存活率 logCFU/ml
渊0< <10冤遥

肠模拟液的适应性测定院收获在胃模拟液中培养
180 min的菌株细胞袁 重悬于肠模拟液曰 悬浮液置于
37 益严格厌氧培养曰 分别取培养 0尧90尧180 min的菌
液涂板计算菌株细胞存活率 logCFU/ml渊0< <10冤遥

经过胃肠道模拟液后袁一般菌株的细胞存活率都
会有所下降袁但只要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即可遥 细
胞存活率越高袁菌株经过猪胃肠道消化后到达小肠和
结肠的数目就会越多遥加入保护剂或者将细胞制备成
高密度可繁殖细胞形式袁 或者加入抗菌代谢物质袁都
可以增大菌株细胞的存活率遥饲料本身就是菌种的一
种保护剂遥
4 菌株的抑菌性测定

分别测定细胞和无细胞的上清培养液的抑菌活

性袁来鉴定细胞还是细胞代谢产物具有抑制病原菌活
性遥 无细胞的上清培养液制备院待测菌株培养于 MRS
培养基中,收获后使用 8 000伊g离心 10 min,无细胞的
上清液可直接用于检测试验或将上清液用 1 M Na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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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pH值至 6.5~7.0袁再用 0.5 mg/ml 过氧化氢酶处理遥
细胞液制备通过使用菌株对胃肠道模拟液抗性的试

验方法得到遥
作为指示菌的病原菌一般选择大肠杆菌 K12尧鼠

伤寒沙门氏菌 ATCC 6994尧 猪痢疾短螺旋体 ATCC
27164尧 产气荚膜梭菌 Type A strain 22G尧 葡萄球菌
ATCC 25923等遥 对于不同的指示菌采用指定的培养
基袁 如 pH值 7.0的 LB培养基用于大肠杆菌 K12和
鼠伤寒沙门氏菌 ATCC 6994等遥 指示菌均匀涂板于
相应的固体平板袁浓度达 4 logCFU/ml遥 在固体平板上
放置直径为 5 mm的牛津杯袁其中加入经过胃肠道模
拟液处理的细胞液袁或无细胞的上清培养液遥 平板置
于 4 益放置 4 h袁以利于抗菌物质的充分扩散遥37 益厌
氧培养 24 h后计算抑菌圈的大小袁 以氯霉素作为阳
性对照遥
5 菌株的抗生素抗性测定

待测菌株的抗生素抗性采用药敏纸片法测定遥待
测菌株稀释至合适浓度后均匀涂于 MRS固体平板袁

将含有一定浓度各种抗生素的药敏纸片置于平板中

央,30 益或 37 益培养 24 h,测量产生的抑菌圈的直径,
从而判断待测菌株对某种抗生素敏感还是具有抗性遥
常用此方法来检测的抗生素包括氨苄青霉素尧万古霉
素尧氯霉素尧四环素尧链霉素尧新霉素尧卡那霉素等遥
6 菌株的抗冻性测定

待测菌株在冻结培养物中的生存能力在冻结前尧
后都进行测定遥将装有待测菌液的螺帽玻璃管在室温
条件下每周解冻 1次袁随后将菌液用 PBS溶液进行梯
度稀释袁涂板检测细胞存活率遥

总之袁 益生乳杆菌应用于饲料中的一个最重要
的条件就是菌株在通过动物消化道过程中具有较高

的存活率遥 待测菌株如果能够适应体内的胃肠道液
体,具有天然的肠道定植能力而成为优势菌群袁并且
具有抑制病原菌特性袁 以及在饲料的加工贮藏中仍
能够保持较高的存活率袁 这样的菌株将具有很大的
开发潜力遥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海带是褐藻门尧海带目尧海带科尧海带属的一种大
型海藻袁生长在海底的岩石上袁形状像带子袁因此得名
海带袁别名纶布袁药用称昆布袁为一种大型食用藻类遥
海带在我国有着比较悠久的食用历史袁具有丰富的营
养价值和多种生物学功能遥近年来随着养殖业的不断
发展袁 绿色饲料添加剂资源的开发逐渐被人们关注遥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带生产国袁海带作为绿色饲料
添加剂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遥
1 海带的营养成分及活性物质

海带不仅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渊见表 1冤袁还含有
维生素 A尧B尧C及微量元素硒尧钴尧铬等营养成分袁同
时海带还含有大量的非含氮有机化合物以及未知的

促生长素遥海带中所含有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多以有
机态的形式存在,不易被氧化,便于动物吸收,其效应

和动物吸收能力优于无机矿物质;脂肪酸大部分为不
饱和脂肪酸,约占脂肪酸总量的 50%耀70%,主要是亚
麻酸尧次亚麻酸和二十碳五烯酸(耘孕粤)等必需脂肪酸遥
海带是地球上含碘最丰富的食物之一,所含碘量是紫
菜的 13倍尧发菜的 20倍尧鸡蛋的 2 500倍尧一般海洋
动物的几十至几百倍尧 淡水鱼类和一般蔬菜的几千
倍,而且海带中的碘有 80%为可直接吸收利用的有机
活性碘遥 海带同时还含有生物活性物质袁最主要的是
海带膳食纤维和海带多糖遥

表 1 海带营养成分

营养物质
粗蛋白渊g冤
粗脂肪渊g冤
碳水化合物渊g冤
钾渊g冤
铁渊g冤
钙渊g冤
碘渊g冤
铜渊mg冤
锌渊mg冤

含量
8.2
0.1

56.2
4.36
0.15
1.18
0.34
0.25
2耀10

注院1.海带营养成分含量按每100 g干物质计曰
2.碳水化合物中含粗纤维 9.8 g尧甘露醇 17 g尧褐藻酸 24 g遥

赵京辉，广东海洋大学农学院动物营养专业，524088，广东
海洋大学 24裕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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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现海带中主要有 3种多糖袁即褐藻胶尧褐藻
糖胶和海带淀粉遥 褐藻胶一般指褐藻酸盐类袁是由 琢-
1袁4-L-古罗糖醛酸和 茁-1袁4-D-甘露糖醛酸为单位
构成的嵌段共聚体袁不含蛋白质曰褐藻糖胶主要成分
是含 琢-L-岩藻糖 4-硫酸酯的多聚糖袁同时还含有不
同比例的半乳糖尧木糖尧葡萄糖醛酸和少量的结合蛋
白质曰海带淀粉又名昆布多糖袁是由葡萄糖组成的葡
聚糖袁主要由 1袁3糖苷键连接而成遥 褐藻胶和褐藻糖
胶是细胞壁的填充物质袁 海带淀粉存在于细胞质中遥
海带多糖具有多种生物活性袁如抗病毒尧抗肿瘤尧抗辐
射尧抗突变尧抗氧化和增强免疫力等遥
2 海带的营养生理作用

2.1 维持体内酸碱平衡

海带属于碱性食物袁富含碘尧铁尧钙等营养元素袁
可有效调节血液酸碱度袁避免体内碱性元素渊钙尧锌冤
因酸性中和而被过多消耗遥
2.2 降低血压

海带中含有的必需氨基酸种类齐全袁同时还含有
一种特殊结构的氨基酸要要要褐藻氨酸(2-氨基-6-三甲
氨基己酸),它具有降压尧调节血脂平衡的作用遥胡颖红
等渊1997冤研究发现袁海带能有效降低自发性高血压大
鼠动脉收缩压遥侯毓礼等渊1984冤用海带根提取的多糖
成分饲喂狗和小鼠袁观察其对试验狗血压和心率及对
小鼠中枢神经的影响袁结果表明袁海带根提取的多糖
具有降压尧减慢心率尧镇静等作用遥降压机制可能是对
琢受体的抑制而扩张外周血管袁减慢心率遥 海带中含
有膳食纤维中的褐藻酸钾袁能排除多余钠离子袁调节
机体的钠钾平衡袁降低机体对钠的吸收袁从而起到降
压的作用遥褐藻酸钾在胃酸作用下分解为褐藻酸与钾
离子袁在十二指肠处褐藻酸又与钠离子结合成褐藻酸
钠袁经粪便排出体外袁钾离子则被十二指肠吸收遥小动
脉壁内钠含量的减少使小动脉平滑肌对去甲肾上腺

素等升压物质反应减弱袁从而起到降压作用遥
2.3 降低血脂

海带在肠道中还能将食糜中的脂肪带出体外袁具
有良好的降脂尧降胆固醇的作用遥 何伟等渊1999冤用碱
提醇沉法提取海带纤维袁 并观察其对大鼠血脂的影
响袁研究发现袁海带纤维有降血清甘油三酯渊TG冤尧胆固
醇渊TC冤及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渊HDL-C冤的作
用遥也有研究发现袁用海带多糖多次灌喂高血脂鸡袁能
明显抑制高血脂鸡血清总胆固醇尧甘油三酯含量的上

升, 并能减少鸡主动脉内膜粥样斑块的形成及发展遥
海带中含有的纤维素可以和胆汁酸结合排出体外,减
少胆固醇合成遥 谢露(2000)比较了加钙海带制剂与单
纯海带制剂对试验性高脂血症动物的影响,结果表明,
钙与海带对血脂代谢调节具有协同作用,钙能增强海
带降低 TG尧LDL-C浓度和升高 HDL-C浓度的作用遥
2.4 降低血糖

唐天华渊1999冤等研究发现,海带多糖可降低四氧
嘧啶诱导的糖尿病小鼠的血糖浓度袁其机制可能是减
弱四氧嘧啶对胰岛素 B细胞的损伤作用渊四氧嘧啶引
起高血糖是通过损伤小鼠胰岛素 B细胞, 从而影响胰
岛素的分泌而实现的冤袁 也可能是抑制糖原分解及促
进糖利用而降低血糖, 其确切的作用机理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遥
2.5 提高机体免疫力

大量的试验表明袁海带多糖能在多个层面以多条
途径对免疫系统发挥调节作用袁包括对各类免疫细胞
的调节尧对细胞因子的调节尧对补体的调节等遥有研究
发现袁海带多糖和海带硫酸多糖能够显著提高免疫力
低下小鼠的胸腺指数尧 脾指数及外周血白细胞数袁这
表明二者能恢复由环磷酰胺引起的免疫力低下小鼠

的免疫功能遥 在 C3H/HeJ小鼠中袁海带多糖能促进腹
膜巨噬细胞分泌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原1琢和释放肿
瘤坏死因子袁可提高脾脏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袁这表
明海带多糖具有增强细胞免疫的功能袁同时还可增加
免疫低下小鼠血清和脾细胞溶血素的含量遥也有研究
表明袁 海带多糖中的褐藻糖胶可对红细胞溶解产生
50豫的抑制作用袁但是褐藻糖胶硫酸化的程度并不影
响其对补体旁路渊APC冤的作用遥
2.6 抗氧化性

海带多糖具有抗脂质过氧化作用遥阎俊等渊2003冤
研究表明袁海带多糖能够使小鼠脑组织中脂质过氧化
产物要要要丙二醛渊MDA冤和氧化型谷胱甘肽渊GSSG冤的
含量明显降低袁使还原型谷胱甘肽渊GSH冤的含量和其
它 3种抗过氧化物酶的活性提高遥
2.7 海带的其它生理作用

海带中含有较多的色素渊藻黄素尧胡萝卜素等冤和
碘尧氯尧钠等成分袁用海带配制饲料饲喂畜禽袁可明显
改善畜禽肉尧蛋尧奶的品质遥 此外袁海带表面还有一种
白色粉末要要要甘露醇袁具有良好的利尿作用袁用于治
疗肾功能衰竭尧药物中毒尧浮肿和腹水等曰海带中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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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酚(VE)和碘能够提高动物的受孕率和产仔数遥 海带
还含有一些生物活性激素和促生长因子,可促进机体
物质代谢和消化吸收,促进生长遥 不仅如此袁海带还含
有丰富的亚油酸尧卵磷脂等营养成分袁具有健脑的功
能袁海带中的磺类物质袁更是大脑中不可缺少的成分遥
3 海带在畜禽养殖中的应用

海带作为一种新型绿色饲料添加剂能够有效改

善饲料的营养结构袁提高饲料利用率袁改善动物产品
质量袁提高动物的抗病和抗应激能力等袁具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遥
3.1 在鸡生产中的应用

在蛋鸡日粮中添加海带粉袁可以提高其产蛋率和
改善鸡蛋品质遥 刘永钢(1989)报道,在蛋鸡日粮中添加
2%耀6%海藻粉,结果试验组鸡蛋的蛋白高度尧哈夫单
位及蛋黄色素均有所提高,尤其是鸡蛋含碘量大幅度
增加遥 刘刚(1995)在蛋鸡日粮中分别加入 2豫尧4豫尧6豫
的海带粉,试验组产蛋率比对照组提高 8.35豫尧13.56豫
和 19.17豫袁 淘汰死亡率下降 0.9豫尧1.1豫和 1.1豫曰以
4%耀6%海带粉配制饲料饲喂产蛋鸡,7 d内蛋中含碘
量提高 15%耀30%;以 8%的比例配料,既可使鸡的产蛋
率提高 20%耀30%, 又可使鸡蛋品质和蛋壳厚度变优遥
海带粉对肉鸡的生长也有积极的作用, 孟昭聚(1996)
在试验组肉鸡日粮中添加 2豫的海带粉, 试验组 8周
龄肉鸡出栏成活率提高 4.1豫 , 出栏平均体重提高
10豫袁料肉比可降低 7%遥 韩丽君等(1998)用海带和马
尾藻混合的海藻粉进行喂养肉鸡试验,海藻粉的添加
量分别是 1%尧2%和 4%,经过 10周的喂养,肉鸡的增
重速度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6%尧12%和 18%, 肉鸡每增
重 1 kg比对照组分别节约 0.32尧0.72 kg和 0.43 kg饲
料遥姜锦鹏等渊1999冤报道袁在 0耀54日龄的商品代肉鸡
日粮中添加 2%耀5%的野生海藻粉袁 肉鸡的生长速度
比对照组提高 5%耀10%袁料耗降低 2%耀4%曰在产蛋鸡
日粮中添加 3%耀5%的野生海藻粉不影响产蛋鸡的生
产性能和产蛋率袁但蛋重均有所提高袁蛋中碘含量提
高 2耀3倍遥
3.2 在猪生产中的应用

日粮中添加海带粉袁不仅具有促进生长育肥猪生
长发育的作用袁 同时能够提高饲料利用率遥 刘永钢
(1989)在生长育肥猪日粮中加 2%海藻粉,前期促生长
作用明显,日增重提高 11.6%,饲料转化率提高 4.9%遥
姜锦鹏等(1999)在生长育肥猪的日粮中加入 3%耀5%

的野生海藻粉,不影响其适口性,可使猪的平均增重提
高 5%耀10%,头均耗料降低 4%耀8%,头均产品成本降
低 14%耀30%遥高和坤等(2000)报道,在生长育肥猪日粮
中分别添加海藻粉 4%和 6%,第一批试验,增重率分别
比对照组提高 9.39%和 11.82%, 耗料降低 7.7%和
6.6%,经济效益提高 14.09%和 13.90%曰第二批试验,增
重率比对照组提高 4.46%和 6.65%,耗料降低 3.98%和
7.10%,经济效益增加 19.66%和 32.06%遥 海带粉对断
奶仔猪的生长也有积极的作用遥 孟昭聚(1994)在断奶
仔猪日粮中添加 2%海带粉, 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日
增重提高 23.62%,饲料转化率提高 13.32%袁毛利增加
84.29%遥 程泽信等渊2003冤在断奶仔猪日粮中加入 1%
和 3%的海带粉,结果表明袁试验组断奶仔猪日增重提
高 2.12豫和 8.89豫袁 饲料利用率提高 2.01豫和 3.75豫袁
经济效益增加 4.38豫和 12.68豫遥
3.3 在其它动物生产中的应用

日粮中添加海带粉不仅对鸡尧猪等畜禽有一定的
积极作用袁而且对其它动物的生长发育尧繁殖能力及
肌肉品质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遥 有研究报道袁在加腊
鱼饲料中分别添加 5%的裙带菜和褐藻, 鱼的生长率
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18.9%和 14.4%, 但添加 10%时无
显著影响遥
4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淤 近年来海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药用价值
上袁在畜牧业上的研究较少袁而且对畜禽的具体作用
机理及作用效果研究较少遥因此有必要对海带在畜禽
生产上的作用机理及效果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遥

于 海带中含有多种活性因子袁 但是目前研究主
要集中在海带多糖和膳食纤维上袁其它活性成分的作
用及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遥

盂 海带作为畜禽绿色饲料添加剂袁 其适宜的添
加剂量有待进一步研究遥

（参考文献 48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徐世良，fi-x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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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貂是一种小型肉食性珍贵毛皮动物袁与家畜相
比袁在消化器官解剖尧酶分泌系统的组成尧消化道内有
益生物区系营养代谢机理和采食习惯等方面均有自

身的特点袁其饲料以动物性饲料为主袁包括海杂鱼尧动
物下脚料袁如鸡肠尧骨架等遥我国饲养水貂的传统动物
性饲料为海杂鱼袁 当前由于我国近海的过度捕捞袁海
杂鱼日益稀少袁捕捞成本增加袁加上季节性海上禁渔袁
海杂鱼价格上涨袁饲料已成为限制该产业发展的主要
难题之一[1]遥 此外袁根据政府法规和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袁在农业部所发布的政府令中明确指出袁逐步减少
海杂鱼和湿性饲料的使用袁直至完全禁用遥因此袁水貂
全价饲料的研制及加工工艺开发日益受到重视遥近年
来袁毛皮动物配合饲料经历了从干粉料尧颗粒料到膨
化料几次革命性的改进袁膨化全价饲料现已被公认为
是当前貂尧狐和貉等毛皮动物较理想的料型遥
1 水貂养殖现状及存在问题

特种毛皮是一种高档消费品,其中貂皮是世界上
最大宗的高档裘皮商品,每年产量为 3 200万张,主要
由北欧尧北美尧俄罗斯尧中国尧芬兰生产遥 其中,北美所
产貂皮为极品,北欧国家产貂皮为 2等品, 中国尧俄罗
斯尧芬兰产貂皮为 3等品遥我国水貂养殖起步晚袁发展
较为落后遥

传统的水貂饲养主要以饲喂鲜料为主, 但随着养
殖数量的增多和养殖区域的扩大, 饲喂鲜料的缺憾和
不足日益显现遥淤鲜料资源分布不均衡,直接造成养殖
分布的不均衡, 我国的毛皮动物养殖大多分布在山东
省尧河北省尧山西省尧内蒙古自治区尧江苏省尧吉林省尧
辽宁省尧黑龙江省等沿海或山区,形成了逐鱼而居或以

肉联厂为中心的分布形式,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水貂养
殖的发展; 于以海杂鱼和动物副产品为主的鲜料的品
种尧品质及营养成分不稳定造成了饲养管理混乱,饲养
水平低下,难以达到精准化养殖的层次,水貂生产效益
低,毛皮质量差;盂当前动物疫病较多,鲜料中的动物内
脏等下脚料极易传播疾病;榆造成微量养分破坏,导致
营养不均衡;虞造成中毒,如由于给水貂饲喂污染有毒
素的鱼尧肉饲料,或被肉毒梭菌污染的鱼尧肉类饲料,造
成肉毒梭菌中毒,饲喂腐败鱼肉导致中毒,饲喂脂肪氧
化酸败的饲料和维生素缺乏导致的黄脂肪病等[2];愚少
数海杂鱼和大多数淡水鱼含有硫胺毒酶, 对维生素 B1
有破坏作用,生喂后常引起维生素 B1缺乏[3]遥
2 水貂的特殊营养需求

与家畜相比水貂的消化道较短袁消化能力相对较
弱袁对于高脂肪尧高蛋白尧高能量的野三高食品冶需求较
高遥

蛋白质在干物质中所占比率为生长期 21.8%耀
26.0%尧妊娠期 38%袁哺乳期 45.7%渊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2冤[4]遥 断奶至 13周龄期间袁蛋白质需求量
至少为 38%曰13周龄到育成期袁可调整在 32.6豫耀38%
范围内遥这些数据仅为水貂各个生长阶段的最低蛋白
质需求量袁为了确保水貂的健康生长袁蛋白需求量需
略高渊NRC,1982冤[4]遥

能量方面袁 育成期水貂对于能量方面的需求量至
少为每千克干物质 15.07 MJ(NRC,1982),妊娠期增加到
16.45 MJ,哺乳期为 18.84 MJ遥 据估计断奶后至育成期,
雄尧雌水貂的能量需求量分别为 17.08 MJ和 16.45 MJ遥
不同性别各生长时期能量需求有差异(NRC,1982)遥

脂肪及脂肪酸方面袁大多数混合料中袁必需脂肪
酸能都达到动物的最低需求袁然而对于严格意义上的
肉食性动物袁 必需脂肪酸的量则必须予以重视渊NRC,
1982尧1986冤遥经研究表明袁对于水貂来说袁最为合适的
脂肪含量达 40%( NRC,1982)遥

矿物质方面袁适量的矿物元素营养供给是维持毛
皮动物正常健康生长及生产的必要条件遥水貂对各种
矿物质的需求水平见表 1 渊NRC,1982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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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貂对各种矿物质的需求水平

矿物质
需求量

Ca (%)
0.3耀1

P(%)
0.3耀0.8

Mg(%)
0.04

Na(%)
0.2

K(%)
0.3

Fe(mg)
20耀30

Zn(mg)
59耀66

Cu(mg)
4.5耀6

Mn(mg)
40耀44

Se(mg)
0.1

关于脂溶性维生素,育成期尧妊娠期和哺乳期水
貂对于维生素的需求标准尚无定论,仅在生长初期,自
断奶至 3周龄有数据可依,但十分有限遥 水貂生长初
期,维生素 A的最高使用量为每千克干物质 5 930 IU,
对维生素 E的需求量为每千克干物质 27 IU[5]遥
3 水貂全价干饲料

水貂的规模化尧产业化养殖需要改变饲料行业科
技发展滞后于养殖的局面袁必须带动和引导养殖户改
变传统的饲养方式袁摆脱受海杂鱼等动物鲜料来源和
价格上涨的影响袁向使用全价配合饲料的更科学合理
的饲养方式转变遥 目前袁不同种类及不同生理阶段的
毛皮动物专用型添加剂饲料尧浓缩饲料尧全价饲料等
全面上市袁使用全价干饲料饲养水貂已被越来越多的
养殖户所接受袁成为走产业化养殖水貂发展之路的必
然选择遥
表 2 水貂全价颗粒饲料与其它蛋白饲料的化学营养成分比较

含脂肪 20%
90.98
38.16
23.95
10.99
5.17
2.22
23.74
2.83
1.18
1.39
3.29
3.24
0.84
2.95
1.94
2.15
1.07
0.17
0.51
0.66
800
137
90
23

1.27
20.16
0.04

含脂肪 10%
91.69
41.72
11.23
19.96
5.76
2.33
19.56
3.00
1.23
1.63
3.71
3.71
0.75
3.34
2.155
2.43
1.11
0.16
0.59
0.55
556
183
124
34

1.69
39.33
0.05

干物质(%)
粗蛋白(%)
粗脂肪(%)
中性洗涤纤维(%)
酸性洗涤纤维(%)
灰分(%)
总热量(kJ/g)
精氨酸(%)
组氨酸(%)
异亮氨酸(%)
亮氨酸(%)
赖氨酸(%)
蛋氨酸(%)
苯基丙氨酸+酪氨酸(%)
苏氨酸(%)
缬氨酸(%)
钙(%)
磷(%)
钾(%)
钠(%)
铁(mg/kg)
锌(mg/kg)
锰(mg/kg)
铜(mg/kg)
硒(mg/kg)
维生素 A(IU/g)
维生素 E(IU/g)

成分

26.16
65.20
15.78
0.10
0.10
3.36
22.15
4.70
2.60
2.41
4.67
5.40
1.13
2.36
3.05
5.93
3.43
0.18
0.72
0.26
100
84
2.4
2.6

1.18
6.20
n.d.

兔屠体

89.42
98.41
0.06
0.18
0.18
0.25
22.45
5.25
8.06
1.42
12.37
3.06
0.52
8.99
4.28
0.04
0.19
0.02
0.27
0.31
1877

9
1.3
7.8

1.39
10.00
0.05

血粉
全价饲料

注院n.d为浓度低于最低检测限遥

全价料是相对于饲料添加剂尧浓缩料尧预混料等
而言的袁是指按照目标动物渊如狐狸尧水貂尧貉子等冤对

各种营养成分的需要尧种类尧数量以及之间适宜的比
例设计配方袁并选用适宜的原料袁通过科学的加工后袁
养殖户只需添加适量的水袁即各种营养物质都已经齐
备了遥 表 2 为 Milk Specialists Co 渊New Holstein袁WI
53061袁USA冤 生产的脂肪含量分别为 10%和 20% 的
水貂全价颗粒饲料的化学营养成分组成分析[6]遥 可以
看出袁该全价饲料粗蛋白含量高(>38%)袁且有两种可
供选择的脂肪水平 (>10%或>20%)袁可以满足水貂不
同生长时期对于脂肪的需求遥必需氨基酸袁如精氨酸尧
亮氨酸尧赖氨酸的含量相对较高袁恰好满足了肉食性
动物对于氨基酸的需求量 渊狗 ,NRC,1985; 猫 ,NRC,
1986冤遥水貂对于矿物质的需求并无定论袁而该饲料中
高含量的 Ca和 P足以满足水貂的生长遥 兔屠体是很
好的蛋白质尧脂肪尧矿物质的提供者袁血粉则主要提供
了足够的蛋白质和铁袁同时亮氨酸和组氨酸的含量很
高遥 比较可见袁水貂全价干饲料营养成分更为均衡合
理遥

目前袁 水貂全价干饲料的料型主要有干粉料尧颗
粒料以及膨化料等袁饲喂实践已证明袁膨化料优于颗
粒料袁颗粒料优于干粉料遥 膨化料作为水貂全价饲料
的理想料型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遥
4 膨化干料技术及其在水貂饲料中的应用

4.1 膨化干料技术

挤压膨化技术应用于饲料工业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袁主要用于加工宠物食品袁对其进行预处
理以改进消化性和适口性遥 到了 20世纪 80 年代袁挤
压技术已经成为国外发展速度最快的饲料加工新技

术袁它在加工特种动物饲料尧水产饲料尧早期断奶仔猪
料及饲料资源开发等方面具有传统加工方法无可比

拟的优点[7]遥膨化全价饲料现已被公认是当前貂尧狐和
貉等毛皮动物较理想的料型遥无需膨化部分及对热敏
感的添加剂尧维生素类不经过膨化过程,只膨化大宗
原料部分,达到淀粉糊化尧抑制抗营养因子袁再与未经
膨化的原料组分配合, 制粒出成品膨化颗粒饲料袁热
敏性物质只经过普通的一次制粒, 不经过膨化的高
温尧高压尧高湿条件加工过程[8]遥
4.2 膨化全价干料的优势与意义

第一袁其营养平衡全价袁干料配合按照动物自身
的营养需求进行配比袁为皮毛动物量身打造的营养均
衡的饲料遥第二袁生产出的饲料质量稳定袁且由于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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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为 120耀160 益,使得加工工艺过程起到了杀毒尧灭
菌作用袁能够防止病菌经由饲喂途经的传播袁预防饲
喂动物的消化道疾病遥 第三,饲料原料经过高温尧高压
处理,使淀粉颗粒糊化,同时又使部分蛋白质组织化,
有利于营养物质消化吸收,提高饲料的消化率和利用
率遥糊化度高的淀粉颗粒在饲料组分中起到天然粘结
剂的作用,提高了颗粒质量,颗粒粉化率降低,同时更
易于运输,降低损耗,提高饲料转化率遥 对于非反刍动
物来说,对大豆蛋白进行适当的热处理袁降低了蛋白
酶抑制因子的活性,从而有助于氨基酸的消化[9]遥 这种
温和的热处理使得蛋白质变性袁同样有利于其消化吸
收[10]遥第四,糊化淀粉可适应高水平的液体和脂肪添加
量,更灵活地运用多种原料而降低成本遥 第五袁高温尧
高压还可以使饲料组分中的抗营养因子失活,如常存
在于饲料中的蛋白酶和胰蛋白酶抑制因子,酶抑制因
子对热敏感,在近 150 益的膨化机中就可以失活[11]遥第
六袁减少热敏性微量养分的破坏袁降低耗能遥 第七袁打
破对生鲜动物副产品的依赖性遥 第八袁膨化颗粒饲料
干喂有利于毛皮清洁袁 可克服拌水饲喂污染皮毛尧毛
皮缠结的缺点遥 第九袁膨化料在料型上占有优势院淤
与干粉料相比袁由于干粉料只能加水饲喂袁虽然更适
合传统饲喂方式袁但由于粉料运输尧加水尧饲喂等环节
会使容重大的原料下沉袁必然会造成水貂个体间采食
的营养不均衡遥 另外袁加水后会增加营养物质间相互
接触的机会和互相作用袁破坏某些营养物质袁造成其
效价降低袁使用膨化颗粒饲料可克服这一问题遥 于水
貂的齿式适合磨碎食物袁咀嚼能力较强袁对颗粒状和
块状饲料的认食很快袁适口性好袁且水貂咀嚼膨化颗
粒能增加唾液的分泌袁补充胃液中淀粉酶的不足遥 盂
水貂的消化道短袁食物在消化道中滞留时间短袁从而
影响饲料中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袁这也是要求改变传
统稀料饲喂的主要原因之一遥而膨化颗粒饲料相对于
加水饲喂袁增加了饲料在消化道内的滞留时间袁从而
提高消化率遥
4.3 膨化全价饲料在水貂养殖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Skoch等[12]对传统的水貂饲料加工技术进行了改
进,生产出颗粒完整尧粒径均匀且不易粉碎变形尧便于
存储的水貂膨化干料遥 Ostergard(1989)发现,膨化后的
大麦或小麦袁粉碎后喂给水貂,消化率几乎达 100%[13]遥
肖振铎等(2002)对动尧植物性饲料采用干尧湿法膨化技
术的加工工艺袁配制成水貂膨化配合饲料袁与传统的
鲜鱼尧肉等糊状饲料进行饲养水貂的比较试验遥 试验
结果表明袁在日粮营养水平相同的情况下袁水貂各阶

段膨化配合饲料在美洲标准貂生长前期尧 长毛期尧妊
娠期与泌乳期等各阶段饲喂均可取得良好的效果遥动
物性干饲料与植物饲料膨化后形成的配合干饲料饲

喂水貂袁与新鲜鱼肉与植物饲料混成糊状饲料饲喂水
貂相比袁对水貂生长前期尧长毛期的日增重有同样的
增重作用;在妊娠期与泌乳期也同样达到了与新鲜鱼
肉和植物饲料混成糊状饲料的饲喂水平遥 另外袁膨化
配合干饲料还明显地降低水貂腹泻发病率[14]遥
5 展望

水貂全价干饲料在养貂生产中已显示出巨大的

优越性遥 其中袁膨化干料作为一种最为理想的料型引
起了广泛的关注袁但其加工工艺中仍有很多技术难题
尚待研究解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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