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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物 提 取 物 与 微 生 态 制 剂
顾君华

顾君华，国家饲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总工程师，

100081，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收稿日期：2007-10-29

化学合成类抗生素的推广使用带动了畜牧业的

迅猛发展袁极大地推动了规模化养殖的进程袁使养殖
成本不断降低遥 从以往的畜禽产品供不应求尧城乡居
民蛋白质产品来源匮乏袁到现今国内市场肉尧禽尧蛋尧
奶供过于求袁并实现了批量出口遥进入新世纪以来袁人
们逐渐反思化学合成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带来的健康尧
环境等负面影响遥 有试验证明袁长期使用抗菌素或滥
用抗菌素引发的耐药菌生长和抗药基因转移袁可能导
致人和动物机体免疫力下降尧二次用药量增加尧药物
残留尧双重和内源性感染等一系列问题袁对健康构成
威胁遥这些因素引发的动物源性食品安全隐患备受消
费者关注遥 针对包括动物源性食品在内的畜禽尧水产
动物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袁2007年 7月 26日
颁布了叶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
特别规定曳渊国务院令第 503号冤袁 农业部已全面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曰以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计划
为契机袁全面提升饲料和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曰以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监管为核心袁切实保证动物
食品质量安全曰 以违禁药物和非法添加物为重点袁严
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曰以专项整治和日常监管相结合
为手段袁建立完善保证畜产品安全长效机制遥 通过整
治行动袁推行健康养殖模式袁从源头上杜绝不安全因
素进入食物链袁确保动物食品安全遥 党中央国务院对
食品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业内人士迫切希望能找
到抗生素替代产品遥植物提取物与微生态制剂新型饲
料添加剂的优势组分可能成为药物饲料添加剂的替

代品袁从饲料源头消除安全隐患遥
1 植物提取物与微生态制剂的优势组分

植物提取物有效成分极为复杂, 利用其不同的功
效,对机体产生全方位的协调作用和整体调动作用,最
终达到改善动物生长的效果遥近年来,科技人员借助先
进的分析仪器和几千年来前人总结的中兽医理论结

合动物试验表明,植物提取物的主要成分有蛋白质尧氨
基酸尧维生素尧油脂尧树脂尧糖类尧植物色素尧各种微量
元素以及大量的有机酸类尧酶尧生物碱尧多糖尧挥发油尧
蜡甙尧鞣质等多种发挥营养作用和促生长作用的活性
物质遥 日本科学家们测定了 48种植物提取物金属元
素含量,红花中含铁高达 2 400 mg/kg尧柴胡中铁含量
可达 4 mg/kg;黄芪不但含有各种胡萝卜素尧黄芪多糖,
还含有 22种氨基酸和 14种微量元素曰沙棘果的果肉
中含脂肪酸和 17种氨基酸及丰富的蛋白质尧 胡萝卜
素尧各种脂溶性维生素等;杜仲尧穿心莲尧藿香等含有多
种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生物活性物质遥 这些植物提取物
既能促进机体的糖代谢,促进蛋白质和各种酶的合成,
又能增强动物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功能, 促进其生长
发育遥迄今发现,约有 200多种植物提取物含有多方面
的免疫活性物质, 能增强动物机体的免疫功能;400多
种植物提取物有杀菌尧抑菌作用;130多种植物提取物
能抗菌;50多种中草药对病毒有灭活抑制作用遥 各种
多糖则具有免疫刺激剂,促进胸腺体液反应,刺激网状
内皮系统,启动机体对癌细胞的特异性抗原免疫反应,
同时又能提高白细胞渗出干扰素和免疫球蛋白, 抑制
细菌和病毒的繁殖功能;含有甙类化合物尧生物碱的植
物提取物都有促进抗体生成及免疫调节的功能遥

植物提取物以天然和药用植物的物性尧 物味尧物
间相互关系的传统理论为主导袁辅以饲料学科理论和
加工技术而制成的纯天然饲料添加剂遥 它与食物同
源尧同体尧同用袁不在畜禽产品中产生有害残留袁因其
毒副作用小袁发展潜力大袁日益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遥
为了寻找新的尧更有效的尧能与植物提取物优势组分
相结合尧有可能替代抗生素的新型饲料添加剂袁科学
家把目光转向微生态制剂遥 15年来袁以益生素渊Probi鄄
otics冤尧益生元渊Prebiotics冤和合生元渊Snybiotics冤为主的
微生态制剂成为各国研究的重点课题遥科学家在菌群
种类尧作用机理尧生理功能尧化学结构尧应用实践等方
面进行了探索袁试图结合植物提取物和微生态制剂优
势组分特点袁开发新的饲料添加剂品种遥

从产品的特性看袁很多益生菌能够生产高活性的
消化酶袁产酶益生菌同时兼容了酶制剂和微生态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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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性特点袁 微生态制剂包含了多种益生元特性袁同
时又是植物提取物的衍生物遥微生态制剂和中草药或
植物提取物之间既有明显的拮抗作用袁又有很好的协
调关系遥关键在于浓度和用量袁例如袁来源于葡萄籽提
取物要要要原花青素对肉鸡感染 Eimeria tenella球虫病
的影响因子在于浓度和用量遥研究微生态制剂和植物
提取物之间优势组分的正关联性袁 如植物来源的 茁-
谷甾醇渊茁-Sitosterol冤成为国际上比较热门的研究对
象袁该物质对动物大肠细胞膜具有独特的免疫调节生
理功能备受关注遥
2 益生菌尧益生元与合生素

微生态制剂概念包含益生菌尧 益生元与合生素遥
益生菌尧益生元可选择性地刺激肠内多种有益菌生长
繁殖袁增进宿主健康和具有促生长作用袁且不被宿主
消化的物质袁 双歧因子是最早被发现的益生元之一袁
益生元的核心物质是低聚糖类遥益生菌制剂含生理活
性的细菌袁能通过胃尧肠而定植于结肠或在肠道内繁
殖袁通过调整肠道菌群而提高机体免疫力遥 合生素兼
有益生菌及益生元的共同特点袁它既可以发挥益生菌
的生理细菌活性袁 又可以选择性地增加这种菌的数
量袁使益生作用更显著持久遥 合生素的研究集中在寻
找最佳的益生菌和益生元组合遥目前被国际上批准可
用的益生菌有 40多种袁而公认的益生元只有 6耀7种袁
而且全部属于非消化性的寡糖和多糖遥根据益生元的
定义袁只要符合院淤不被宿主胃肠道消化或吸收袁能够
完整到达大肠曰于只能被肠道内常驻的一种或几种有
益菌利用袁具有促进其生长尧繁殖或代谢活性曰盂能改
善肠道菌群组成袁促进宿主健康曰榆诱导肠腔内系统
性免疫袁 改善宿主体质的化合物都可以被称为益生
元遥 所以益生元种类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寡糖和多糖袁
其它具有类似碳水化合物尧短肽尧蛋白质或脂肪类物
质都应属于益生元门类遥
3 植物提取物中的益菌组分

植物提取物中含有大量单糖尧寡糖和多糖遥 其中
淀粉类化合物尧蔗糖尧麦芽糖及大部分单糖袁都可以被
人类和大部分脊椎动物的胃肠道消化和吸收袁不能到
达大肠产生益生元的效果曰而淀粉类化合物之外的大
量的非淀粉多糖和寡糖不能够被人类和单胃动物所

利用袁 这些多糖和寡糖进入动物肠道之后不被吸收袁
却是微生物生长的天然培养基和碳源遥它们被结肠中
的微生物发酵袁产生气体和挥发性脂肪酸遥 这类化合
物包括半纤维素尧果胶尧菊粉尧果寡糖尧大豆寡糖尧木寡
糖等遥 菊粉尧果寡糖尧大豆寡糖尧木寡糖可有选择的促

进动物肠道中有益菌群的增殖袁如双歧杆菌和乳酸杆
菌的生长袁改善动物肠道中的菌群平衡袁从而增强动
物的抵抗力袁减少病原菌对动物的感染等功能遥

由于益生元具有不能被宿主机体消化吸收的特

点袁益生元应归属于抗营养类因子遥尤其是具有 35个
单糖以上的多聚体菊粉袁 其易于形成水溶性胶体袁抗
营养性更强遥 饲料添加剂益生元以寡糖类为主袁水溶
性好袁不会象其它非淀粉多糖一样形成水溶性胶体遥

植物提取物中的多酚类化合物和萜类化合物可

选择性地促进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长遥 Okubo
(1992)证实从绿茶中提取的多酚类化合物能够刺激人
体肠道内双歧杆菌的生长袁提高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
的数量遥 进一步研究发现袁该化合物可选择性地抑制
产气梭状芽孢杆菌的生长袁而对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
则没有抑制作用遥
4 植物提取物中的杀菌组分

现代分子生物学理论和尖端分析化学技术为揭

示植物提取物中的杀菌组分和抑菌作用原理袁以及抑
菌图谱提供了详实的证据遥许多药用植物可有效地抑
制病原微生物的生长袁有些具有广谱抗菌作用袁如黄
连尧金银花尧连翘尧大青叶尧板兰根尧牛至尧大蒜等遥植物
具有如此丰富的活性物质袁 物种进化理论告诉人们袁
与高等脊椎动物不同袁植物和低等动物在漫长的演化
过程中没有发展和发育出获得性免疫系统袁先天性免
疫系统是它唯一的保护体系遥 所以袁植物体内先天性
免疫系统发育异常发达袁拥有杀菌性的生理活性物质
多种多样遥到目前为止袁已有记载具有杀菌尧抑菌作用
的中草药达 400多种袁 有 50多种中草药对病毒有灭
活的作用袁40多种中草药对球虫病有防治作用遥 归纳
起来这些杀菌尧抑菌的活性物质主要为代谢过程中的
次级代谢产物袁大部分属于酚类和酚类的衍生物遥 植
物提取物中具有抗菌尧抗病毒活性化合物的种类遥

研究结果已证明袁每一种药用植物中含有成千上
万种化合物袁 不同类别的化合物抑菌机理可能不同袁
但表达出相同或者类似的作用效果袁如萜类化合物的
脂溶性干扰了细菌细胞膜的结构袁从而抑制细菌的生
长遥 而酚类化合物和蛋白质之间的复杂反应袁使蛋白
质失活袁导致细菌的死亡遥 所以酚类化合物上的羟基
基团在苯环上的数量和位置直接影响到对细菌的毒

性遥有证据表示酚类化合物的氧化程度越高抑菌效果
越强遥 茶多酚的抑菌活性已经为世人所知和认可袁茶
多酚的氧化聚合物茶色素显示出更强的杀菌效果和

抗氧化特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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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提取物中的杀菌尧抑菌作用和中医药学中的
野清热解毒冶功能完全不是同一个的概念遥 研究证明,
部分中草药提取物体外抗菌作用不强,但对很多感染
性疾病却有很好的疗效,如穿心莲水溶性黄酮部分体
外有抗菌作用,但临床疗效却很差遥相反,其内酯部分,
体外虽无抗菌作用,但临床反而有效遥 许多实验研究
中已发现,微生物毒素在感染性疾病中是引起多种症
状和组织损害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用植物提取物治疗
微生物感染, 虽然没有观察到能直接杀死病原菌,但
临床表现却可以迅速改善毒血症状遥 现已发现部分
植物提取物本身并不具备治疗效果,只有宿主服用之
后,通过肠道微生物的转化,才能变成有生理活性的
物质遥
5 讨论

我国是一个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袁在册的药
用植物种类达到 11 146种袁 其中 320种常用植物类
药材的总蕴藏量达到 850万吨左右遥利用植物提取物
和益生素尧益生元尧合生元的相互作用研制的新型饲

料添加剂袁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遥它具有无毒副作用尧
无污染尧无残留尧不产生耐药性等安全性特点袁对治疗
仔猪下痢有效袁对肉用仔鸡有明显的增重效果袁生长
全程无应激反应袁 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和市场前景遥
植物提取物和微生态制剂优势组分在于院淤寻找一组
目标化合物来调节不同化合物含量的多寡袁自由地改
变肠道菌群的数量和性质曰于研究植物提取物和肠道
微生物之间这种微妙的协同关系曰盂着力研究植物提
取物中安全的抗生素功效组分尧 新的抑菌促生长组
分袁用饲喂或饮水的方式进入动物肠道并和肠道细菌
密切接触袁直接发挥其生理生化功能遥

植物提取物尧微生态制剂及其衍生的酶类有很多
共性袁从属性上很难划分它们之间的界限遥 如何考虑
两种物质间的关联性和提取优势组分袁两类物质彼此
间发挥着什么样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袁如何命名植物提
取物和微生态制剂相结合的产品袁如何界定其属性和
分类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遥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饲用抗生素的使用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杨 波

杨波，宁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讲师，750021，宁夏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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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 宁夏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资助

抗生素是微生物自身生长所需的蛋白质等一级

代谢产物的次级代谢物袁并对它种微生物的生长及活
动有抑制甚至杀灭作用的物质遥 继 Flexander Fleming
首次发现青霉素能医治多数革兰氏阳性菌之后袁人们
又从放线菌的培养物中获得了对革兰氏阴性菌有抑

制作用的链霉素遥此后袁从放线菌中陆续发现金霉素尧
卡那霉素尧红霉素等 30多种抗生素袁宣告了抗生素黄
金时代的来临遥抗生素的应用范围也从人用扩大到农
用尧兽用遥

我国抗生素研究起步虽然比较晚袁 但自从 1952
年开始生产青霉素以后发展很快袁总产量和品种数都
名列世界前茅袁其中制霉素尧麦白霉素尧去甲基万古霉
素和平阳霉素与国外生产的抗生素在化学结构上有

所不同袁属于我国自主开发的抗生素遥
1 抗生素在畜牧生产中的应用现状

Moore 等渊1946冤 [1]首次报道袁在饲料中添加抗生
素袁能明显提高肉鸡的日增重遥 Stockstad等 [2]研究发
现袁金色链丝菌在发酵过程中的代谢产物袁可以促进
家禽生长遥 Whitehill等[3]研究证明此代谢产物中含有
的金霉素具有促生长作用遥随后人们相继在猪等其它
动物的饲养试验中袁均发现抗生素能提高畜禽的生长
速度和饲料转化效率遥 1951年袁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
局首次批准在饲料中添加非处方型抗生素遥 从此以
后袁世界各国相继进行了抗生素的饲喂试验袁并很快
应用于生产遥 现在世界上有 20多种抗生素及十几种
合成抗菌剂药物被应用到饲料中遥 因此袁抗生素作为
抗菌促生长剂添加到饲料中已有 50多年的历史袁抗
生素作为抗菌促生长剂添加到饲料中袁对控制细菌性
疾病的发生袁促进畜禽生长尧发育袁提高饲养效益方面
确实起到积极的作用遥但对应用抗生素合理性的争论
亦已持续了 40多年袁 争论的焦点是其对人体健康的
危害和对环境的污染[4-7]遥 尽管如此袁世界上主要饲料
生产国几乎都在饲料中添加各种抗生素袁用以提高饲
料报酬遥 据统计袁美国每年生产的抗生素约有 45%用
于饲用袁 而约 80%家禽尧75%猪尧60%肉牛及 75%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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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曾在其生长过程中使用过饲用抗生素遥现在仍然有
不少研究者认为抗生素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性不应过

于考虑袁并提出只要科学合理使用袁特别是应注意将
人用和畜用的抗生素分开袁在使用方式上进行必要的
阶段性更换袁就可防止耐药菌株的产生袁最大限度地
消除其不良影响遥

人们在对抗生素的促生长作用进行研究的同时袁
对其促生长作用机制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8-10]袁提出
抗生素可能有以下几种作用机制院 淤 抑制病原微生
物的生长袁控制疾病的发生尧发展与传播曰于降低肠壁
厚度袁使消化道易于吸收营养物质曰盂抑制肠道细菌
产生抗生长毒素曰榆促进养分吸收袁减少微生物对必
需营养物质的破坏, 增进有益菌群对营养物质的合
成曰虞影响动物机体代谢进而影响动物的生长遥

尽管抗生素促生长机制尚不十分清楚袁但大量试
验结果表明袁抗生素对动物体内微生态有着很大的影
响袁因为抗生素对无菌鸡没有促生长作用[11]遥 因此袁推
测抗生素的促生长效应主要来源于抗生素对消化道

微生物的影响袁 于是目前研究抗生素及其替代品袁大
多数是通过研究肠道内微生态变化来探索其对动物

机体影响的作用机制遥 因此袁动物消化道微生态的研
究同促生长添加剂的开发利用密切相关遥
2 饲用抗生素存在的问题

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能促进动物生长和提高

饲料利用率袁但也存在着种种负作用袁在过去 40多年
的时间里袁世界各国科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袁认为抗
生素用作饲料添加剂存在着种种负面效应遥
2.1 破坏动物体内原有的微生态平衡

动物消化道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微生物袁这些微
生物在种类和数量上一般是处于平衡状态的遥当抗生
素大量使用后袁 对它敏感的微生物就会灭亡或减少袁
从而扰乱了微生物菌群之间相互制约的格局袁破坏了
微生物的生态平衡袁造成对抗生素非敏感的微生物大
量繁殖袁从而产生了新的感染[12]遥 另外袁抗生素在杀灭
和抑制病原微生物的同时袁也杀灭和抑制了一些有益
菌的生长与繁殖袁这将导致动物消化功能紊乱袁引起
各种消化道疾病遥
2.2 耐药菌的产生

临床医学发现袁绝大多数抗生素经长期使用后细
菌会产生耐药性袁有些耐药菌不但耐药程度高袁而且
对多种抗生素都有耐药性袁 使抗生素的抗菌活性降

低[5,13]遥用作饲料添加剂的抗生素袁虽然经过慎重选择袁
而且使用剂量远远低于临床治疗用量袁但饲用抗生素
的长期使用特别是滥用可能是导致耐药菌株增加的

主要原因遥 抗生素在动物体内抗菌的同时袁有可能使
某些病原微生物的菌群产生基因突变而成为耐药菌

株,耐药菌株又能将耐药因子向敏感菌株传递,这种传
递可以在种内尧种间甚至属间进行,从而产生了多重
耐药菌,再加上病原微生物本身固有的某些天然耐药
菌株,从而使整个病原微生物菌群逐渐向有抗药性的
方向转变遥 研究表明,耐新青霉素葡萄球菌株(MRSA)
对许多抗生素都耐药 [14,15]遥 据统计袁20世纪 80 年代
MBSA 的检出率只有 5%曰1985~1986年为 24%曰1990
年增加到 80%袁现有的多种抗生素对它无效遥 早期发
现但因毒性大而不使用的万古霉素袁后因被发现其对
MBSA有效而重新广泛用于 MBSA感染袁 但 80年代
末 90年代初发现耐万古霉素肠球菌袁1997年分离到
耐万古霉素金黄色葡萄球菌袁更严重的是出现了同时
耐多种药物的菌株遥 筛选抗生素是通过负选择袁但是
产生耐药却是正选择遥所以使用一种抗菌素一段时间
以后袁病原微生物菌群就能获得较强的抗药性遥 这些
有抗药性的病原微生物大量繁殖后袁就可能使人和动
物患病机会增多袁并给疾病的治疗带来了困难袁甚至
使抗生素失去作用遥
2.3 畜禽产品中抗生素的残留

药物残留是指给动物应用药物后袁药物的原形及
其代谢物可蓄积或储存在动物的细胞尧 组织或器官
内遥 大多数饲用抗生素都有残留袁只是残留量大小不
同而已袁这些残留在动物体内的抗生素最终随动物食
品进入人体遥一方面袁动物产生的耐药性转移给人类袁
给人类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带来麻烦袁用药效果降低甚
至全无曰另一方面袁若人经常摄入含残留药物的食物袁
超过一定时间之后袁则可由于残留物在体内的逐渐蓄
积而导致各种器官病变袁甚至癌变[16]遥 氨基糖苷类抗
生素食入过多时袁会对第 8对脑神经造成损害袁特别
是对于小孩袁过量时会引起耳聋袁对肾也有损伤遥四环
素类在牙中积累会使牙变黄遥 此外袁一些残留的抗生
素随食品的加热也不会完全分解袁会随着畜禽粪尿排
泄出来袁造成环境污染袁破坏生态环境[4,17]遥
2.4 机体免疫力下降

动物长时间使用抗生素袁可直接对动物机体产生
毒负作用袁使动物免疫机能下降袁更容易感染疾病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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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袁长时间使用抗生素后袁很多动物机体发生
明显的免疫形态学变化袁并伴随形成特异性抗体遥 由
于滥用抗生素袁机体免疫减弱袁动物慢性病例的数量
明显增多遥 特别是幼龄患病动物的复发率明显增高袁
而以往这类病可形成坚强的免疫遥 此外袁抗生素在免
疫中的抑制作用对疫苗的预防接种产生不良影响袁这
些不仅同抗菌作用有关袁而且与其导致抗原量降低以
及直接影响免疫过程中的某些环节有关遥
3 饲用抗生素所面临的挑战

饲用抗生素能促进畜禽生长尧 预防疾病发生袁极
大地提高了畜牧业的经济效益遥 所以袁在巨大经济效
益的推动下袁饲用抗生素得到了广泛的使用遥然而袁由
于过度追求生长速度和经济效益袁许多饲料生产商向
饲料中长期添加甚至过量添加饲用抗生素遥而一些养
殖户对饲用抗生素的性质尧成分和使用不了解袁往往
会因超量投药尧长期投药袁以及重复投药和不按规定
用药等严重危害畜禽的健康袁造成畜禽急性或慢性中
毒遥 一些养殖户不知道饲用抗生素是药物袁药物与毒
物的区别就是剂量大小袁一旦饲用抗生素使用过量或
使用不当就会成为毒物遥同时饲用抗生素的使用存在
配伍和禁忌问题遥 除了这些对畜禽的直接危害外袁长
期使用和滥用饲用抗生素会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尧造
成畜禽机体免疫力下降尧引起畜禽内源性感染和二重
感染尧畜产品药物残留等安全问题遥 这些问题已对人
类健康和生存环境造成了很大危害袁也引起了人们的
极大关注遥 近年来袁消费者对野无抗冶畜产品的呼声也
越来越高袁 一些国家已开始限制饲用抗生素的使用袁
如欧盟于 1999年 7月起在欧盟范围内禁止使用杆菌
肽锌尧螺旋霉素尧维吉尼亚霉素和泰乐菌素 4种抗生
素袁在同年 10月袁欧盟又禁止了氯氟苄腺嘌呤尧二硝
甲苯酰胺和异丙硝哒唑 3种抗球虫药在饲料中的应
用遥 所以袁饲用抗生素的安全问题面临挑战遥

我国畜禽产品产量较大袁但出口量却很小袁如肉
类出口仅占总产量的 1%袁 其中抗生素残留超标是限
制出口的一个原因遥 可见袁饲用抗生素的使用不单是
一个安全问题袁而且还涉及到贸易尧政治等领域遥 因
此袁为推动我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袁必须寻找解决
饲用抗生素负面效应的策略和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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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稀土元素是元素周期表中镧系元素及化学性质相似的钪、钇等 17种元素的总称。国内
外研究证明，稀土是一种生理活性物质，与动物营养代谢密切相关。稀土螯合物结合了稀土和与之螯

合物质的特性，更能发挥稀土和螯合物各自的作用。随着对稀土研究的深入，其在畜牧生产中的应用

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稀土；稀土螯合物；饲料添加剂

中图分类号 S816.7
早在 20世纪 60年代袁人们便将稀土元素作为一

种饲料添加剂应用于养殖业中袁但对其基础理论和应
用技术方面的研究却始于 20世纪 80年代遥稀土元素
作为畜禽饲料添加剂已在国内外得到推广和应用遥而
且由于稀土添加剂具有用量少尧 促生长效果明显尧经
济效益显著尧在畜产品中残留低尧安全可靠等优点袁使
其作为一种新型饲料添加剂已显示出其广阔的发展

前景遥 近年来袁稀土螯合物作为新型饲料添加剂正在
被广泛地研究遥
1 稀土的理化性质

稀土元素渊Rare Earths袁简称稀土 Re冤包括元素周
期表中 IIIB原子序数从 57 至 71的 15 个镧系元素袁
分为轻稀土元素渊钪尧镧尧铈尧镨尧钕尧钷尧钐尧铕冤和重稀
土元素渊钆尧铽尧镝尧钬尧铒尧钇尧铥尧镱尧镥冤袁合计 17个
元素遥 除钪与钇外袁其余 15个元素往往共生遥 稀土元
素是典型的金属元素袁它们的金属活泼性仅次于碱金
属和碱土金属元素袁比其它金属元素活泼遥 化学性质
十分活泼袁不易还原成金属袁每一个稀土元素不是单
独存在于矿物中袁 常常几种稀土元素共生在一起袁难
以将它们分离成纯净的单一化合物[1]遥 目前较常用的
是轻稀土袁包括镧尧铈尧镨尧钕尧钷尧钐尧铕袁呈弱碱性袁常
以三价离子状态存在[2]遥

研究表明袁稀土对家畜尧家禽的生长发育尧繁殖及

生产性能的提高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袁并作为饲料添
加剂获得了推广应用[3]遥 用于饲料添加剂的稀土包括
无机稀土和有机稀土袁主要产品有稀土硝酸盐尧稀土
盐酸盐尧稀土硫酸盐尧维生素 C稀土尧柠檬酸稀土等袁
近年来又开展了氨基酸稀土的研究[4]遥
2 稀土的生物学效应

稀土能促进动物生长发育袁降低饲料消耗袁同时
具有抗菌尧消炎尧镇痛等药效遥其作用机理尚处于探索
阶段袁可能的作用机理为院
2.1 激活酶系统尧增强酶活性尧刺激动物内分泌

稀土是一类有益尧辅助性营养元素袁一方面参与
动物体内物质代谢曰另一方面对酶有不同程度的激活
作用遥杨志强等[5]在肉鸡日粮中添加 150耀300 mg/kg的
硝酸稀土袁肉鸡全血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渊GSH-Px冤
活性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遥 朱家芹等[6]报道袁稀土可提
高蚕消化液蛋白酶和中肠组织蛋白酶活性袁 有利于
蛋白质代谢遥 邵红星等通过在鲤鱼饲料中添加稀土
的试验证实袁 饲料中添加一定量稀土可以提高蛋白
酶尧脂肪酶和淀粉酶的活性袁促进机体对营养物质的
吸收[7]遥

随着稀土元素的不断开发和利用袁促使人们深入
地探讨稀土金属离子的生物代谢过程袁研究稀土金属
离子与生物大分子的相互作用遥不同浓度的稀土离子
对酶的活性影响有所不同袁 也存在着 野低促高抑冶效
应袁即稀土元素在低浓度下可激活某些酶袁是酶的激
活剂曰而在高浓度下袁抑制某些酶的活性袁是酶的抑制
剂遥 如低浓度时袁稀土离子对乙酞胆碱醋酶有变构激
活作用袁但浓度较高时袁则又表现为竞争-非竞争性抑
制袁这一酶催化反应在适当浓度的稀土离子存在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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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加快袁 并且反应速度随稀土离子半径增加而加快遥
稀土离子能够抑制许多酶的活性[9]袁如腺苷酸环化酶尧
RNA 合成酶尧胶原酶尧异亮氨酸-tRNA 合成酶尧谷氨
酸合成酶等曰 稀土离子抑制酶活性的机理一般有 5
种院竞争底物尧竞争性结合活性中心尧取代活性中心
Ca2+尧竞争 Mg2+尧取代 Mg2+遥

淤 对 ATP酶活性的影响
生物体内有 30多种酶依赖钙调素(CaM)的调节袁

其活性也与稀土离子的剂量有关遥近年来研究较多的
是 Ca2+-ATP酶袁 它是一种分子量为 15 kD 的跨膜蛋
白袁其疏水跨膜部分由 10个 琢螺旋结构组成袁其作用
是维持细胞内较低的 Ca2+浓度遥 李新民 [10]的研究表
明袁 稀土在低浓度时对人红细胞膜 Ca2+尧Mg2+原ATPase
酶呈激活作用袁反之则有抑制作用遥 张金红等[11]以蚕
豆为试验材料袁研究结果表明袁稀土对依赖 CaM的膜
Ca2+尧Mg2+原ATPase酶有抑制作用袁 且随浓度增加而增
加曰 有证据表明院 低浓度的 La3+对水稻幼根质膜的
Ca2+原ATPase活性有促进作用袁而高浓度的 La3+则有抑
制 Ca2+原ATPase活性的作用遥

从上述试验可以看出:大多数情况下袁低浓度的
稀土离子能激活 CaM依赖的酶的活性袁 高浓度的稀
土离子则抑制酶活性遥

于 对同工酶的影响
同工酶是研究生物体代谢调节尧分子遗传尧个体

发育尧细胞分化和癌变等的有力工具遥 用含不同浓度
稀土渊Ce3+尧Tb3+冤饲料喂养家鸡 2个月后袁应用聚丙烯
酰胺凝胶电泳法测定其心尧肝尧肾尧骨髓尧肌肉和血清
6种组织中酯酶同工酶酶谱袁结果显示袁摄入稀土后
各个组织中的酯酶同工酶酶谱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

改变袁 其中心脏和骨髓中的酯酶受稀土影响最大袁而
血清和肾脏中的受影响较小遥 在上述组织中袁不同浓
度的硝酸铈对乳酸脱氢酶同工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

明院硝酸铈对血尧肝尧肾中乳酸脱氢酶同工酶酶谱有正
相关性影响袁其中对肝尧肾中乳酸脱氢酶活性有弱激
活作用袁 而对血中乳酸脱氢酶酶谱则有较强激活作
用曰硝酸铈对心尧骨骼肌酶谱有较大的负相关性影响袁
即对乳酸脱氢酶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遥胃中硝酸铈不仅
有激活乳酸脱氢酶的作用袁还有刺激产生新酶谱带的
现象袁硝酸铈浓度在 100耀200 滋g/g对乳酸脱氢酶同工
酶谱已有较明显的影响[12]遥
2.2 稀土和微量元素有互作关系袁 间接调动动物机

体的代谢

稀土对动物血液中微量元素 Cu尧Mn尧Zn尧Fe尧Se
的含量有一定影响袁其程度强弱和作用大小与添加量
有关遥 日粮中添加 150尧200和 250 mg/kg的稀土硝酸
盐袁可提高动物血中 Cu尧Mn尧Zn尧Fe尧Se 的含量袁且以
250 mg/kg组升高最为显著遥 宋振东等渊1992冤[8]分别在
肉用仔鸡及鲤鱼饲料中添加稀土硝酸盐袁 结果表明袁
添加稀土硝酸盐对血液中的 Cu尧Zn尧Mn尧Fe尧Se 的含
量有一定影响袁并且出现明显正相关遥

研究稀土提高血中微量元素含量的初步结果表

明袁 由于稀土的作用使动物体内构筑起较好的矿物
质基础袁从而达到提高动物生产性能的目的遥 但是稀
土与微量元素间这种协同效应的产生袁 是通过添加
稀土提高动物对饲料中微量元素的利用还是刺激机

体动用了贮存的微量元素的利用等原理袁 还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遥

稀土化合物具有广泛的药理学性质袁对细菌的生
长有调控作用遥 多数研究表明袁较高浓度的稀土离子
渊Ld3+ 1.0伊10-4耀1.0伊10原2 mol/l冤 能抑制细菌的生长袁而
较低浓度 Lm3垣<l伊10原5 mo1/l则刺激细菌的生长遥 对于
稀土化合物有杀菌作用袁 其作用主要是 La3垣等作用袁
当饲料中添加稀土离子袁由于 La3垣等与细胞磷酸脂有
较强的结合力袁能稳定细胞膜和溶酶体膜袁增强抗逆
能力袁抑制溶酶分泌袁从而起到了抗逆作用遥 La3垣稀土
离子又是 Ca2垣的竞争离子袁 取代 Ca2垣后可以破坏组织
胺的生成和释放袁从而有效地防止炎症的发生[13]遥
3 稀土添加剂对动物体存在的负面作用及安全性研

究

3.1 稀土的毒性作用

稀土对繁殖系统的毒性作用遥 稀土具有弱胚胎
毒袁胚胎对稀土敏感袁可使雏鸡发生畸变袁尽管稀土可
能存在某种遗传毒性袁但低浓度的稀土具有显著的抑
癌袁抗诱变作用袁这已为许多试验所证实[14]遥

稀土属低毒性物质袁其毒性和铁差不多袁适量给
动物添加稀土袁有利于提高动物的身体素质袁增强免
疫力袁从而获得高产遥 对家兔尧大鼠进行的三致(致癌尧
致畸尧致突变)试验表明袁稀土化合物无三致作用袁因
而稀土经消化道摄入的毒性很低袁一般作饲料添加剂
和内服药是可行的遥
3.2 稀土的安全性

稀土元素的天然放射性同位素丰度很低袁半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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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袁 所以实际上放射性非常弱袁 远低于国家标准遥
饲料中添加稀土袁经消化道吸收很少袁而吸收的部分
也主要沉积在骨骼中遥 何明渊等人渊1998冤[15]指出袁饲
喂稀土复合添加剂的情况下袁肌肉中残留量为 0.25耀
0.30 mg/kg袁脏器内残留量最高为 0.62耀1.22 mg/kg遥 刘
茂玲等[16]试验表明袁肉鸡屠宰前 8 d停喂稀土饲料添
加剂袁屠宰时肌肉中的稀土含量又恢复到未添加时的
水平遥 总之袁在饲料中添加适量的稀土作添加剂是安
全可行的袁不会对人尧环境及水域造成污染遥
4 稀土螯合物的开发应用

近年来袁 稀土在畜牧业上已有一定的应用袁大
多数试验证明袁 稀土具有较好的提高畜禽生长速
度尧产蛋率尧孵化率袁延长产蛋高峰期袁降低饲料成
本等功效遥 目前研究的稀土螯合物主要有稀土氨基
酸配合物尧有机酸稀土复合物尧稀土酵母尧稀土壳聚
糖等螯合物袁其中研究较多的是稀土氨基酸袁人们
已合成了大约 100 种的稀土氨基酸配合物袁测定了
40多种稀土氨基酸配合物的结构 [17]袁并用多种现代
测试技术研究了其性质遥 国内外众多试验证明袁氨
基酸与微量元素螯合物作为畜禽的添加剂要比单

独使用氨基酸或金属元素的效价高得多袁被公认为
添加剂的第三代产品袁可以提高氨基酸的生物学价
值 2耀3 倍和无机盐利用率的 5耀10 倍遥 稀土酵母是
以酵母为载体袁在适宜的培养基中添加稀土化合物
形成的遥 稀土壳聚糖是由稀土和壳聚糖通过特殊的
电化学工艺螯合而成的一种稀土有机高分子多糖

配合物遥 邹优敬等渊1997冤在产蛋鸡上研究表明袁产
蛋鸡日粮中添加氨基酸稀土螯合物, 产蛋率显著高
于对照组袁提高 2.962%曰平均蛋重也显著高于对照
组[18]遥杨红萍等 [19]渊2005冤报道袁在黄杂肉鸡饲粮中添
加 500 mg/kg 的富马酸稀土络合物每只鸡增重比对
照组提高 12.27%袁料重比降低 13.14豫袁经济效益好
于对照组遥王长青等[20]报道袁在蛋鸡饲粮中添加稀土
壳聚糖后, 可提高蛋鸡的蛋重和产蛋量袁 降低死亡
率袁从而提高全期产蛋量和饲料报酬曰可降低蛋中
胆固醇袁提高蛋中蛋白含量袁显著改善蛋的品质遥

总之袁稀土螯合物因其特殊的生物功能袁在畜牧
业中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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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用木聚糖酶的结构特点
及在生产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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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其玉(通讯作者)，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7-08-27

随着微生物学向动物营养学领域深入融合袁各项
微生物的研究成果逐渐在饲料行业得到应用袁尤其以
酶制剂的应用最为突出遥 近几年来袁作为饲料酶制剂
的核心组分要要要木聚糖酶袁以其明显的使用效果和健
康尧高效的使用特点得到了广泛应用遥但是袁在木聚糖
酶的特点和使用上还存在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遥
1 木聚糖酶的来源及活性

酶是通过富产酶的特定微生物渊如米曲霉尧黑曲
霉尧枯草杆菌和酵母菌等冤发酵后袁经提取尧浓缩等工
艺加工而成的具有高度催化活性的蛋白质遥大部分酶
制剂都由多种酶蛋白组成,而且不同的微生物产生的
酶通常也是有区别的遥底物中作用成分含量及分子结
构的不同, 也必定会造成酶活测定的不一致遥因此袁选
用不同底物测定不同来源尧不同菌种发酵产生的酶其
活性会有很大差异遥

各种产酶菌株在不同的碳源培养基中袁产酶能力
也有所不同遥 如芽孢杆菌 NT 9(Lopez C等袁1998)和芽
孢杆菌 BP 7渊韩晓芳等袁2002冤袁以木聚糖为培养基时,
木聚糖酶酶活最大曰细菌 HNX01渊许君袁2004冤和芽孢
杆菌 SPS 0渊Bataillon M 等袁1998冤利用自制的麸皮木
聚糖培养时袁 木聚糖酶酶活最高曰 枯草芽孢杆菌
(Pereiraa P S等袁2002)在以麸皮为碳源时酶活比较低,
而在以燕麦木聚糖为碳源时酶活达到最大遥在选用木
聚糖酶酶制剂时袁 不能单一地考虑酶活性的大小袁而
要从作用底物的种类尧酶的来源和作用特点几个方面
综合考虑遥
2 内切木聚糖酶与外切木聚糖酶的差异

木聚糖是植物细胞壁中的主要组分袁它由 茁-D吡
喃型木糖残基经 茁-1,4 糖苷键相连形成主链袁并由阿
拉伯糖尧乙酰基甘露糖和葡萄糖醛酸等复杂侧链组成
(Kubata等,1995)遥木聚糖结构见图 1遥木聚糖酶(1,4原茁原
D原xylanohydrolase,EC.3.2.18)是一类木聚糖降解酶系袁
属于水解酶类, 包括内切 茁原木聚糖酶(endoxylanase)尧
外切 茁原木聚糖酶(exoxylanase)和 茁原木二糖苷酶遥
代表阿拉伯糖或其它基团

由很多木糖连接而成的木聚糖主体
头端

尾端

图 1 木聚糖结构示意图

内切 茁-木聚糖酶作用于木聚糖主链的木聚糖苷
键袁随机切断主链内的糖苷键,水解木聚糖而生成分
子量大小不同的寡糖曰 外切 茁-木聚糖酶的主要作用
是从非还原性末端切下单个的单糖曰 而 茁-木二糖苷
酶则是将木二糖水解成两个单糖遥 木聚糖酶中内切
茁-木聚糖酶所占的比例决定木聚糖酶在生产中的使
用效果遥 内切 茁-木聚糖酶与外切 茁-木聚糖酶间存在
的差异如图 2尧图 3所示遥

从图 2尧图 3中可以将内切木聚糖酶和外切木聚
糖酶的差异归纳如下院

淤 从作用位置来看袁 外切木聚糖酶在分解木聚
糖的速度上远比不上内切木聚糖酶袁因此要迅速降低
饲料食糜粘度袁使用内切木聚糖酶效率更高遥

于 从分解效率上看袁 外切酶只能作用于可溶性
的多聚糖袁 而对不可溶性的多聚糖几乎没有效果袁其
最高分解比例不到 50%曰 而内切酶可有效降解多聚
糖袁并且对不可溶性多聚糖分解比例可达到 80%袁此
外袁内切木聚糖酶能使组成细胞壁的不溶性木聚糖变
成可溶性木聚糖袁从而迅速降解细胞壁袁释放营养物
质遥

本栏目由北京挑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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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 从作用底物后的产物看袁 外切木聚糖酶的产
物以木糖为主袁内切木聚糖酶的产物主要为寡糖等低
聚糖遥有研究表明袁寡糖可促进肠道正常蠕动袁促进有
益菌的增殖袁抑制有害菌的定植曰而木糖不但不具备
增殖肠道有益菌的功能袁过多的木糖单体还会造成动
物消化道异常遥
3 影响木聚糖酶使用效果的因素

3.1 温度

酶作为具有高催化活性的蛋白质分子,其作用曲
线同样也符合米氏方程遥不同来源微生物所产木聚糖
酶的最适反应温度和耐温性不同遥如真菌生产的木聚
糖酶耐热性普遍较差 ,55 益保温 1 h 即为半失活温
度遥 因此,很多生产全价料的厂家担心颗粒料的调质
工艺会使添加的木聚糖酶失去作用遥随着对微生物领
域研究的不断深入, 目前已筛选出多株耐高温产酶
菌遥 伏显华等(2006)对某种饲料酶制剂中木聚糖酶的
酶学性质的研究结果表明,木聚糖酶达到最大活力的
反应温度在 50 益左右曰干热加热处理下,在 85尧95 益恒
温干燥箱中将样品加热处理 10 min袁相对酶活分别为
96.03%和 91.42%, 说明木聚糖酶耐干热处理能力较
强曰水分含量为 17%时袁在 85 益恒温干燥箱中处理 2尧
5尧10 min袁 相对酶活分别为 94.72豫尧89.72豫尧74.74豫遥

因此袁在饲料加工时不会因制粒的高温尧湿热而引起
酶活的大幅下降遥
3.2 pH值

酶的催化活性与环境 pH值有密切关系袁 通常各
种酶只在一定 pH值范围内才具有活性袁 酶活性最高
时的 pH值袁称为酶的最适 pH 值袁高于或低于此 pH
值时酶的活性都逐渐降低遥不同微生物来源的菌株所
产酶的最适反应 pH值和最适反应温度不同遥例如袁黑
曲酶菌株 A3所产木聚糖酶最适反应温度 55 益袁最适
反应 pH值 4.6渊占纪勋袁2003冤曰绿色木霉 YNUCC0183
所产木聚糖酶最适反应温度为 50 益袁 最适 pH值为
6.0(吴克袁2001)曰疏棉状嗜热丝孢菌 YNUCC4154所产
木聚糖酶最适反应温度为 73 益袁最适 pH值为 6.5曰耐
热子囊菌所产木聚糖酶最适反应温度为 70 益袁 最适
pH值为 4.8(付五兵,2005)遥 由于畜禽的整体消化道偏
弱酸性(见表 1),因此,饲料工业用木聚糖酶应选择最
适 pH值在偏酸性范围内的,如枯草芽孢杆菌 XY1905
所产木聚糖酶在偏酸性环境及较高温环境下应有较

高酶活渊崔月明等袁2005冤遥
3.3 食糜在消化道的停留时间

有研究表明,木聚糖酶的最适作用时间为 40 min
渊伏显华袁2006冤袁因此袁食糜在消化道内的停留时间对

酶 制 剂 国春艳等：饲用木聚糖酶的结构特点及在生产中的应用

图 2 内切木聚糖酶作用示意图

注院内切木聚糖酶可如图中箭头所指位置任意切断木聚糖中的 茁-渊1袁4冤键袁得到由 2耀6个单糖所组成的寡糖为主的产
物袁并且对构成细胞壁中的不溶性木聚糖也能迅速分解遥

4 3 2 1

图 3 外切木聚糖酶作用示意图

注院外切木聚糖酶只能沿尾端依 1尧2尧3尧4等的次序切断木聚糖的 茁-渊1袁4冤键袁生成木糖单体和不能断续分解的带分支末
端的多聚糖体袁因此分解效率极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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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聚糖酶的作用有影响遥高俊勤等渊2006冤对饲喂小麦
基础日粮的家禽的研究表明袁食糜在空肠和回肠的停
留时间最长袁添加木聚糖酶使食糜在腺胃尧结肠尧盲肠
中的停留时间延长袁在其它消化道中的停留时间缩短
渊P跃0.05冤遥

表 1 不同畜禽消化道不同部位的 pH值
消化部位
嗉囊
腺胃
胃
瘤胃
肌胃
十二指肠
空肠
回肠

鸡
4.3耀4.8
4.3耀4.6

-
-

2.8耀3.0
5.9-6.4
6.0耀6.6
6.3耀6.8

猪
-
-

2耀3.5
-
-

4.6耀6
5.9耀6.7
7.0耀7.5

牛
-
-
-

6.2耀7.2
-

2.6耀2.8
-
-

羊
-
-
-

6-7
-

2.7耀3.0
-
-

注:表中部分数据引自叶饲料添加剂使用规范曳(杨振海尧蔡辉益,2002)

4 添加酶制剂对日粮营养水平的影响

廖细古等渊2006冤在基础日粮中分别添加 250 和
500 g/t 的木聚糖酶 , 研究木聚糖酶对仙湖鸭的影
响,结果表明袁木聚糖酶可以使整个生长阶段肉鸭的
增重分别比正对照组提高 2.77%和 4.96%曰 料重比
分别下降 1.85% 和 2.11%遥 在日粮表观代谢能分别
降低 209尧313.5 kJ/kg的负对照组基础日粮中袁分别
按 250 和 500 g/t 添加木聚糖酶, 与正对照组比较袁
整个阶段肉鸭的生产性能都有所提高遥 因此袁在进
行加酶配方设计时袁可根据不同养殖场管理水平和
畜禽品种及健康状况袁将日粮表观消化能适当降低
100耀300 kJ/kg袁从而降低饲料成本遥 在足量添加饲
用复合酶后袁还可增加棉粕尧菜粕尧DDGS尧DDG尧DDS
等杂粕或非常规原料在畜禽配合饲料中的使用量袁
减少豆粕的使用量曰也可以根据市场中玉米和小麦
的价格波动袁使用小麦等麦类原料部分甚至全部替
代玉米遥
5 小结

随着动物营养专家对微生物学的深入研究袁木聚
糖酶的应用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遥 大部分试验报
道, 木聚糖酶的添加可以降低动物消化道食糜的粘
度, 提高动物的生产性能遥 但生产中的应用效果受到
多种因素的影响袁如动物的品种尧年龄尧健康状况尧养
殖场的管理水平以及酶的使用方法等遥 此外袁日粮类
型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因为酶的应用效果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酶与底物的关系遥

木聚糖酶作为一种新型的饲料添加剂袁为了使其

得到更有效尧更充分的应用袁今后应加强以下几方面
的研究院淤加强菌种选育(如利用 DNA基因重组技术)
和酶生产工艺等基础研究工作袁获得高效产内切木聚
糖酶的菌株曰于加强适用于水产饲料的木聚糖酶酶制
剂的研发曰盂建立酶效应的预测模型袁为确定饲用酶
的最佳用量提供理论依据遥

参考文献

1 Ba taillon M, Nune s Cardinali A P , Duchiron F. Production of
xylanases from a newly isolated alkalophilic thermophilic Bacillus sp
[J]. Biotechnology Letters , 1998, 20(11):1 067~1 071

2 Kubata B K,Takamizawa K,Kawai K,et al.Xylanase IV,an endoxylanase
of Aeromonas caviae ME21 which produces xylotetraose as the only
low molecular weight oligosaccharide from xylan [J]. App Environ
Microbiol.,1995,61:1 666~1 668

3 L忆opez C, Blanco A, Javier Pastor F I. Xylanase production by a new
alkalitolerant isolate of Bacillus[J].Biotechnology Letters,1998,20(3):
243~246

4 Pereiraa P S, Mesquitaa A, Duartea J C, et al. Rapid production of
thermostable cellulose free xylanase by a strain of Bacillus subtilis
and its properties [J]. Enzyme and Microbial Technology, 2002,30:
924~933

5 崔月明,樊妙姬,栾桂龙,等.枯草芽孢杆菌 XY1905木聚糖酶酶学
性质的初步研究[J]. 饲料工业,2005,26(6):19耀21

6 冯定远.酶制剂在饲料工业中的应用[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
出版社, 2005.199耀251

7 伏显华，伍明，俊刘勇，等. 饲料酶制剂中木聚糖酶酶学性质的研
究[J]. 饲料工业,2006,27(12):18耀20

8 付五兵, 朱涛, 张勤良, 等.Bacillus subtilisT15 产木聚糖酶的酶学
特性及其在禽饲料中应用的初步研究[J].饲料工业,2005(16):34耀
35

9 高俊勤，高峰，周光宏.木聚糖酶对肉仔鸡消化道食糜停留时间和
营养消化率的影响[J].中国农学通报，2006(9):18耀20

10 韩晓芳,郑连爽.产木聚糖酶嗜碱细菌的筛选及产酶条件研究[J].
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2002,3(11):25耀27

11 廖细古，冯定远，于旭华，等.木聚糖酶对生长肉鸭生产性能影响
的研究[J]. 饲料工业,2006,27(18):44耀45

12 吴克,刘斌,张洁,等. 绿色木霉木聚糖酶的纯化和性质[J]. 生物学
杂志, 2001(6):31耀35

13 许君. 碱性木聚糖酶产生菌的筛选与产酶条件 [J] . 生物技术,
2004 ,14(3):52耀54

14 杨振海，蔡辉益.饲料添加剂使用规范[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出
版社,2003.187耀200

15 占纪勋,刘廷志,田胜燕,等. 黑曲霉 S13所产木聚糖酶的性质及
应用研究[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3(2):25耀29

（编辑：高 雁，snowyan78@tom.com）

酶 制 剂国春艳等：饲用木聚糖酶的结构特点及在生产中的应用

12

mailto:snowyan78@tom.com


李新社，邵阳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系，副教授，422000，湖
南邵阳。

陆步诗、唐丰，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7-09-28
绎 湖南省科技厅资助科研项目（编号 04C606）

复合酶制剂与白地霉共发酵
生产丢糟饲料蛋白的应用研究

李新社 陆步诗 唐 丰

1 材料与设备

1.1 材料

丢糟院由邵阳市酒厂大曲车间提供遥
菌种院白地霉渊Geotrichum candidum link冤由广东

省微生物研究所菌种保藏中心提供遥
酶制剂院纤维素酶尧糖化酶为市售商品遥
试剂院均为市售分析纯商品遥

1.2 主要仪器与设备

FSJ-114 型植物样本粉碎机尧GXZ-268B 生化培
养箱尧HFsafe超净工作台尧手提式高压蒸汽锅尧HSZ-1
震荡式精密恒温水浴槽尧HH-4恒温水浴箱尧FSJ-114
离心机尧电子天平等遥
1.3 培养基[1]

麦芽培养基:用于白地霉菌种活化及扩大培养遥
麸皮培养基:用于菌种驯化遥
丢糟培养基:以丢糟为主要原料,适当添加酶制剂

渊纤维素酶尧糖化酶冤和无机盐遥
2 方法

2.1 测定方法

水分的测定采用恒重法 [2]曰总酸的测定采用酸碱
滴定法[2](以醋酸计)曰粗纤维的测定采用酸碱处理法[3]曰
总氮的测定采用凯氏定氮法曰还原糖的测定采用直接
滴定法[2]渊以葡萄糖计冤遥
2.2 操作要点

2.2.1 菌种活化

将麦芽汁培养基倒入斜面试管中袁灭菌尧接种尧
30 益生化培养箱培养 72 h遥
2.2.2 菌种扩大培养

将麦芽汁培养基装到三角瓶渊250 ml冤中袁灭菌尧
接种渊活化菌冤尧30 益培养 72 h遥

2.2.3 菌种驯化

将麸皮与丢糟培养基渊麸皮丢糟配比分别为
91尧 55尧19冤分装到三角瓶渊250 ml冤中袁灭菌尧接
种尧30 益培养 72 h遥
2.2.4 丢糟的发酵试验

将丢糟培养基渊按比例称取丢糟和酶制剂袁根据
查氏培养基配方补充少量的 KCl尧MgSO4尧NaNO3尧
K2SO4袁用石灰水调节 pH 值冤进行灭菌尧接种渊驯化
菌冤尧发酵尧干燥尧粉碎袁最后进行成分检测遥

丢糟中酶制剂与菌种添加设计见表 1遥
表 1 100 g丢糟中酶制剂与菌种添加量

瓶号
1
2
3
4
5
6
7
8
9

纤维素酶渊g冤
0.05
0.05
0.05
0.10
0.10
0.10
0.15
0.15
0.15

糖化酶渊g冤
0.01
0.02
0.03
0.01
0.02
0.03
0.01
0.02
0.03

菌种接种量渊%冤
5
10
15
10
15
5
15
5
10

3 结果与分析

3.1 发酵前丢糟成分的检测

发酵前对丢糟的水分尧粗纤维尧粗蛋白尧总酸尧还
原糖含量进行检测袁结果见表 2遥

表 2 丢糟各成分含量检测结果（%）
水分
63.1

粗纤维
16.28

粗蛋白
8.20

总酸
3.70

还原糖
1.32

3.2 最佳生产工艺的确定

在 30 益下以纤维素酶添加量尧糖化酶的添加量尧
白地霉接种量尧发酵时间为 4个变量遥 进行 L9渊34冤[4]正
交试验渊见表 3冤袁通过检测还原糖尧氮的含量袁确定最
适发酵生产条件,结果见表 4遥

表 3 L9（34）正交试验设计

因素
A纤维素酶渊%冤
B糖化酶渊%冤
C接种量渊%冤
D发酵时间渊d冤

水平 1
0.05
0.01

5
6

水平 2
0.10
0.02
10
7

水平 3
0.15
0.03
1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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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正交试验结果及数据处理

A
1
1
1
2
2
2
3
3
3

42.35
56.40
55.96
13.61

B
1
2
3
1
2
3
1
2
3

52.89
56.59
64.29
3.7

C
1
2
3
2
3
1
3
1
2

53.86
56.59
61.54
4.51

D
1
2
3
3
1
2
2
3
1

62.81
48.60
62.36
13.76

还原糖
1.77
1.87
1.98
2.15
1.99
2.06
1.97
2.13
2.05

Ti(总和)
19.07
17.07
25.28
18.75
21.19
16.46
15.07
18.33
22.55

总氮
17.3
15.2
23.3
16.6
19.2
14.4
13.1
16.2
20.5

1
2
3
4
5
6
7
8
9
K1
K2
K3
R

项目
指标渊豫冤因素

从表 4的 K值看,A2B3C3D1为最佳组合,即在 30 益
条件下以大曲丢糟培养白地霉生产饲料的最佳工艺

条件为院 纤维素酶添加量为 0.1%袁 糖化酶添加量为
0.03%袁白地霉接种量为 15%袁培养时间为 6 d遥从极差
值看 RD跃RA跃RC跃RB袁说明培养时间和纤维素酶添加
量都对生产影响比较大袁在实际生产中只要严格控制
培养时间和纤维素酶添加量袁 添加菌种和糖化酶适
量袁就可以确保丢糟纯种固态发酵生产饲料蛋白达到
最佳效果遥
3.3 发酵前后丢糟成分的比较

3.3.1 复合酶制剂与白地霉共发酵丢糟

在最佳工艺条件下, 利用复合酶制剂与白地霉共
发酵丢糟,并对发酵后的丢糟进行粗纤维尧粗蛋白尧还
原糖含量的检测,与发酵前丢糟成分比较,结果见表 5遥

表 5 发酵前后丢糟成分比较（%）
项目
发酵前丢糟
发酵后丢糟

粗纤维
16.28
7.11

粗蛋白
8.20
23.3

还原糖
1.32
1.98

从表 5可看出袁经过白地霉和酶制剂共发酵丢糟
后袁其还原糖和粗蛋白含量分别由原来的 1.32%与
8.20%提高到 1.98%与 23.3%袁 而粗纤维的含量则从
16.28%下降到 7.11%遥
3.3.2 白地霉发酵丢糟[5]

在相同的条件下,利用白地霉发酵丢糟,并对发酵
后的丢糟进行粗纤维尧粗蛋白尧还原糖含量的检测袁与
发酵前丢糟成分比较袁结果见表 6遥

表 6 发酵前后丢糟成分比较（%）
项目
发酵前丢糟
发酵后丢糟

粗纤维
16.28
10.18

粗蛋白
8.20
18.8

还原糖
1.33
1.53

注院表中结果为陆步诗和李新社渊2006冤的研究结果遥

从表 6中可以看到袁与发酵前相比袁经白地霉发
酵后 袁 丢糟饲料的粗纤维含量由 16.28%下降至
10.18%袁 而粗蛋白尧 还原糖含量显著提高袁 分别由
8.20%与 1.33%提高到 18.8%与 1.53%遥

由表 5尧表 6可见袁利用白地霉发酵丢糟能使丢糟
蛋白的含量由 8.20%提高到 18.8%袁 而添加复合酶制
剂后与白地霉共发酵则能使丢糟蛋白的含量由

8.20%提高到 23.3%遥 由于丢糟中含有部分淀粉尧粗纤
维尧粗蛋白尧氨基酸尧有机酸尧低碳糖尧杂醇等残存,通过
适量补充无机氮源, 采用能产一定纤维素酶尧 能有效
降解纤维素尧能利用丢糟中的残存大量繁殖且蛋白质
可利用率高的白地霉对丢糟进行再发酵, 能有效地提
高丢糟的蛋白质含量遥而少量添加纤维素酶与糖化酶
后袁纤维素酶能将丢糟中的粗纤维降解袁糖化酶能将
粗纤维的降解物进一步降解为还原糖袁为白地霉菌株
发酵丢糟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营养袁从而促使白地霉能
更好的生长袁因而丢糟蛋白的含量更高遥
4 结论

采用白地霉为菌种袁添加纤维素酶尧糖化酶生产
丢糟饲料蛋白的最佳工艺条件为 30 益条件下袁 纤维
素酶与糖化酶的添加量分别为 0.1%与 0.03%袁白地霉
接种量为 15%袁培养时间为 6 d遥丢糟通过微生物发酵
外加酶制剂不但可以提高粗蛋白含量袁而且能够改变
饲料中蛋白质结构尧氨基酸比例袁还能提供核黄素尧硫
胺素尧生长素尧胆碱尧矿物质等微量有益成分和生物酶
及其它生物活性物质遥 因此袁利用大曲丢糟生产蛋白
饲料袁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粮食袁解决当前蛋白饲料
的严重短缺袁 为饲料生产提供一种新的蛋白质来源袁
而且解决了因丢糟的丢弃而造成环境污染袁具有一定
的社会效益尧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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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10-12

宋智娟 张艳铭 廖智慧

摘 要 试验以 AA肉仔鸡为试验动物, 研究在日粮中添加不同水平的 茁原甘露聚糖酶对肠道菌群
及 pH值的影响。试验选择健康、体重相近 1日龄 AA肉仔鸡 384只(公母各半),公母分开饲养,各设 4个处
理,每个处理 4个重复,每重复 12只鸡。处理玉为对照组,饲喂基础日粮,处理域、芋、郁组为 茁原甘露聚糖酶
添加组,在基础日粮的基础上分别添加 0.03%、0.06豫、0.1豫的 茁原甘露聚糖酶。试验期为 6周,测定其肠道菌
群及 pH值,结果表明,日粮中添加 茁原甘露聚糖酶可以提高肉鸡肠道中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的数量,降低大
肠杆菌的数量及 pH值,保护肠道内健康的环境。与对照组相比,域、芋、郁组的大肠杆菌数量分别减少了
2.82%(P<0.01)、5.27%(P<0.01)和 6.62%(P<0.01)；乳酸杆菌数量分别增加了 0.96%(P>0.05)、1.09%(P>0.05)和
1.81%(P<0.05),但添加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双歧杆菌数量分别增加了 1.39%(P<0.01)、2.32%(P<0.01)
和 3.14%(P<0.01);pH值分别降低了 0.59%(P<0.05)、1.04%(P<0.01)和 1.34%(P<0.01)。

关键词 茁原甘露聚糖酶；肉鸡；肠道微生物菌群；pH值
中图分类号 S831.5

甘露聚糖类物质作为半纤维素的第二大组分袁广
泛分布于自然界中袁是抗营养因子非淀粉多糖的主要
组成成分袁它能结合大量水分袁增加机体消化道内容
物的粘稠度遥

养分的消化吸收不良可导致营养物质在肠道内

蓄积袁富含养分的食糜是细菌袁特别是致病菌的良好
培养基袁并且食糜通过消化道的速率降低袁会大大减
少菌群的移动袁 使细菌得以在肠道上大量定居下来袁
从而改变了肠道内的微生物区系渊Fuller,1991冤袁并且
大量有害细菌的增殖会消耗许多营养物质,从而降低
营养物质的利用率遥 此外,肠内细菌数量增多会刺激
肠壁袁并使之增厚 ,同时损伤肠壁渊Ikegami 等 ,1990曰
Viveros等袁1994冤袁进一步降低肠道对养分的吸收遥 某
些细菌还可能产生毒素袁影响宿主健康遥

茁原甘露聚糖酶是一种半纤维素水解酶袁以内切方
式降解 茁原1袁4糖苷键袁不但能消除日粮中甘露聚糖类
物质的抗营养作用袁而且使日粮中的甘露聚糖类物质
降解成甘露寡糖遥甘露寡糖与病原菌在肠壁上的受体
具有相似的结构袁它与病原菌表面的类丁质也有很强
的结合力袁可竞争性地与病原菌结合袁使其无法附植
在肠壁上袁结合后的甘露寡糖不能提供病原菌生长所

需的营养素袁致使病原菌死亡而失去致病能力遥 甘露
寡糖也是动物肠道内有益菌如双歧杆菌尧乳酸杆菌等
的营养物质袁可促进其大量繁殖遥

本试验可为 茁原甘露聚糖酶作为一种饲用酶制剂
在玉米要豆粕型日粮中的应用提供依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

1日龄出生重相近的健康 AA肉仔鸡 384只遥
1.2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的重组毕赤酵母表达的 茁原甘露聚糖
酶袁由中国农科院饲料研究所研制袁最适 pH值为 5.5遥
酶活为 30 000 U/g遥
1.3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完全随机分组设计方案遥第玉组为基础
对照组袁饲喂基础日粮曰第域尧芋尧郁组为 茁原甘露聚糖
酶添加组袁 在基础日粮的基础上分别添加 0.03%尧
0.06豫尧0.1豫的 茁原甘露聚糖酶遥

选用 1 日龄出生重相近的健康 AA 肉仔鸡 384
只袁公母分开饲养袁公母各设 4个处理袁每个处理 4个
重复袁每个重复 12只鸡遥 试验期共 42 d袁分两个阶段
进行袁即 0耀3周龄和 4耀6周龄遥 试验设计见表 1遥

表 1 试验设计

组别
茁原甘露聚糖酶添加量渊豫冤

玉
0

域
0.03

郁
0.1

芋
0.06

1.4 试验饲粮
试验饲粮为玉米要豆粕型日粮袁参照肉鸡营养需

要 NRC渊1994冤及叶家禽营养与饲料曳设计配制遥 0耀3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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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用玉号料袁4耀6周龄用域号料袁 其日粮配方及营养
水平见表 2遥

表 2 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

项目
饲粮成分渊%冤
玉米
豆粕
植物油
食盐
石粉
磷酸氢钙
预混料
营养成分
代谢能渊MJ/kg冤
粗蛋白渊%冤
钙渊%冤
总磷渊%冤
赖氨酸渊%冤
蛋氨酸渊%冤
半胱氨酸渊%冤

0耀3周龄渊玉号料冤
56
37
2.7
0.3
1
2
1

12.40
20.39
0.95
0.51
1.25
0.58
0.34

4耀6周龄渊域号料冤
58

33.7
4.13
0.36
0.93
1.88

1
12.85
19.13
0.89
0.48
1.01
0.44
0.32

注院每千克预混料中含 DL-蛋氨酸 129 g尧铁 5 000 mg尧铜 800 mg尧
锰 6 000 mg尧锌 6 000 mg尧硒 35 mg尧碘 60 mg尧烟酸 560 mg尧叶
酸 8.0 mg尧VA 1 000 000 IU尧VD3 216 000 IU尧VE 1 490 IU尧VK3
100 mg尧VB1 40 mg尧VB2 1 230 mg尧VB12 0.5 mg尧泛酸钙 500 mg尧
氯化胆碱 50 g遥

1.5 检测指标与方法

1.5.1 盲肠肠道微生物菌落数的测定

剖腹并结扎所取盲肠段的两头,用酒精棉球消毒
各结扎口后,放入已灭菌塑料袋中,备用遥 将样品运回

实验室后,在超净工作台上立即称取 1.0 g左右肠内容
物于无菌试管中, 加入先配好并已灭菌的稀释液 9 ml,
加入玻璃球振荡 30 s,此浓度为 10-1倍,静置一段时间,
吸取上清液 1 ml 于盛有 9 ml 稀释液的试管中进行
10-2稀释,振摇 3耀4 s,并依次进行 10-3耀10-7倍稀释遥 培
养大肠杆菌尧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并做生化鉴定遥 将
培养后的平皿选择合适的浓度梯度渊以长 10耀100个
菌落为宜冤,根据菌落可数性原则袁即 1 个细菌产生
1 个菌落,对 3种微生物进行平板菌落计数,求其平均
值,每克肠道内容物所含的细菌数,以每克盲肠内容物
含细菌数的 lg cfu表示袁计算公式如下院

每克盲肠内容物菌落数越log10 (菌落数伊稀释倍数伊
每次稀释取样毫升数)/(接种用样品毫升数伊样品克数)遥
1.5.2 盲肠肠道内容物 pH值

取 1 g左右盲肠肠道内容物,用蒸馏水稀释 10倍,
用 pHBJ原260型便携式 pH计测定 pH值遥
1.6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用 Excel XP及 SPSS11.0数据处理软件
中方差分析过程进行双因素数理统计袁 并对均数作
LSD多重比较袁数据以平均数依标准差表示遥
2 试验结果

日粮中添加 茁原甘露聚糖酶对肉鸡肠道内微生物
菌群及 pH值的影响见表 3袁其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4遥

表 3 茁原甘露聚糖酶对肉鸡肠道内微生物菌群及 pH值的影响
项目
大肠杆菌渊lg cfu/g冤
公鸡
母鸡
平均值
乳酸杆菌渊lg cfu/g冤
公鸡
母鸡
平均值
双歧杆菌渊lg cfu/g冤
公鸡
母鸡
平均值
pH值
公鸡
母鸡
平均值

玉
8.19依0.06A
8.12依0.08Aa
8.16依0.07A

8.30依0.05a
8.23依0.06a
8.27依0.06a

8.60依0.12Aa
8.62依0.07A
8.61依0.09A

6.72依0.07Aa
6.75依0.02Aa
6.74依0.06Aa

域
7.92依0.03B
7.94依0.06Ab
7.93依0.04B

8.40依0.12a
8.31依0.10ab
8.35依0.11ab

8.69依0.05Ba
8.77依0.05Ba
8.73依0.06Ba

6.69依0.07b
6.71依0.03b
6.70依0.05b

芋
7.67依0.13Ca
7.79依0.15Bbc
7.73依0.14Ca

8.33依0.04a
8.39依0.09ab
8.36依0.07ab

8.82依0.02Bb
8.81依0.03Bab
8.81依0.02Bb

6.65依0.04Bc
6.68依0.04Bc
6.67依0.04Bc

郁
7.58依0.15Ca
7.66依0.12Bc
7.62依0.13Cb

8.42依0.26a
8.41依0.08b
8.42依0.08b

8.89依0.10Cb
8.86依0.02Bb
8.88依0.07Cb

6.63依0.03Bc
6.66依0.03Bc
6.65依0.03Bc

平均值

7.84依0.26
7.88依0.20

8.36依0.14
8.334依0.10

8.75依0.14
8.77依0.10

6.67依0.06
6.70依0.05

注院表中同行数据肩标有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袁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标有相同小
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表 4 肠道内微生物菌群及 pH值方差分析结果
方差分析
组别水平间 P值
性别水平间 P值
组别与性别互作 P值

大肠杆菌
0.000
0.353
0.325

乳酸杆菌
0.041
0.501
0.634

pH值
0.003
0.138
0.670

双歧杆菌
0.000
0.420
0.397

2.1 茁原甘露聚糖酶对大肠杆菌数的影响

不同 茁原甘露聚糖酶添加水平对肉鸡肠道内大肠
杆菌数有极显著影响袁而性别因素对其无影响遥

域尧芋尧郁组公鸡大肠杆菌数分别比对照组减少
了 3.3%渊P<0.01冤尧6.35%渊P<0.01冤 和 7.45%渊P<0.01冤袁
芋尧郁组与域组相比差异极显著(P<0.01)袁而芋尧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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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遥 域尧芋尧郁组母鸡大肠杆菌
数分别比对照组减少了 2.22%(P<0.05)尧4.06%(P<0.01)
和 5.67%(P<0.01)遥 在不考虑性别因素时袁域尧芋尧郁组
大肠杆菌数分别比对照组减少了 2.82% (P<0.01)尧
5.27%(P<0.01)和 6.62%(P<0.01)袁芋尧郁组与域组尧玉组
相比差异极显著(P<0.01)遥

总体来看袁 日粮中添加 茁原甘露聚糖酶可以显著
降低肉鸡肠道中大肠杆菌的数量袁而且在本试验所设
的添加剂量范围内袁随着添加量的增加效果越明显遥
2.2 茁原甘露聚糖酶对乳酸杆菌数的影响

不同 茁原甘露聚糖酶添加水平对肉鸡肠道中乳酸
杆菌数有影响袁而性别因素对其无影响遥

域尧芋尧郁组公鸡乳酸杆菌数分别比对照组增加
了 1.2%(P>0.05)尧0.36%(P>0.05)和 1.45%(P>0.05)遥 域尧
芋尧郁组母鸡乳酸杆菌数分别比对照组增加了 0.97%
(P>0.05)尧1.94%(P>0.05)和 2.19%(P<0.05)遥 在不考虑性
别因素时袁域尧芋尧郁组乳酸杆菌数分别比对照组增加
了 0.96%(P>0.05)尧1.09%(P>0.05)和 1.81%(P<0.05)遥

总体来看袁 日粮中添加 茁原甘露聚糖酶可以显著
增加肉鸡肠道内乳酸杆菌的数量袁而且在本试验所设
的添加剂量范围内袁添加量越大效果越明显遥
2.3 茁原甘露聚糖酶对双歧杆菌数的影响

不同 茁原甘露聚糖酶添加水平对肉鸡肠道中双歧
杆菌数有极显著影响袁而性别因素对其无影响遥

域尧芋尧郁组公鸡双歧杆菌数分别比对照组增加
了 1.05%渊P<0.01冤尧2.56%渊P<0.01冤和 3.37%渊P<0.01冤袁
郁组与芋尧域组相比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袁域组与芋
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遥 域尧芋尧郁组母鸡双歧杆菌
数分别比对照组增加了 1.74%(P<0.01)尧2.20%(P<0.01)
和 2.78%渊P<0.01冤遥在不考虑性别因素时袁域尧芋尧郁组
双歧杆菌数分别比对照组增加了 1.39%渊P<0.01冤尧
2.32%渊P<0.01冤和 3.14%渊P<0.01冤遥

总体来看袁 日粮中添加 茁原甘露聚糖酶可以显著
增加肉鸡肠道内双歧杆菌的数量袁而且在本试验所设
的添加剂量范围内袁添加量越大效果越明显遥
2.4 茁原甘露聚糖酶对肠道内容物 pH值的影响

不同 茁原甘露聚糖酶添加水平对肠道内容物 pH
值有显著影响袁而性别因素对其无影响遥

域尧芋尧郁组公鸡肠道内容物 pH值分别比对照组
降低了 0.45%(P<0.05)尧1.04%(P<0.01)和 1.34%(P<0.01)遥
域尧芋尧郁组母鸡肠道内容物 pH值分别比对照组降低
了 0.59%(P<0.05)尧1.04%(P<0.01)和 1.33%(P<0.01)遥 在
不考虑性别因素时袁域尧芋尧郁组肠道内容物 pH值分

别比对照组降低了 0.59%(P<0.05)尧1.04%(P<0.01)和
1.34%渊P<0.01冤遥

总体来看袁 日粮中添加 茁原甘露聚糖酶可以显著
降低肉鸡肠道内容物的 pH值袁 而且在本试验所设的
添加剂量范围内袁添加量越大效果越明显遥
3 讨论

3.1 茁原甘露聚糖酶对肉鸡肠道内大肠杆菌数的影响
茁原甘露聚糖酶可降解豆粕中甘露聚糖袁产生甘露

寡糖袁 甘露寡糖能为革兰氏阴性菌提供配基结合位
点袁从而阻止病原菌与肠细胞接触引起继发性的肠道
感染袁甘露寡糖是一种端基含甘露糖的寡糖袁这些甘
露糖单位类似肠细胞的受体袁能与具有 I型纤毛的革
兰氏阴性病原菌结合遥肠道病原菌在引起疾病之初必
须与肠粘膜粘接才能在胃肠道定植和繁殖而致病遥这
种细菌与肠粘膜的粘接是通过细胞表面外源凝集素

与肠粘膜上皮细胞特异性的糖分子结合实现的遥若能
阻断细菌同肠粘膜上皮细胞特异性糖分子受体粘接袁
就有可能阻断或减轻细菌性肠道疾病的发生遥

岳文斌等(2002)研究报道,与对照组相比甘露寡
糖可以显著降低仔猪盲肠尧结肠大肠杆菌浓度(P<0.05)遥
王冉等(2002)研究证明,添加甘露寡糖组试验鸡空肠
和盲肠内大肠杆菌数量极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遥
但是,另有一些报道表明袁甘露寡糖并没有减少盲肠
中大肠杆菌的数量遥 Stanley等报道,在肉鸡饲粮中添
加甘露寡糖,盲肠中大肠杆菌数并没有减少遥 周映华
等(2003)研究表明,与对照组相比,添加不同水平的甘
露寡糖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盲肠中乳酸杆菌的数量,但
对盲肠中大肠杆菌数量没有明显降低趋势遥

本试验研究证实袁 添加 茁原甘露聚糖酶可以显著
降低肠道中大肠杆菌的数量袁0.06豫和 0.1豫添加组的
大肠杆菌数比对照组分别减少了 5.27%渊P<0.01冤和
6.62%渊P<0.01冤遥 这与于桂阳等渊2004冤的甘露寡糖的
试验结果相吻合遥
3.2 茁原甘露聚糖酶对肉鸡肠道内乳酸杆菌数的影响

茁原甘露聚糖酶降解 茁原甘露聚糖产生的甘露寡糖
在动物消化道被微生物发酵,产生挥发性脂肪酸,调节
肠道 pH值,促进肠道内乳酸杆菌的生长繁殖遥通过降
低肠道 pH值或通过乳酸杆菌对有害菌在空间尧营养
上的屏蔽竞争作用来抑制有害菌在肠道的定植和生

长遥于桂阳等(2004)报道,在饲料中加入甘露寡糖,有助
于肉鸡盲肠中乳酸杆菌的增殖,试验各组与对照组之
间相比差异显著(P<0.05)遥

本试验中袁 肉鸡饲料中添加 茁原甘露聚糖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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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增加肉鸡肠道中乳酸杆菌的数量袁 而且随着 茁原
甘露聚糖酶添加量的增加袁 肠道内乳酸杆菌数也增
加遥 0.1豫茁原甘露聚糖酶添加组使乳酸杆菌数比对照
组增加 1.81豫袁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3.3 茁原甘露聚糖酶对肉鸡肠道中双歧杆菌数的影响

茁原甘露聚糖酶降解 茁原甘露聚糖产生的甘露寡糖
可降低肠道 pH值袁 从而促进了肠道内双歧杆菌的生
长繁殖遥 有试验证实袁甘露寡糖可以促进双歧杆菌和
乳酸杆菌的生长遥 李宝玉研究发现袁甘露寡糖等低聚
糖可以更快速地被双歧杆菌利用袁促进了双歧杆菌的
大量增殖遥

本试验中,盲肠中双歧杆菌的数量,试验组与对照
组之间相比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袁0.1豫茁原甘露聚糖酶
添加组使双歧杆菌数比对照组增加 3.14豫遥 这表明在
饲料中加入 茁原甘露聚糖酶,有助于双歧杆菌的增殖遥
3.4 茁原甘露聚糖酶对肉鸡肠道内容物 pH值的影响

动物消化道微生物区系的结构和功能与肠道生

态环境相互影响遥 茁原甘露聚糖酶降解 茁原甘露聚糖产
生的甘露寡糖在动物消化道被微生物发酵袁产生挥发
性脂肪酸袁从而降低肠道 pH值遥 pH值降低可抑制大
肠杆菌的生长袁促进双歧杆菌尧乳酸杆菌的增殖遥而双
歧杆菌尧乳酸杆菌等有益菌又可将肠道中的可发酵性
糖转变成醋酸和乳酸袁 因此又降低了肠道环境的 pH
值遥 石宝明等渊2000冤用 0.1%寡聚糖饲喂哺乳仔猪袁与
对照组相比袁肠道 pH值由 5.76下降至 5.61遥 国外学
者在培养基中加入 1%低聚糖袁 可使 pH值由 6.52下
降到 5.10袁 并认为 pH值的降低是片球菌具有抑制效
应的主要原因渊张伟袁2000冤遥 周仲凯渊1999冤和卢建军
渊1999冤报道袁在摄入寡聚糖期间动物排出粪便的 pH
值摄入前后一般要相差 0.5,并且粪便中的醋酸尧丙酸
和丁酸等有机酸的含量大幅度提高, 而粪便中氨和硫
化氢的含量大幅度下降遥 邵良平等(1999)研究表明袁饲
粮中添加不同剂量的甘露寡糖均能使试验鸡盲肠和

回肠 pH值极显著低于对照组遥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茁原甘露聚糖酶可以降低肠道中

内容物的 pH值袁 在本试验所设的添加范围内袁pH值
随着 茁原甘露聚糖酶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加遥 0.03%尧
0.06豫和 0.1%添加组 pH 值分别比对照下降了 0.04尧
0.07和 0.09遥
4 结论

添加 茁原甘露聚糖酶可显著降低肉鸡肠道内容物
pH值袁并促进盲肠内乳酸杆菌尧双歧杆菌的增殖袁抑
制大肠杆菌的繁殖遥 改变肠道酸碱度袁改善肠道菌群
平衡袁增进动物健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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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产 养殖 中的 拥 挤 胁 迫 和 操 作 胁 迫
陈平洁 曹俊明 陈水春 朱 选

摘 要 拥挤胁迫和操作胁迫是水产养殖中常见的胁迫现象，能引起鱼类内分泌、免疫和生理生

化等一系列变化。维生素 E、维生素 C、磷脂以及 n-3高不饱和脂肪酸(EPA、DHA)等营养元素可缓解这
两种胁迫；MS-222、（异）丁子香酚等药物可减轻活体运输胁迫；此外，通过遗传育种手段和管理途径也
能较好地控制拥挤胁迫和操作胁迫。

关键词 拥挤胁迫；操作胁迫；水产养殖

中图分类号 S965
Crowding stress and handling stress in aquaculture
Chen Pingjie, Cao Junming, Chen Shuichun, Zhu Xuan

Abstract Crowding stress and handling stress are two commonly stresses in aquaculture, which can
cause a series of changes including endocrine, immunity,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Nutrients such as
vitamin E, vitamin C, phospholipids, n-3 highly unsaturated fatty acids (EPA, DHA). The drugs as MS
222, (iso-)eugenol, can be used to alleviate the stresses in transport. Besides, the two stresses can also
be controled by heredity and breeding, management.
Key words crowding stress曰handing stress曰aqua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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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动物和所生存的水体环境是一个密不可分

的整体袁当水生动物受到一个或多个外界环境的不良
刺激作用时袁 产生的非特异性的反应称为胁迫反应
渊stress response冤遥 胁迫反应有物理性的尧化学性的尧生
物性的尧生产操作以及鱼类生存因素等袁本文主要讨
论水产养殖中最为常见的拥挤胁迫和操作胁迫遥

在集约化养殖条件下,为了追求单位面积产量以
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往往实行高密度养殖,造成的拥挤
胁迫(crowding stress),引起摄食量减少,对能量的需求
增加, 致使鱼进行葡萄糖再生或分解酶的代谢调节遥
当鱼摄食量下降时,需动用身体贮存来满足额外的能
量支出袁致使鱼生长下降遥操作胁迫(handling stress)包
括捕捉及装载尧运输尧鱼体暴露于空气中等袁操作胁迫
属于急性胁迫袁急性胁迫同样能造成鱼体的短期效应
和长期效应袁如运输胁迫致使银大马哈鱼外周血皮质
醇浓度升高尧存活率和相对肥满度下降尧生长受阻[1]遥
在养殖生产过程中尽量避免胁迫因素的影响袁 从管
理尧营养尧遗传育种等多个方面将胁迫降低到最小程

度遥 研究发现院下丘脑-垂体-肾间组织轴渊HPI轴冤是
调节鱼类胁迫反应的内分泌活动轴袁 在 HPI轴中袁血
液皮质醇的浓度被认为是大多数鱼类胁迫反应的标

志遥 但鱼类胁迫反应的内分泌调控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袁受 ACTH尧甲状腺素尧琢-促黑激素渊琢-MSH冤尧茁原内
啡肽等众多激素的影响遥随后袁又有学者提出袁当鱼体
受到环境胁迫时袁 通过神经内分泌原免疫调节网络
渊N原E原IN冤实行双向信息传递袁影响机体的神经内分
泌和免疫功能遥
1 拥挤胁迫和操作胁迫对内分泌的影响

急尧 慢性拥挤胁迫和操作胁迫对鱼类皮质醇尧促
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等 HPI轴激素的变化规律是
不同的,其中对皮质醇变化的研究较为深入遥 将金鲷
暴露在高拥挤状态(30 kg/m3)下,开始拥挤后 3 d,血浆
皮质醇尧ACTH尧琢-促黑激素(琢-MSH)和 N-乙酰基-茁-
内啡肽高于对照组水平;7 d后, 血浆参数恢复到对照
组水平;但 23 d时,皮质醇尧琢-MSH和内啡肽水平又重
新高过对照组[2]遥 王文博等[3]分 3 个密度梯度进行了
30 d的鲫鱼养殖试验,在拥挤胁迫后几天内,鲫鱼血液
皮质醇水平显著升高(P<0.005),随后虽有所下降,但至
第 30 d高密度组仍保持较高水平(216.32依11.91) ng/ml遥
欧亚河鲈在急性操作胁迫后袁立即可观察到皮质醇水
平升高(胁迫后 2 h达到 121 ng/ml峰值)袁处理后 4 h
恢复到基础值遥 而运输后第 2 d和第 14 d袁皮质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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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增加了 3倍渊最高值达到 146 ng/ml)遥溪红点鲑却呈
现另一种表现袁随放养密度增加袁血液皮质醇水平反
而下降(Leatherland袁1990)[4]遥 可见袁胁迫的影响因鱼的
种类尧胁迫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等因素而异遥 有研究表
明袁密度胁迫下鱼血液中皮质醇没有持续上升是皮质
醇代谢途径改变的缘故遥此外袁暴露于空气的金鲷袁可
引起血浆皮质醇浓度增加 50倍[5]曰限制运动 2 d可使
金鲷血浆皮质醇浓度增加 3倍[6]曰围网限制处理使大
菱鲆血浆皮质醇浓度增加 10倍[7]遥
2 拥挤胁迫和操作胁迫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拥挤胁迫和操作胁迫后,可观察到多种鱼类的免
疫抑制现象遥 金鲷的补体水平在拥挤胁迫 5 d后下降,
9 d后显著增高袁15 d达到正常水平曰血凝滴度和循环
淋巴细胞 9 d后下降袁15 d后升高袁21 d 恢复正常 [6]遥
金鲷短期剧烈拥挤渊100 kg/m3冤2 h袁补体和噬菌细胞
活性立即受到抑制袁3 d或 2 d后两者均分别恢复袁但
呼吸爆发作用一直未受影响[8]遥草鱼在慢性胁迫后袁溶
菌酶活性在胁迫开始后升高袁 达到峰值, 以后逐渐下
降,呈倒野U冶型趋势曰血清杀菌活性随放养密度的剧增
而锐减(P<0.005)遥 高密度组草鱼的头肾巨噬细胞吞噬
百分率和吞噬指数低于对照组(P<0.05)遥 60 d后用嗜
水气单胞菌进行攻毒试验,高密度和中密度组的死亡
率分别为 75.0%和 63.6% ,而对照组只有 25.0%袁同期
所测的脾脏脏器系数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9]遥 鲫鱼
的长期拥挤胁迫试验也表明袁血液溶菌酶在初期小幅
升高袁但长时间拥挤后受到极大抑制(P<0.01)遥 用嗜水
气单胞菌攻毒后袁高密度组的死亡率显著增高遥 在拥
挤胁迫的短期内袁鲫鱼血液皮质醇水平和溶菌酶呈正
相关袁长期胁迫则表现为负相关[3]曰而在急性胁迫后袁
鲫鱼血液溶菌酶水平先缓慢升高,经过一段平台期后
再逐渐下降[10]遥 将鲤鱼在拥挤条件下(25 g/l)胁迫 1尧7尧
14和 30 d袁其非特异性防御机制活性显著降低袁表现
为噬菌细胞活性在试验第 1 d显著下降袁然后在剩余
时间保持在较低水平袁 应激鱼的抗病力在试验第 7 d
显著下降袁第 1 d和第 30 d对嗜水气单孢菌的抵抗力
无明显差异[11]遥 综上所述拥挤胁迫和操作胁迫使免疫
器官受损袁 抑制鱼类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袁致
使机体抗病力下降曰鱼对稳定的慢性胁迫环境有一定
适应能力遥
3 拥挤胁迫和操作胁迫对其它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拥挤胁迫引起机体额外能量的需求, 并通过机体
动员能源物质来满足袁主要表现为血液葡萄糖水平升
高袁糖异生作用加强袁动员甘油三脂参与糖类代谢遥胁

迫选育虹鳟(低袁LR组曰高,HR组)和对照虹鳟(C组),在
拥挤(100 kg/m3)和不拥挤(20 kg/m3)条件下养殖 4周遥
拥挤时袁HR组的血细胞容积和血红蛋白显著增加袁较
LR组和 C组高袁HR组血浆葡萄糖显著增加遥 在两种
养殖条件下袁与 LR组相比袁HR组的血浆葡萄糖水平
较高而肝糖水平较低遥 肝脏果糖 1袁6-二磷酸酶尧丙氨
酸转氨酶渊AAT冤和丙酮酸激酶渊PK冤未增高袁但 HR组
在拥挤条件下磷酸果糖激酶渊PFK冤增高[12]遥在白鱼尧鲟
鱼尧大菱鲆和金色河鲈上都观察到血液葡萄糖升高的
现象遥溪红点鲑在密度胁迫下袁1尧6原二磷酸果糖酶尧甘
油激素和 3原磷酸葡萄糖脱氢酶活性上升曰同时袁肝脏
中甘油代谢酶(甘油激酶尧3原磷酸甘油脱氢酶) 的活性
也升高遥 在氧气不足或剧烈运动时袁葡萄糖还会代谢
产生乳酸遥 金鲷暴露在空气及限制运动时袁淡水鱼受
操作胁迫时以及金色河鲈胁迫时袁血浆乳酸浓度均显
著升高遥 Genciana Terova[13]发现院在 80至 100 kg/m3拥
挤胁迫下袁黑鲈糖皮质激素受体 mRNA水平显著降低
(P<0.05)袁100 kg/m3时 mRNA水平是对照组的 4倍,并
随血液皮质醇水平的升高而降低遥屠宰前的操作胁迫
还会影响鱼肉质量[14]遥胁迫降低了肌肉能量储备,影响
了肌肉的 pH值和尸僵过程,从而影响了肌肉纤维遥
4 控制和减缓胁迫的途径

4.1 管理途径

通过调整合适的放养密度袁能较好地控制拥挤胁
迫曰通过改良运输尧捕捞工具袁改进运输尧捕捞技术袁也
能达到减缓操作胁迫的目的袁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遥
4.2 营养途径

4.2.1 维生素

维生素对缓解胁迫压力有重要作用袁目前研究较
多的是维生素 C和维生素 E遥 众所周知袁维生素是影
响免疫系统最重要的营养元素袁缺乏抗坏血酸能增加
虹鳟[15]尧斑点叉尾 [16]和大西洋鲑鱼 [17]对病害的易感
性袁影响免疫系统遥 维生素 C缺乏降低了大西洋鲑鱼
抗体产生和补体活性袁降低了斑点叉尾 和虹鳟的巨

噬细胞功能遥补充维生素 C能提高斑点叉尾 抗鲶鱼

爱德华氏菌(Edwarsiella ictaluri)抗体的产生,也能增强
大菱鲆噬菌细胞和血清溶菌酶活性遥因而维生素 C被
认为是一种具有缓解胁迫作用的维生素[18]遥 维生素 E
充当生物膜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E缺乏将减少虹鳟淋
巴细胞 T和 B抵抗鲁克氏耶尔森菌(Y.ruckeri)的功能,
降低虹鳟和斑点叉尾 腹膜巨噬细胞功能, 降低大西
洋鲑鱼血清补体功能及血清对细菌的调理作用,降低
金鲷补体旁路(ACP)的活性遥 补充维生素 E能增强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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鳟抗鲁克氏耶尔森菌抗体产生,增强大菱鲆噬菌细胞
活性遥Montero[19]研究补充维生素 E和维生素 C对拥挤
胁迫下金鲷青年鱼免疫指标的影响(见表 1),试验分为
4组院生产对照组(4 kg/m3)尧拥挤对照组(12 kg/m3)尧拥
挤+VC组尧拥挤+VE组遥 由表 1可见,高密度养殖引起
鱼的最终体重和存活率显著下降(P<0.05),各拥挤组与

生产对照组相比,血浆皮质醇浓度显著增高(P<0.05)遥
高密度养殖引起血清溶菌酶活性显著增高袁但在饲料
中添加 VC和 VE降低了这种影响遥 高密度养殖也引
起 ACP活性下降袁添加 VE可以消除这种作用袁但添
加 VC却没有影响遥 这就提示了 VC和 VE能缓解拥
挤胁迫造成的免疫力下降遥

4.2.2 脂肪酸和卵磷脂

研究显示袁日粮中磷脂渊PC冤袁如大豆 PC 对某些
幼鱼持续生长是不可缺少的遥 n-3 高不饱和脂肪酸
渊HUFA冤袁如 EPA渊205n原3冤尧DHA渊226n原3冤对海水
鱼是必需的遥 Tago[20]做了卵磷脂对日本比目鱼幼鱼生
长和胁迫影响的试验袁试验分 4组日粮袁不加磷脂组尧
加 1豫 DHA原TG(二十二碳六烯酸原甘油三脂)组尧加 1豫
EPA-PC(二十碳五烯酸原卵磷脂)组和加 1% DHA-PC
(二十二碳六烯酸原卵磷脂)组遥 试验结果见图 1遥

1% DHA-PC1% EPA-PC1% DHA-TG

20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0

体长渊mm)
体重渊mg)
溶氧量降低处理的存活数渊伊100冤

16.2a 16.3a

6.82a 7.74a

16.6ab

7.46a

17.2b

8.79b

注院组间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图 1 日粮中添加卵磷脂对日本比目鱼幼鱼生长和胁迫的影响

由图 1可见,各试验组均有提高日本比目鱼幼鱼体
重和体长的趋势,其中 DHA-PC 1豫组差异显著(P<0.05)遥
在水体溶氧量降低的胁迫条件下袁在日粮中添加卵磷
脂也有提高鱼存活率的趋势袁其中 1豫 DHA-PC组差
异显著渊P<0.05冤袁说明卵磷脂可减缓溶氧量降低的胁
迫作用遥此外袁在黄牙鲷(fugrus major)和黄盖鲽幼鱼日
粮中添加 DHA和大豆卵磷脂也可增加其暴露于低溶

解氧和空气中的耐受性[21]遥
4.3 药物途径

国外对活体运输中减少胁迫的技术和药物研究

得较为深入,其中用的较多的是 MS-222(烷基磺酸盐),
MS-222是 FDA 批准用于食用鱼的麻醉剂遥 研究显
示袁在运输过程中给鱼使用 MS-222深层麻醉,会激活
HPI轴袁抑制血浆皮质醇浓度增加[22],而皮质醇的增加
预示着鱼体处于胁迫状态遥国内推荐许氏平鲉运输中
MS-222 的最佳浓度为 30 g/m3, 黑鲷运输 MS-222 的
最佳浓度为 20 g/m3遥 其次是丁香油和丁子香酚的研
究,丁子香酚是丁香油的主要成分,被 FDA列入一般
安全性原料目录,由于它的有效性尧廉价尧无停药期和
无副作用,丁子香酚和异丁子香酚被认为是水产业最
有前途的麻醉剂[23]遥 另外袁也有人用美托咪酯氢氧化
物(MTMD)进行鱼的麻醉试验,MTMD为非巴比妥盐类
催眠药, 具有潜在的皮质醇抑制功能遥 Du觢an Pali [24]

比较了 3种麻醉剂 MS-222尧MTMD和 EUG对黑头软
口鲦操作胁迫和拥挤胁迫的影响遥拥挤后 30 min发现,
不麻醉组和 MS-222组血浆皮质醇浓度增加,而 MTMD
和 EUG组不变遥操作胁迫和拥挤胁迫处理后,MS-222
组的嗜中性白细胞脱粒作用下降到不胁迫对照水平

的 60豫耀75豫,而 MTMD和 EUG组却没有影响遥 说明
MTMD和 EUG有减轻操作胁迫和拥挤胁迫的作用遥
4.4 遗传育种

鱼不同的胁迫反应袁 引起胁迫的类型也不同, 研
究发现袁胁迫的主要标识要要要皮质醇的量具有可遗传

的特性[25]袁提示了个体对胁迫的反应可能受基因构成
的影响遥 在胁迫条件下袁从高尧低胁迫反应挑选的虹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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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VC、VE对拥挤胁迫鱼免疫指标的影响（平均值依标准差）
项目
最初密度渊kg/m3冤
最终密度渊kg/m3冤
最终体重渊g冤
存活率渊豫冤
血浆皮质醇深度渊ng/ml冤
血清溶菌酶活性渊U/ml冤
ACP(ACH50 U/ml)

生产对照组
4

20a
65.23依16.08a

97.3a

1.13依0.92a
36.84依0.21a
135.1依5.4a

拥挤对照组
12

42.41依0.67b
52.15依8.18b
94.8依1.6b
7.65依2.69b
67.49依9.62b

94.7依8.7b

拥挤+VC组
12

44.74依0.89b
56.04依8.66b

94.8依1.2b
6.04依1.24b
21.97依3.91a

95.9依7.5b

拥挤+VE组
12

47.01依0.6b
50.69依9.55b

96.1依0.6b
7.98依1.67b
19.71依1.21a

134.3依6.6a

注院同行数据肩标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曰表中数据资料引自 Montero袁1999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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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中,发现其相对高的皮质醇具有遗传性(h2=0.50)[26]遥
Cristina[12]用拥挤胁迫选育的 F1后代虹鳟进行拥挤胁
迫试验袁试验结果在水产养殖过程中袁可通过选育拥
挤胁迫尧操作胁迫耐受的鱼品系袁减弱胁迫反应的程
度袁从而达到改善生产性能的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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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渊Sea Cucumber,Holothurians冤在分类学上属
于棘皮动物门(Echinodermata)尧海参纲(Holothuroidea)遥
全世界海参约有 1 200种袁均属海洋种类袁可供食用
的仅有 40种袁在我国海域分布的有 140多种袁可食用
海参约 20种袁其中以黄海尧渤海的仿刺参渊Stichopus
japonicus冤品质最佳袁经济价值较高遥 海参含有丰富的
蛋白质和粘多糖袁并含有钙尧镁盐及铁尧锰等多种微量
元素袁营养和药用价值极高遥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袁
中国尧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相继成功培育了几种重要经
济海参的苗种遥 近年来袁 海参消费需求量逐步扩大袁
但由于海参自然资源过度开发袁 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袁
因此海参的人工养殖随之兴起遥 目前袁国内海参养殖
方式多种多样袁养殖规模不断扩大遥 海参养殖的过速
发展造成了对人工饲料的迫切需求袁海参用饲料研究
越来越受到业内人士的关注遥 海参用饲料的好坏直
接影响海参育苗与养殖生产的成败, 特别在目前,苗
种生产与成参养殖迅速发展,海参用饲料需求量不断
增加,而原料又十分短缺尧饲料市场比较混乱,海参饲
料开始成为限制海参苗种与养殖生产业发展的潜在

因素遥
1 不同发育阶段海参的饵料与使用效果

1援1 海参幼体的饵料和饲料

海参幼体阶段的饵料主要有单细胞藻类和代用

饵料遥 常用单细胞藻的种类有盐藻 渊Dunaleilla euch鄄
laia冤尧湛江等鞭金藻渊Dicrateria zhanjiangensis冤尧球等
鞭金藻渊Isochrysis galbana冤尧小新月菱形藻渊Nitzschia
closterium冤尧牟氏角毛藻渊Chaetoceros muelleri冤尧简单
角刺藻 渊Chaetoceros gracilis冤尧 三角褐指藻渊Phaeo鄄
dactylum tricorrutum冤和海水小球藻渊Chlorella sp援冤等遥
此外袁 国内外一些学者也曾用过扁藻渊Platymonos

sp援冤尧异胶藻渊Aeterogboea sp援冤尧氯肾球藻渊Nephrahloris
sp援冤尧罗氏裸甲藻渊Gymnodinium lauskaga冤尧 微绿球藻
渊Nannaochloris sp援冤尧衣藻渊Chlamydomona sp援冤尧中肋骨
条藻渊Skeletonema costatum冤和单鞭金藻渊Chromulina
sphaerica冤等遥 常用的是牟氏角毛藻尧小新月菱形藻尧
盐藻和湛江等鞭金藻等遥隋锡林等选取了不同饵料组
合进行投喂试验袁结果表明袁以盐藻尧湛江等鞭金藻和
角毛藻混合投喂培育效果最好遥

常用的代用饵料种类主要有酵母尧大型海藻磨碎
液和光合细菌等遥 根据目前的试验结果袁以海洋红酵
母作为幼体的饵料袁育苗效果较好遥 大型海藻磨碎液
的藻类主要有鼠尾藻尧马尾藻尧大叶藻等袁虽然也能培
育出一定数量的海参幼体袁但培育效果不如单细胞藻
类好遥

虽然盐藻尧湛江等鞭金藻和角毛藻混合投喂育苗
效果最好袁但渤海沿海许多新建海参育苗场没有单细
胞藻类培养设施袁完全用海洋酵母来代替袁也获得了
较好的育苗效果袁但育苗效果不稳定遥 袁成玉曾完全
用复合代用饵料培育海参幼体袁也取得了较好的育苗
效果袁但需进一步改进遥
1援2 稚参的饵料和饲料

稚参的饵料和饲料主要有底栖硅藻尧大型海藻磨
碎液尧人工配合饲料等遥 稚参摄食的底栖硅藻主要来
自海区吊挂的附着片袁以刮砂尧淘洗过滤的方法而获
得袁其种类繁杂袁但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和生产实践认
为袁个体小尧壳薄的舟形藻尧卵形藻效果较好遥 用来磨
成碎液的大型海藻目前主要有鼠尾藻尧马尾藻尧大叶
藻等袁实践证明袁以鼠尾藻最好遥由于自然生长的鼠尾
藻货源不足袁所以袁在生产单位也大量使用大叶藻袁其
效果如何目前还无法定论袁但却给人们一个更广阔的
研究开发空间遥 另外袁也有将大型海藻磨碎液发酵后
投喂稚参袁但效果不一遥
1援3 幼参的饲料

幼参的饲料基本与稚参相同袁主要有大型海藻磨
碎液和人工配合饲料等遥 但用量有所不同袁稚参阶段
大型海藻磨碎液的投喂量大于幼参遥 鼠尾藻和马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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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货源不足尧价格昂贵袁目前不少生产单位采用川蔓
藻尧石莼等袁其效果尚可遥 这一阶段人们大多以人工
配合饲料为主袁大多沿用隋锡林研制的 8406幼参人
工配合饲料配方遥目前袁我国稚参和幼参配合饲料的
生产工艺还不够成熟和规范袁 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和
提高遥
1援4 成参的饲料

成参的饲料主要根据养殖方法和环境条件而采

用人工配合饲料和大型藻类等遥 海上网箱养殖袁大多
采用马尾藻鲜品或干品作饲料曰池渊围冤塘养殖大多
数采用移植一些适宜的大型褐藻类袁如鼠尾藻尧马尾
藻以及大叶藻等袁同时投喂人工配合饲料袁配合饲料
主要成分为淀粉 50%尧海泥 20%尧鱼粉 8%尧海藻粉
22%或海藻粉 60%尧麸皮尧玉米面和豆饼 30%尧鱼粉
10%遥

目前袁大多数成参养殖靠天然生物饵料袁很少投
喂饲料袁人们还没有真正看到饲料养殖成参的成功范
例遥 有些饲料生产厂商不是刮取海滩表层的海泥袁而
是直接挖取在形态上相似的海泥袁其中硅藻类尧海藻
碎片尧原生动物尧螺类及双壳类的幼贝尧桡足类尧虾蟹
类的脱皮壳尧大叶藻尧木屑尧尘埃和细菌类等含量极
少袁所以其配制出的饲料效果不好遥
2 海参饲料的发展方向

目前袁海参育苗中袁浮游幼体阶段以单胞藻为主袁
变态后用底栖硅藻曰稚参以鼠尾藻磨碎液为主袁其它
大型褐藻磨碎液为辅曰 幼参阶段以人工配合饲料为
主袁大型褐藻磨碎液为辅曰成参基本用人工配合饲料遥
稚参阶段所使用的鼠尾藻资源显著下降袁必须研究鼠
尾藻人工繁殖技术袁同时袁开发新的尧资源丰富尧有效
的大型藻类曰 幼参阶段的人工配合饲料在配方上必
须充分考虑到稚参尧幼参的食性尧营养要求和对水质
的影响袁营养配比更合理袁饲料效果要稳定袁应避免使
用易败坏水质的原料袁 彻底解决生产工艺的问题曰成
参饲料将是今后需要解决的并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

研究内容袁应多加关注遥 随着海参养殖面积的不断扩
大袁特别是池塘养参尧围堰和围网养参面积的增加袁养
殖者投入高袁希望高产出尧早见效袁放养密度逐渐增
大袁池中天然饵料不足,生长变慢,需要增投配合饲料遥
而目前海参饲料生产原料价位高袁所以饲料销售价格
也高袁养殖者难以接受袁研制廉价高效的海参人工配
合饲料具有广阔的经济效益遥

研制海参饲料必须从海参营养和摄食入手遥有研
究表明袁仿刺参消化管内容物中以颗粒大小不同的沙
泥尧砾尧贝壳片等为主体袁其中含有硅藻 60多种袁还有
海藻碎片尧螺类及双壳类的幼贝尧桡足类尧虾蟹类的脱
皮壳尧大叶藻尧众多的原生动物和细菌等遥 有资料证
明袁微小底栖硅藻和微生物是仿刺参的重要饵料遥 一
般藻类经发酵后袁氮的吸收率可由原来的 20%提高到
52.7%遥成参对植物性饵料(混于淤泥中的藻类)的消化
率为 67.5%袁而幼参(体重 3 g)的消化率为 76.4%遥 所
以, 研制海参人工配合饲料袁必须模拟其自然规律袁适
当添加益生菌和各种添加剂等袁 如大豆酶解寡肽蛋
白尧生物 E蛋白尧水产专用免疫促生长素尧邦伯欣促生
长剂尧高稳 VC和 VE尧电解维他尧生物多糖尧水产专用
的产酶益生素尧大蒜素等遥

海参饲料的研究目前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探讨与

检验袁但从消化生理入手是最科学合理的途径遥 我国
快速发展的海参育苗与养殖业正急切盼望着廉价高

效尧效果稳定的配合饲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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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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养殖鲟鱼鱼皮制备蛋白粉的工艺研究
程 波 户业丽 吕 中 唐 晨 蓝泽桥

程波，武汉工程大学绿色化工工程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讲师，430074，湖北武汉。
户业丽、吕中、唐晨，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蓝泽桥，湖北天峡鲟业有限公司。

收稿日期：2007-08-27
绎 湖北省新型反应器与绿色化学工艺重点实验室资助项目

（XLHX2007005）

摘 要 研究对比了 3种蛋白酶水解鲟鱼鱼皮的效果，单酶水解选择胃蛋白酶为水解的最适酶
种，双酶水解采用正交试验确定其最佳的复合酶类型为胃蛋白酶和木瓜蛋白酶，水解条件为温度 37 益和
50 益、酶用量 3 000 U/g、分别在最适 pH值 2.5和 6.0下共水解 6 h、固液比 13，蛋白质回收率可达到
94.58豫；经过酸浸预处理后水解液基本无腥苦味，经真空冷冻干燥可制得纯度 98.75豫的蛋白粉。

关键词 鲟鱼；鱼皮；蛋白粉；酶法；最佳工艺条件

中图分类号 S863.32
鲟鱼是我国长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的经济鱼种,

其食用价值尧营养价值尧药用价值等一直备受人们关
注遥 自 20世纪 90年代鲟鱼养殖业起步以来, 鲟鱼养
殖遍及全国 20多个省尧市尧自治区,年养殖产量 8 000 t,
产值达 3亿元,已形成产业化养殖[1]遥 而目前鲟鱼主要
以原始产品的形式进入市场,附加值较低,制约了鲟鱼
产业的良性发展[2袁3],对鲟鱼产品特别是加工废弃物的
开发研究也基本空白遥 鲟鱼鱼皮中蛋白质含量很高[4],
本文利用鲟鱼加工后废弃的皮料袁 采用多种工艺袁将
鲟鱼鱼皮制成蛋白粉袁作为优良饲料添加剂或蛋白质
营养剂袁既开发了一种新的蛋白饲料来源袁也为开发
鲟鱼的深加工产品提供了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施氏鲟鱼皮由天峡鲟业有限公司提供袁共取 3尾
体长 1.1耀1.5 m袁 体重 40.4耀51.5 kg的成体施氏鲟鱼袁
取鱼皮并洗净尧剪碎成 2 mm伊2 mm小块备用遥
1.2 试验仪器

索氏提取器尧微量凯氏定氮仪尧马福炉尧坩埚尧电
子天平 渊AL204冤尧LD4-2A型低速离心机尧101-1型电
热鼓风干燥箱尧DD-522 电热恒温水浴锅尧Eppendorf
centrifuge冷冻微量离心机 5417R型尧FD-1冷冻干燥
机渊北京博医康技术公司冤尧D25-2F型电动搅拌器遥
1.3 试验方法

1.3.1 单酶法和双酶法制备工艺

1.3.1.1 原料预处理

取一定量原料经乙醚索氏提取脱脂处理后袁置通
风橱中除去剩余乙醚袁 每 50 g极碎脱脂的鱼皮加醋
酸或柠檬酸浸泡 4 h袁匀浆遥
1.3.1.2 鲟鱼鱼皮的酶解

将处理好的鱼皮在最适温度和最适 pH值下加酶
进行酶解袁并用机械搅拌器不断搅拌遥 酶解完成后迅
速将水解液升温到 100 益并保持 10 min袁使其在灭酶
的同时起到一定的杀菌效果遥料液离心过滤后得鱼蛋
白水解液袁最后减压抽滤浓缩袁再冷冻干燥得到蛋白
粉成品遥
1.3.2 单酶法的工艺条件研究

单因素试验的基础条件如表 1所示遥
表 1 试验基本条件

酶种
胰蛋白酶
木瓜蛋白酶
胃蛋白酶

固液比
12
12
12

时间渊h冤
4
4
4

pH值
7.0
6.0
2.5

1.3.2.1 不同酶的最适水解温度的选择

胰蛋白酶选取 45尧50和 55 益曰 木瓜蛋白酶选取
45尧50和 55 益曰胃蛋白酶选取 30尧37和 45 益曰鱼皮加
入酶量为 3 000 U/g袁分别在 3种温度下水解袁求其最
适水解温度遥
1.3.2.2 不同酶的最适酶量的选择

选胰蛋白酶尧木瓜蛋白酶和胃蛋白酶,每种酶的取
酶量分别为 1 000尧3 000尧5 000 U/g, 在各自最适温度
水解,进行酶量对水解效果影响的单因素试验遥
1.3.2.3 酶解时间对酶解效果的影响

分别选取胰蛋白酶尧 木瓜蛋白酶和胃蛋白酶袁在
各自最适温度和最适 pH值下水解 4 h袁每隔 1 h取样
检测水解效果遥
1.3.3 双酶法的工艺条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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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胃蛋白酶和木瓜蛋白酶渊复合酶玉冤袁木瓜蛋
白酶和胰蛋白酶 渊复合酶域冤袁 胰蛋白酶和胃蛋白酶
渊复合酶芋冤 进行双酶法工艺研究袁 以复合酶的类型
(A)尧酶量(B)渊组合酶中两种酶量取相等冤尧原料的固液
比 (C)尧酶解时间 (D)为试验因子袁以蛋白质回收率和
DH为指标袁采用 L9(34)正交试验设计袁对双酶法酶解
鲟鱼鱼皮制备蛋白粉的水解条件进行优化渊见表 2冤袁
得到双酶水解的最佳工艺条件遥

表 2 试验方案

A
复合酶玉
复合酶域
复合酶芋

C渊m/V冤
12
13
14

D渊h冤
4
5
6

B渊U/g冤
2 000
3 000
4 000

因素

1
2
3

项目

1.4 检测方法

1.4.1 蛋白质含量测定

氨基酸含量测定依据 GB/T5009.6要2003 [5]袁采用
凯氏定氮法进行测定遥

蛋白质回收率渊豫冤越水解液中的总蛋白质量
原料中的总蛋白质量

遥
1.4.2 水解度

水解完成后取 10 ml滤液加 10 ml三氯乙酸(预先
配成 20%的浓度),搅拌后经 10 000 r/min离心 10 min,
用凯氏定氮法测定上清液和滤液中蛋白质含量遥水解
度按下列公式计算[6]院

水解度渊%冤=上清液中蛋白质含量
滤液中蛋白质总量

遥
1.4.3 感官标准评分

将过滤后酶解液煮沸, 由评定小组 10位鉴定人
员品尝遥环境温度为 25 益 袁湿度适中遥鉴评程序严格
按照要求进行袁采用评分检验法(见表 3)袁将打分结果
进行汇总尧平均袁即得出各个样品的鉴评分数遥

表 3 感官评分标准[7]

分数
9
8
7
6
5
4
3
2
1

指标
颜色为深黄或其它颜色袁溶液十分浑浊袁腥苦味很重
颜色为深黄或其它颜色袁溶液浑浊袁腥苦味很重
颜色为深黄色袁溶液较浑浊袁腥苦味重
颜色为深黄色袁溶液较浑浊袁腥苦味一般
颜色为黄色袁溶液比较澄清透明袁腥苦味一般
颜色为黄色袁溶液比较澄清透明袁腥苦味小
颜色为淡黄色袁溶液比较澄清透明袁腥苦味较小
颜色为无色或淡黄色袁溶液澄清透明袁腥苦味较小
颜色为无色或淡黄色袁溶液澄清透明袁腥苦味很小

2 结果

2.1 温度对酶解效果的影响渊见图 1冤

根据不同蛋白酶的最适温度范围选择 3种温度
进行了考察,通常温度较低时,温度升高加速水解反应
处主要地位;当温度较高时,酶逐渐失活处主导地位袁使
水解速度加快的同时,酶失活更快,产物生成浓度在反
应结束时反而下降[8]遥 由图 1可以看出胰蛋白酶尧木瓜
蛋白酶和胃蛋白酶的氨基酸含量峰值分别为 50尧50和
37 益,因此选择最适水解温度分别为 50尧50和 37 益遥

35 45

胃蛋白酶

木瓜蛋白酶

胰蛋白酶

50

45

40

35 30 555040
温度渊益冤

图 1 温度对氨基酸含量的影响

2.2 酶量对酶解效果的影响渊见图 2尧图 3冤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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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000 3 000 5 000

胃蛋白酶 木瓜蛋白酶 胰蛋白酶

酶量渊U/g冤
图 2 单酶法水解液不同酶量下蛋白质回收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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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000 3 000 5 000

胃蛋白酶

木瓜蛋白酶

胰蛋白酶

酶量渊U/g冤
图 3 酶量对氨基酸含量的影响

由图 2尧图 3可知,随着酶用量的增加,蛋白质回收
率和氨基酸含量变化的趋势是逐渐增加的遥在水解初
期,前述两项指标上升很快袁但当酶用量增大到一定
程度时,对于一定量的底物和一定水解时间,蛋白质的
回收率和水解度逐渐趋缓曰同时酶量加大,成本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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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味也会加重(见表 4)遥综合考虑以上因素,胰蛋白酶尧
木瓜蛋白酶尧胃蛋白酶加酶量均以 3 000 U/g为宜遥

表 4 3种蛋白酶不同酶量酶解效果的比较
酶类

胃蛋白酶

木瓜蛋白酶

胰蛋白酶

酶添加量(U/g)
1 000
3 000
5 000
1 000
3 000
5 000
1 000
3 000
5 000

蛋白质回收率(%)
70.54
92.15
90.20
78.12
90.33
90.10
60.16
72.17
72.15

感官指标(分)
5
3
3
5
3
5
6
5
5

水解度(%)
20.36
32.74
32.86
25.29
31.24
30.55
14.93
22.85
22.46

2.3 酶解时间对酶解效果的影响渊见表 5尧图 4冤
表 5 3种蛋白酶不同酶解时间酶解效果的比较

酶类

胃蛋白酶

木瓜蛋白酶

胰蛋白酶

酶解时间(h)
1
2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蛋白质回收率(%)
73.84
89.38
90.05
91.42
92.55
73.25.
83.12
86.81
88.46
90.35
55.62
68.47
70.35
72.04
75.26

感官指标(分)
5
3
3
3
3
5
3
3
3
3
6
5
5
5
3

水解度(%)
22.56
29.15
31.85
35.76
38.18
22.35
24.81
28.16
31.45
33.52
11.29
16.49
20.15
22.67
26.35

由表 5可知袁随酶解时间延长袁蛋白质回收率不
断增加袁但到一定时间后趋缓袁而图 4显示氨基酸含
量是呈直线上升的袁因此水解时间以 4 h以上较佳遥

50

40

30

20

10

0 4321 5

胃蛋白酶

木瓜蛋白酶

胰蛋白酶

时间渊h冤
图 4 酶解时间对氨基酸含量的影响

2.4 双酶法的工艺条件研究

由于单酶水解蛋白的作用位点较单一袁考虑用前

述几种酶组合成双酶酶解袁选取复合酶的类型渊A冤尧酶
量渊B冤尧原料的固液比渊C冤尧酶解时间渊D冤4因素进行正
交试验袁研究双酶水解工艺袁结果见表 6遥 由极差分析
可知袁各因素对蛋白质回收率影响程度依次为院复合
酶类型>酶量>>酶解时间抑原料的固液比遥 确定胃蛋
白酶加木瓜蛋白酶双酶水解鲟鱼鱼皮最佳条件为院加
酶量 3 000 U/ g袁固液比为 13袁酶解时间 6 h袁酶解
温度先 50 益再降为 37 益袁pH值为先 6.0加木瓜蛋白
酶反应 2.5 h袁再加醋酸或柠檬酸调至 2.5加胃蛋白酶
反应 2.5 h遥在此条件下测得蛋白质回收率为 94.58豫袁
水解度为 41.15豫袁感官指标为 2遥

表 6 正交试验结果分析

试验号 感官指标
(分)

3
2
2
3
3
3
3
3
3

蛋白质回收率
(%)

89.43
94.58
93.15
84.65
85.51
85.32
87.28
92.60
90.75

阅匀
(%)

35.14
41.15
38.60
28.52
30.08
30.15
33.26
37.13
35.20

A
1
1
1
2
2
2
3
3
3

92.39
85.16
90.21
7.23

B
1
2
3
1
2
3
1
2
3

87.12
90.90
89.74
3.78

C
1
2
3
2
3
1
3
1
2

89.12
89.99
88.65
1.34

D
1
2
3
3
1
2
2
3
1

88.56
89.06
90.13
1.57

1
2
3
4
5
6
7
8
9
K1K2K3R

因素水平

2.5 水解液脱腥苦

由于前处理时鱼皮采用醋酸或柠檬酸浸泡过,发现
这样处理后的鱼皮酶解后基本无腥味,控制水解度超过
40豫后基本无苦味,特别是柠檬酸浸泡的鱼皮酶解口感
好,还有淡淡香味遥考虑经济因素袁如果作为食品级可用
柠檬酸作前处理,饲料级可用醋酸进行前处理遥
2.6 鱼蛋白粉的制备

前述制得的鱼蛋白水解液经真空冷冻干燥袁得到
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成品袁且无不良气味袁经测定其
中蛋白质含量为 98.75豫尧水分含量为 0.76豫尧脂肪含
量为 0.81豫尧灰分为 1.12豫遥
3 讨论

3.1 单酶法水解鲟鱼鱼皮制备蛋白粉工艺

试验得到了胰蛋白酶尧木瓜蛋白酶尧胃蛋白酶水解
鲟鱼鱼皮制蛋白粉的最适温度,分别为 50尧50和 37 益曰
加酶量量均以 3 000 U/g为宜曰 水解时间以 4 h以上
较佳遥 其中胃蛋白酶水解效果最佳袁水解时间 5 h袁蛋
白质回收率为 92.55豫袁水解度为 38.18豫袁感官指标为
3曰胰蛋白酶水解效果较差袁可能由于其酶切位点较专
一的缘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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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双酶法水解鲟鱼鱼皮制蛋白粉工艺

为进一步提高蛋白水解液的质量袁试验研究了双
酶水解工艺袁结果最佳组合酶种是胃蛋白酶和木瓜蛋
白酶遥 研究表明袁酶作用位点和亲和力之间有一定的
正对应关系袁 作用位点氨基酸含量最多的蛋白酶袁其
亲和力也最大袁反之亦然[9]遥由于胃蛋白酶作用位点是
Phe尧Trp尧Tyr尧Leu尧Ile尧Met等曰木瓜蛋白酶作用位点是
Asp尧Trp尧Tyr,而胰蛋白酶的酶切位点较专一;且鲟鱼鱼
皮中 Phe尧Trp尧Leu尧Asp 等含量较高 [10],因此胃蛋白酶
和木瓜蛋白酶组合酶切位点最多袁亲和性最好袁酶解
效果好袁并且可以与前处理结合遥考虑到经济因素袁采
用胃蛋白酶加木瓜蛋白酶工艺较好袁所得鲟鱼皮蛋白
粉为白色和淡黄色袁无异味袁与肉类水解所得产品相
似袁 产品可作为优良的蛋白质营养剂或饲料添加剂袁
应用前景较比广阔[11]袁可作为鲟鱼深加工产品开发的
新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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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麦芽根调节啤酒糟的水分含量，配制含水量为 50%的发酵原料，进行袋装发酵贮藏，
分别在 0、30、60、90、120 d开袋取样，用瘤胃尼龙袋法研究的结果表明，不同发酵天数的饲料在奶牛瘤
胃中 DM、OM、NDF的消失率随着样品发酵时间的延长均呈上升的趋势，发酵处理的饲料此 3项指标
都显著高于未处理饲料，其中发酵 120 d的饲料效果最好，表明用麦芽根按一定比例调节鲜啤酒糟水
分含量后的发酵饲料不仅可以较长时间保存，而且可以改善啤酒糟营养价值。

关键词 麦芽根；瘤胃尼龙袋法；啤酒糟；发酵饲料

中图分类号 S816.6

吕贞龙，扬州大学实验农牧场，副研究员，225009，江苏省
扬州市。

尹召华、陈后庆、邢淑芳、徐庆龙，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

作者。

收稿日期：2007-09-09

酒糟和啤酒糟是用淀粉质或糖质原料通过发酵而

制造酒类产品时的工业副产品,资源极为丰富遥据统计,
2000年我国啤酒产量已达 2 000万吨左右, 已连续数

年居世界第二位遥 随着我国啤酒产量的连年增加,废糟
也相应增加(马玉胜,2003)[1]遥酒糟中含粗蛋白(尤其是水
溶性蛋白质)14.3%耀21.8%尧粗脂肪 4.2%耀6.9%,明显高
于玉米(孙吉,1991)[2]曰此外,还含有氨基酸尧维生素尧矿物
质及菌体自溶产生的各种生物活性物质, 如嘌呤尧嘧
啶尧类脂化合物尧酶类等,这是一般谷物所不能比拟的
(布登付等,1999曰石传林等,2001)[3袁4],但是用鲜啤酒糟喂
牛时,由于啤酒糟含水量极高袁易酸败变质,能产生大量
的有机酸尧多种杂醇及毒素等(张静刚,1992曰金明功,
1991)[5袁6],严重影响动物的消化和吸收(宋正明,1999曰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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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玺,2003)[7袁8],将酒糟进行发酵处理可以贮存较长时间,
且能改善酒糟的营养成分遥 本试验利用尼龙袋法研究
添加麦芽根的啤酒糟发酵饲料在奶牛瘤胃中的降解来

评定啤酒糟发酵饲料在瘤胃内不同时间条件下, 饲料
的干物质(DM)尧有机物(OM)和中性洗涤纤维(NDF)等的
利用情况,进而评定啤酒糟发酵饲料的品质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试验用饲料样品

饲料样品为啤酒糟和麦芽根分别发酵 0尧30尧60尧
90尧120 d的风干样品袁经粉碎过 40目筛备用遥
1.1.2 试验器材

350目的尼龙布尧半聚乙烯管尧酒精灯尧小圆铁环
以及自制若干小三角架等遥 并按所要求的尼龙袋的规
格将 350目的尼龙布经塑料袋封口机封制成 110 mm伊
190 mm的尼龙袋遥
1.1.3 供试瘘管牛

试验选用 3头同胎次尧 体格健壮的荷斯坦奶牛袁
按常规手术方法安装永久性瘤胃瘘管袁 拴系式饲养遥
每日正常饲喂全价混合日粮渊TMR冤袁自由饮水遥 试验
在扬州大学实验农牧场进行遥
1.2 试验方法

1.2.1 试验设计

麦芽根与啤酒糟发酵不同天数渊0尧30尧60尧90尧120 d冤
的饲料相同时间段在奶牛瘤胃中消失率均采用 3个
平行样本重复进行遥每个重复即每头奶牛瘤胃中均放
入 3个平行样本袁每个时间点同时取出 3个平行样本
进行分析袁而 3头奶牛则每个时间点共取出 9个平行
样本用以测定营养成分渊干物质尧中性洗涤纤维尧有机
物冤含量袁并计算其消失率渊孙力袁2002冤遥
1.2.2 操作步骤

将已经缝制好的尼龙袋放入 60耀65 益的烘箱中
烘干至恒重袁称取其重量遥

准确称取 6 g左右的待测样品, 装入已知重量的
尼龙袋中,每头奶牛每个待测样品做了 3个平行样品,
将 6个尼龙袋即 2个待测样品固定在长 45 cm 的半
软聚乙烯管一端,每根管子夹 6个尼龙袋,尼龙袋之间
交错排列, 以便装有样本的尼龙袋在瘤胃内自由活动
而不受制约, 并且尼龙袋集中在塑料管的一半长度以
内,然后将尼龙袋包扎在塑料管上袁用橡皮筋扎紧遥 按
规定时间分别将尼龙袋放入瘤胃中培养 4尧8尧12尧24尧
48尧72 h,取出后先立即用自来水冲洗,然后带回实验室
用洗衣机(标准洗)漂洗 3次袁每次 5 min,洗净后放入

60耀65 益烘箱中烘 60 h后称重,直至恒重,将尼龙袋内
降解残渣转入夹链袋中待测(李飞,2001;刘晓牧,2002)遥
1.3 试验分析项目与方法

1.3.1 干物质尧有机物尧中性洗涤纤维含量的测定
按杨胜方法测定遥

1.3.2 计算方法

培养后残渣中 DM尧NDF和 OM的消失率用以下
公式计算院

被测成分培养后的消失率渊豫冤=[降解前袋内含量
(g)-降解后袋内的含量(g)]/降解前袋内的含量(g)遥
1.3.3 数据的统计和分析

试验所得数据处理采用 SPSS软件中单因子分析
法袁对 5种饲料样本在奶牛瘤胃内各个培养时间段的
3个平行样本进行了平均数的计算以及显著性检验遥
2 结果

2.1 5种不同样品的DM 消失率渊见表 1冤
表 1 不同时间不同啤酒糟发酵饲料样品 DM的瘤胃消失率(%)
项目
0 h
4 h
8 h
12 h
24 h
48 h
72 h
平均

发酵 30 d
39.72
46.64
47.25
48.08
50.34
53.10
54.32
48.49b

发酵 60 d
40.73
46.99
48.81
50.07
51.75
53.90
55.20
49.64b

发酵 90 d
42.94
50.14
50.34
51.64
52.83
54.21
55.59
51.10b

0 d
27.24
34.67
37.02
38.33
39.58
41.80
43.71
37.48a

发酵 120 d
50.90
53.88
54.66
54.81
56.69
57.42
59.16
55.36c

注院表中同行数据肩标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曰不同字
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遥 下表同遥
由表 1可见袁随着发酵时间的延长袁各个发酵天

数的饲料 DM消失率均逐渐升高袁发酵 120 d饲料的
DM消失率在各个时间段都高于其它发酵天数的饲
料,在培养 72 h处消失率达最高为 59.16豫袁而发酵 0尧
30尧60尧90 d 饲料的 DM 消失率分别为 43.71豫 尧
54.32豫尧55.20豫尧55.59豫袁它们分别比发酵 120 d的饲
料低 15.45尧4.84尧3.96尧3.57个百分点遥 其中袁发酵过的
饲料 DM消失率均显著高于未发酵的饲料遥
2.2 5种不同样品 OM的消失率渊见表 2冤
表 2 不同时间不同啤酒发酵饲料样品 OM的瘤胃内消失率(%)
项目
0 h
4 h
8 h
12 h
24 h
48 h
72 h
平均

发酵 30 d
37.49
44.86
45.49
46.49
48.86
51.75
53.07
46.86b

发酵 60 d
38.71
45.69
47.52
48.66
50.62
52.90
54.32
48.35b

发酵 90 d
40.68
48.38
48.41
49.78
51.03
52.47
53.90
49.24b

发酵 0 d
25.19
33.25
35.71
36.92
38.45
40.82
42.88
36.18a

发酵 120 d
49.06
52.61
53.38
53.53
55.67
56.56
58.47
54.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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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可知袁各个发酵天数饲料的 OM消失率随
瘤胃内放置时间的延长而逐渐上升袁其中不论在哪个
时间段袁发酵 120 d的饲料的 OM消失率都比其它发
酵天数饲料高袁 在瘤胃内放置 72 h后消失率最高达
58.47豫,分别比发酵 0尧30尧60尧90 d的饲料高出 15.59尧
5.4尧4.15尧4.57个百分点遥发酵 30尧60尧90 d的饲料随瘤
胃内放置时间的延长袁OM消失率均逐渐接近遥
2.3 5种不同样品 NDF的消失率渊见表 3冤

表 3 不同时间不同啤酒糟发酵饲料

样品 NDF的瘤胃内消失率 (%)
项目
0 h
4 h
8 h
12 h
24 h
48 h
72 h
平均

发酵 30 d
6.8

13.58
16.34
21.34
21.27
26.13
29.47
19.28b

发酵 60 d
10.67
14.48
17.65
21.14
22.48
26.3

29.64
20.34b

发酵 90 d
12.07
15.16
22.42
25.74
27.47
31.49
34.49
24.12c

发酵 0 d
4.05
8.88
15.81
20.56
20.94
21.41
23.14
16.40a

发酵 120 d
14.44
17.47
22.52
27.13
28.44
32.33
35.07
25.34c

由表 3可知袁 随着饲料在瘤胃内放置时间的延
长袁各发酵天数饲料的 NDF消失率均有上升的趋势袁
在瘤胃内放置 72 h时 NDF消失率均达到最大遥 在所
有发酵饲料中袁发酵 120 d的饲料 NDF消失率高于其
它发酵饲料遥
3 讨论

不同发酵天数饲料的营养成分消失率受饲料本

身的 DM尧OM尧NDF的含量影响袁其消失率也不同渊李
建国袁2002冤遥在所测定的 3项指标中,发酵对消失率的
提高有明显的作用,随发酵天数增加,消失率都有不同
程度的提高,并且发酵时间越长提高的幅度越明显遥
4 小结

不同发酵天数的饲料在奶牛瘤胃中的 DM尧OM尧

NDF消失率随着时间的延长袁 消失率均呈上升的趋
势袁 其中 120 d的发酵饲料袁DM尧OM尧NDF消失率均
高于其它发酵天数的饲料袁而发酵处理的饲料此 3项
指标都显著高于未处理饲料袁因此袁麦芽根与啤酒糟
发酵饲料不仅可以较长时间保存袁而且可以改善啤酒
糟营养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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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研究吕贞龙等：利用瘤胃尼龙袋法评定添加麦芽根的啤酒糟发酵饲料的品质研究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科学家称，他们已经通过基因技术培育出一种含有有益健康的脂肪酸的猪，这种猪日后将有可能成为一种更为健

康的猪肉来源。

这种猪可以产生 棕-3脂肪酸，这种化学物质被证实可以改善心脏的功能，降低人们患心脏病的危险。现在人们唯一获取 棕-3的方式

是通过饮食、补充药片或进食某些鱼类。但这些鱼类，中有毒物质的汞的含量可能过高。

为寻求 棕-3的另一种来源，科学家在实验室内将一种被称为 fat-1的虫类基因转移到猪细胞中，使用基因技术创造出一种胚胎细胞，

植入到一头正常猪的子宫内。

研究人员报道，这种基因产生一种可将猪自然产生的并不太理想的 棕-6脂肪酸转化为 棕-3脂肪酸。研究人员称，在密苏里大学哥伦

比亚分校出生的这些小猪，组织中含有很高的 棕-3以及较低含量的 棕-6，脂肪总量和正常猪体内的含量相同。

将虫类基因转移到猪细胞的匹兹堡大学教授伊凡·戴说，棕-3猪可作为一种替代肉源，也可作为研究心血管疾病、自体免疫疾病的理

想模型。来源于 棕-3猪的猪肉或其它转基因动物是否能成为美国人餐桌上的食物还是个未知数。多年来管理人员一直在讨论来自克隆动

物的奶类或肉类是否可以安全食用，一些工业专家想知道消费者是否热衷于它们。转基因猪现在看来可以作为一种健康食品，它们和正常

猪一样。研究人员将对 棕-3的影响进一步进行研究。

美 国 培 育 转 基 因 猪 可 改 善 心 脏 功 能

窑信息采撷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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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菜碱和 B族维生素对商品猪生长性能及胴体肉品质影响
郭建凤 武 英

许多研究表明袁 甜菜碱可以促进肥育猪生长袁改
善饲料利用率袁降低背膘厚袁减少胴体脂肪沉积袁增大
眼肌面积和提高瘦肉率遥 日粮中添加 B族维生素袁可
以提高瘦肉猪蛋白质的沉积率袁改善饲料报酬和提高
生长速度遥 本试验参考国内外的研究报道袁将甜菜碱
和 B族维生素渊核黄素尧泛酸尧烟酸尧叶酸和 B12袁简称
VB冤作为饲料添加剂袁利用杜烟仔猪渊杜洛克公猪伊烟
台猪合成系母猪所生后代冤 进行饲养试验和屠宰试
验袁研究它们对杂交商品猪生长速度尧饲料报酬尧产肉
量及肉品质的影响袁为筛选安全尧有效尧绿色的饲料添
加剂种类及养猪生产实际提供参考遥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猪的选择与分组

选择出生日期接近尧生长发育状况良好尧体重
30 kg 左右的杜烟仔猪 60头袁随机分为 3组袁每组 20
头袁饲养在 2个栏内袁每栏 10头袁饲喂同一试验料遥预
试 7 d,如果无异常情况,第 8 d称重并进行正式试验遥
1.2 试验设计

试验设 3个处理即 3个饲料配方袁基础日粮营养
水平一致袁第一处理为对照组袁饲喂基础日粮曰第二尧
三处理为试验组袁 分别饲喂每 100 kg基础日粮添加
100 g甜菜碱和 45 g VB的试验料遥 基础日粮配方及
营养水平见表 1遥

表 1 基础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

项目
原料渊豫冤
玉米
麸皮
浓缩料渊38豫冤
合计
营养水平
消化能渊MJ/kg冤
粗蛋白渊豫冤
赖氨酸渊豫冤

前期

68
8
24

100
13.18
16.5
0.9

后期

68
12
20
100

12.76
14.5
0.77

1.3 试验方法

1.3.1 饲养管理

试验猪生长前期自由采食干粉料袁生长后期饲喂
湿拌料渊料水比 12冤袁以栏为单位饲喂并作好喂量
的记录袁遇剩料情况及时清理袁并从记录上相应减除袁
自由饮水遥日清扫栏圈 2次袁每天观察记录好天气尧采
食尧健康尧疫病等情况袁并及时进行疾病防治遥
1.3.2 称重

开始尧转期尧结束称重均在早饲前空腹进行袁组平
均体重达 100 kg时结束育肥试验袁 每组挑选体重中
等尧生长发育良好的 2耀3头试验猪进行屠宰袁测定胴
体性状与肉质性状遥
1.4 测定指标

1.4.1 生长性能指标

测定试验前期尧后期尧全期增重及平均日增重尧饲
料总耗量尧料重比遥
1.4.2 胴体肉质指标

测定屠前体重尧膘厚尧眼肌面积尧后腿比例尧胴体
瘦肉率曰以及肉色评分尧大理石纹评分尧失水率尧肌内
脂肪含量和肌纤维直径等常规指标遥
1.5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 SPSS 13.0统计软件包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尧邓肯氏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袁试验结
果以平均数依标准差表示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长性能渊见表 2冤
表 2 甜菜碱和 VB对试验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项目
始重(kg)
末重(kg)
日增重(g)
料重比

甜菜碱组
30.40依1.18
102依4.39
852.4依55a

2.60

VB组
30.95依1.28
101依4.34
824.1依49a

2.62

对照组
30.23依1.42
102.8依2.76
780.4依35b

2.77
注院同行数据肩标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不同字母
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下表同遥
由表 2可见袁日增重以甜菜碱组最高袁其次是 VB

组袁 对照组最低袁 其中甜菜碱组分别比对照组和 VB
组增加 72 g(P<0.05)和 28.3 g(P>0.05)曰VB组比对照组
增加 43.7 g(P<0.05)遥 料重比以甜菜碱组最低袁即饲料
报酬最高曰对照组料重比最高即饲料报酬最低袁甜菜
碱组比对照组和 VB 组饲料报酬分别提高 6.14豫和
0.76豫曰VB组比对照组提高 5.42豫遥 由此可见袁日粮中

郭建凤,山东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250100,
济南市桑园路 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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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甜菜碱和 VB都能明显提高试验猪的生长速度
和饲料报酬遥
2.2 胴体肉品质渊见表 3冤

表 3 甜菜碱和 VB对试验猪胴体肉品质的影响
项目
屠宰头数
屠前重(kg)
屠宰率(%)
眼肌面积(cm2)
后腿比例(%)
背膘厚(cm)
瘦肉率(%)
肉色评分
大理石纹评分
pH值
失水率(豫)
肌内脂肪(豫)
肌纤维直径(滋m)

甜菜碱组
2

104.5依8.49
75.61依0.87
51.75依4.52
33.66依0.59
2.30依0.58
65.76依1.79
3.15依0.49
3.00依0.71
5.82依0.31

21.64依12.66
3.10依1.70
64.09依1.83

VB组
3

102依7.00
72.05依1.45
49.53依12.08
31.99依1.98
2.77依0.25

64.05依2.57
2.33依0.58
2.33依0.58
5.98依0.37

25.86依12.51
3.47依1.70

62.09依8.18

对照组
2

101.5依3.54
71.84依0.08
42.23依4.51
31.03依1.68
2.68依0.16
61.22依1.22
2.65依0.21
2.50依0.00
6.28依0.11

18.36依12.60
2.80依1.56
65.48依7.00

由表 3可见袁屠宰率以甜菜碱组最高袁对照组最
低袁但差异不显著曰眼肌面积以甜菜碱组最高袁其次是
VB组袁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22.54豫和 17.29豫袁组间差
异不显著曰 背膘厚以甜菜碱组最薄袁 比对照组降低
14.18%曰瘦肉率以甜菜碱组最高袁 VB组次之袁分别比
对照组提高 7.42豫(P>0.05)和 4.62豫渊P>0.05冤遥

肉色尧大理石纹评分各组间差异不显著,但以甜菜
碱组较好,失水率以对照组最低,即肌肉系水力最高,组
间差异不显著;肌内脂肪以 VB组最高,其次是甜菜碱
组袁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23.93豫和 10.71豫;肌纤维直径
以 VB组最细,对照组最粗,组间差异不明显遥 综上所
述, 日粮中分别添加甜菜碱和 VB对试验猪的胴体肉
品质都有改善作用,尤以添加甜菜碱组改善作用较好遥
3 甜菜碱和 VB对商品猪生长性能及胴体肉品质影
响综合评定

不同组试验猪的生长肥育性能及胴体肉品质采

用综合选择指数进行评定遥 首先根据各组的日增重尧
料重比尧瘦肉率和屠宰率的遗传力袁给予一定的经济
权重袁依据综合指数公式计算各组的肥育性能综合指
数 MI1曰其次根据各组的肉色评分尧大理石纹评分尧pH
值尧失水率和肌内脂肪指标袁给予一定的经济权重袁依
据综合指数公式计算各组的肉质性能综合指数 MI2曰
最后计算综合评定指数 MI袁 它由肥育性能综合指数
MI1占 75%和肉质评分 MI2占 25%组成遥 相关参数见
表 4袁评定结果见表 5遥

综合选择指数公式院
越

n

i = 1
移 100 2

i移 2

式中院 要要要综合指数曰
要要要某一性状表型值曰
要要要某一性状各组合平均值曰
要要要某一性状的权数曰

2要要要某一性状的遗传力遥
表 4 计算 MI1 、MI2和 MI的相关参数

项目
日增重
料重比
瘦肉率
屠宰率
肉色评分
大理石纹评分
pH值
失水率
肌内脂肪

表型均值渊P冤
818.97 g

2.66
63.68%
73.17%

2.71
2.61
6.03

21.95%
3.12%

遗传力(h2)
0.38
0.3
0.46
0.31
0.30
0.20
0.27
0.30
0.40

经济加权值渊W冤
0.3

-0.3
0.30
0.10
0.25
0.25
0.15
-0.25
0.10

表 5 甜菜碱和 VB对试验猪生长育肥
性能及肉质影响的综合评定指数

项目
MI1
MI2
MI

甜菜碱组
106.40
114.58
108.44

VB组
101.30
80.77
96.17

对照组
92.30

104.65
95.39

由表 5可见袁 甜菜碱组的肥育性能评定指数最
大袁其次是 VB组曰肉质评定指数也是甜菜碱组的最
大袁其次是对照组曰肥育性能和肉品质的综合评定结
果均以甜菜碱组最好遥
4 讨论与结论

4.1 日粮中添加甜菜碱和 VB都能明显提高试验猪
的生长速度袁日增重分别比对照组提高 72 g渊P<0.05冤
和 43.7 g渊P<0.05冤袁以甜菜碱组效果最为明显遥料重比
2个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有降低的趋势渊P>0.05冤遥 这
与汪以真等渊1998冤尧冯杰等渊2001冤尧孙晓燕等渊2002冤
报道的结果相类似遥
4.2 本次试验得出袁每 100 kg日粮中分别添加 100 g
甜菜碱和 45 g VB对试验猪的胴体肉品质都有改善
作用遥 与对照组相比袁甜菜碱组和 VB组的眼肌面积
分别提高 22.54豫和 17.29豫曰 瘦肉率分别提高 7.42豫
和 4.62豫曰背膘厚甜菜碱组降低 14.18%曰肉色和大理
石纹评分甜菜碱组分别提高 18.87豫和 20豫袁 肌内脂
肪 VB组和甜菜碱组分别提高 23.93豫和 10.71豫遥 刑
军等渊1999冤研究表明袁在饲粮中添加 0.15豫的甜菜
碱袁试验组比对照组背膘厚降低 12.6豫袁眼肌面积提
高 26.1豫袁瘦肉率提高 1.91个百分点渊P<0.05冤遥 马玉
龙等渊2000冤报道袁每千克饲粮中添加 1 000 mg 甜菜
碱极显著提高肥育猪胴体瘦肉率尧眼肌面积,显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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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背膘厚袁明显改善肉色和大理石纹评分遥美国 BASF
公司研究报道袁增加 B族维生素的饲喂量显著增大猪
的眼肌面积袁降低背膘厚遥 本次研究结果与上述报道
不完全一致袁 甜菜碱和 VB对肉质的改善作用不显
著袁这可能与添加剂量和试验猪的品种不同有关遥
4.3 利用综合选择指数就甜菜碱和 VB对试验猪的
影响进行综合评定袁结果显示院肥育性能评定指数尧肉
质评定指数和肥育性能及肉品质的综合评定指数都

以甜菜碱组最大袁即甜菜碱对提高试验猪的生长速度
和胴体瘦肉率及改善肉质效果最好遥 因此袁在相同饲
养条件下袁建议用添加甜菜碱来提高杜烟仔猪的生长
速度尧饲料报酬尧产肉量及改良肉品质袁添加剂量为每

100 kg日粮中添加 100 g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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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色氨酸、诱食剂对断奶仔猪生产性能和腹泻的影响
牟永斌 董国忠 欧 洁 李 琳 陈鲜鑫

摘 要 试验研究添加色氨酸和诱食剂对早期断奶仔猪生产性能和腹泻的影响。选择(23依1)日龄
断奶的初始体重为（6.0依0.5）kg的 48头 PIC仔猪,随机分为 4组（1个对照组、3个试验组）。对照组饲
喂对照饲粮,试验 1~3组分别饲喂添加 0.05%的色氨酸饲粮、添加 0.02%的香味剂饲粮和添加 0.02%的
甜味剂饲粮,试验期为 28 d。结果表明：淤在整个试验期内,与对照组相比，添加甜味剂显著提高仔猪的
日采食量和日增重（P<0.05）,显著降低仔猪的料肉比（P<0.05）,使腹泻指数降低 74.07%。于与对照组相
比,添加色氨酸显著提高仔猪的日采食量和日增重（P<0.05）；有降低料肉比的趋势（P>0.05）,未降低腹
泻指数。盂与对照组相比,添加香味剂使采食量、日增重显著降低（P<0.05）,料肉比显著增加（P<0.05）,
腹泻指数降低 5.56%。榆添加甜味剂与添加色氨酸在提高断奶仔猪采食量上差异不显著（P>0.05）,但
是添加甜味剂组仔猪的日增重显著高于添加色氨酸组的仔猪（P<0.05），并且前者的料肉比显著低于后
者（P<0.05）。添加甜味剂组仔猪的腹泻指数比添加色氨酸组仔猪低 75.0%。

关键词 色氨酸；香味剂；甜味剂；早期断奶仔猪；生产性能

中图分类号 S816.74
在养猪生产中,断奶所产生的环境尧营养和心理

应激使仔猪在断奶后一段时间内采食较少,营养物质
的摄入量不能满足小肠绒毛的生长发育,从而导致小
肠绒毛萎缩尧隐窝增生尧吸收功能减弱(Dong等,2007曰
Bruininx等袁2001尧2002冤袁使仔猪发生断奶后腹泻和生
长滞缓等野断奶综合症冶遥 因此袁提高断奶仔猪采食量
对提高养猪经济效益极其重要遥

色氨酸可通过神经递质(5原羟色胺)调节猪的采食
量遥林映才等(1999)研究表明袁断奶仔猪的采食量和日增

重与饲粮中的色氨酸水平(0.130%耀0.205%)存在较强的
正相关(r=0.96耀0.98袁P约0.01)遥 有研究表明,诱食剂可以提
高仔猪的采食量(McLaughlin等,1983曰Torrallarodona等,
2000)遥 本文旨在进一步研究添加色氨酸尧香味剂或甜味
剂对断奶仔猪采食量尧生长速度和腹泻的影响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的选择与试验处理

选择渊23依1冤日龄断奶的初始体重为渊6.0依0.5冤 kg
的 48头 PIC仔猪 渊仔猪的遗传性能和胎次相同冤袁随
机分为 4组袁每组 4个重复袁每个重复 3头仔猪遥对照
组饲喂对照饲粮袁试验 1~3组分别饲喂添加 0.05%的
色氨酸饲粮(色氨酸组)尧添加 0.02%的香味剂饲粮(香
味剂组)和添加 0.02%的甜味剂饲粮(甜味剂组)遥 试验
期为 28 d遥
1.2 饲粮组成与饲养管理

试验饲粮渊见表 1冤参照 NRC(1998)猪的营养需要

《饲料工业》·圆园园7年第 圆8卷第 22期饲养试验

33

mailto:snowyan78@tom.com


注院1. 预混料中含有多种维生素渊维生素 A尧维生素 D尧维生素 E尧维生素 K3尧核黄素尧硫胺素尧维生素 B6尧维生素 B12尧烟酸尧
泛酸尧叶酸尧生物素尧胆碱冤和矿物质(铁尧铜尧锰尧锌尧碘尧硒)袁在全价饲粮中含量满足 NRC[10]猪的营养需要遥 此外袁在全
价饲粮中还含有粘杆菌素 20 mg/kg和杆菌肽锌 100 mg/kg遥

2. 粗蛋白和色氨酸为实测值遥

项目
饲粮组成(%)
玉米
次粉
米糠
大豆粕
玉米蛋白粉
鱼粉
乳清粉
食盐
碳酸钙
磷酸氢钙
预混料
赖氨酸
蛋氨酸
菜籽油
色氨酸
香味剂
甜味剂
合计
营养水平
消化能(MJ/kg)
粗蛋白(%)
钙(%)
总磷(%)
赖氨酸(%)
蛋氨酸(%)
蛋垣胱氨酸(%)
色氨酸(%)

对照组

41.26
20.00
3.00

17.85
4.00
5.00
4.00
0.40
0.81
1.18
1.00
0.49
0.08
0.93
0.00
0.00
0.00

100.00
13.79
19.9
0.90
0.70
1.35
0.46
0.76
0.20

色氨酸组

41.20
20.00
3.00

17.85
4.00
5.00
4.00
0.40
0.81
1.18
1.00
0.49
0.08
0.93
0.05
0.00
0.00

100.00
13.79
19.8
0.90
0.70
1.35
0.46
0.76
0.25

香味剂组

41.24
20.00
3.00
17.85
4.00
5.00
4.00
0.40
0.81
1.18
1.00
0.49
0.08
0.93
0.00
0.02
0.00

100.00
13.79
19.8
0.90
0.70
1.35
0.46
0.76
0.20

甜味剂组

41.24
20.00
3.00

17.85
4.00
5.00
4.00
0.40
0.81
1.18
1.00
0.49
0.08
0.93
0.00
0.00
0.02

100.00
13.79
19.8
0.90
0.70
1.35
0.46
0.76
0.20

表 1 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进行配制遥饲粮中营养指标的理论值根据中国饲料数
据库情报网中心渊2006冤的数据进行计算遥在试验开始
前袁用清水冲洗猪舍后以 2%的 KOH消毒袁再用 0.3%

来苏尔稀释液喷洒消毒猪舍遥每圈设 1个饲槽和 1个
饮水器袁用红外灯供热遥 仔猪自由采食尧饮水袁圈舍保
持清洁卫生遥

1.3 测定指标与方法

1.3.1 饲粮中色氨酸含量

饲粮中色氨酸含量的测定参照杨文军等渊2004冤
的测定方法袁用高效液相色谱仪渊HITACHI高效液相
色谱仪袁FL-检测器冤进行测定遥色谱条件为院分析柱为
C18柱渊250 mm伊4.6 mm袁5 滋m冤曰流动相为 0.05 mol/l
的磷酸二氢钾和乙腈渊955冤曰流速为 1.2 ml/min曰柱
温为 32 益曰 检测器激发波长为 384 nm袁 吸收波长为
434 nm曰停止时间为 20 min曰进样量为 10 滋l遥
1.3.2 饲粮中蛋白质含量

饲粮中蛋白质含量的测定参照张丽英 渊2003冤的
方法袁 并采用 Foss KjeltecTM2300全自动蛋白质测定
仪进行测定遥
1.3.3 仔猪的生产性能

在试验第 1尧8尧15尧22和 29 d早上投料前对仔猪
进行空腹称重袁用于计算每周和整个试验期的平均日

增重渊ADG冤遥 记录每天的采食量袁并按周计算每周的
平均日采食量渊ADFI冤和全期 ADFI遥根据仔猪的 ADFI
和 ADG计算料肉比渊F/G冤遥
1.3.4 腹泻指数

按 Ball和 Aherne (1987)的方法测定仔猪的腹泻
指数袁测定天数为 28 d遥 每天观察仔猪的粪便情况并
评分渊正常粪便为 0分尧暗灰色泥状粪便为 1分尧粥样
粪便 2分尧水样或血便为 3分冤袁然后计算腹泻指数院
腹泻指数=粪便评分之和/渊每组猪头数伊天数冤遥 腹泻
指数的高低表明腹泻的轻重遥
1.4 数据处理

对 ADFI尧ADG和 F/G运用 SPSS 12.0软件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袁 方差分析中多重比较采用 q检验法遥
对照组有 1个重复在试验第 25 d因病淘汰袁 所以对
照组在第 4周和全期的数据只有 3个重复遥
2 结果渊见表 2尧图 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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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添加色氨酸、香味剂、甜味剂对早期断奶仔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项目
第 1周
平均日采食渊ADFI冤渊g冤
平均日增重渊ADG冤渊g冤
料肉比渊F/G冤
第 2周
平均日采食渊ADFI冤渊g冤
平均日增重渊ADG冤渊g冤
料肉比渊F/G冤
第 3周
平均日采食渊ADFI冤渊g冤
平均日增重渊ADG冤渊g冤
料肉比渊F/G冤
第 4周
平均日采食渊ADFI冤渊g冤
平均日增重渊ADG冤渊g冤
料肉比渊F/G冤
全期
平均日采食渊ADFI冤渊g冤
平均日增重渊ADG冤渊g冤
料肉比渊F/G冤

对照组

193.00a依10.02
108.93a依6.21
1.78b依0.10

378.54b依25.42
196.07c依15.31

1.92a依0.26
619.06b依49.43
371.79b依28.48

1.67b依0.15
849.05a依139.08
556.19a依64.62

1.54b依0.17
512.14b依54.50
311.31c依24.42

1.72b依0.12

色氨酸组

202.00a依18.15
114.29a依19.34

1.80b依0.28
465.32a依86.55
276.07b依34.47

1.68b依0.10
744.19a依66.35
491.43a依39.24

1.51b依0.05
910.92a依58.24
578.93a依58.95

1.58b依0.08
580.61a依42.14
365.18b依28.09

1.65b依0.17

香味剂组

126.00b依22.34
60.00b依6.80
2.09a依0.18

308.06b依67.76
160.72c依10.85

1.92a依0.14
473.84c依51.71
231.79c依24.28

2.06a依0.17
702.76b依44.20
390.36b依70.97

1.8a依0.09
402.67c依67.21
210.63d依37.33

1.97a依0.08

甜味剂组

214.51a依18.97
130.95a依12.18

1.64b依0.05
466.06a依52.00
326.79a依33.77

1.43b依0.11
757.14a依83.52
517.14a依37.85

1.47b依0,12
920.82a依52.69
636.36a依38.01

1.45b依0.05
587.58a依36.67
404.64a依53.41

1.49c依0.15
注院同行数据肩标有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对照组 色氨酸组 香味剂组 甜味剂组

0.6
0.5
0.4
0.3
0.2
0.1

0

0.54 0.56 0.51

0.14

图 1 添加色氨酸、香味剂、甜味剂对

仔猪断奶后腹泻指数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在断奶后第 1周,与对照组相比,
色氨酸组 ADFI和 ADG 分别提高 4.7%和 4.92%,F/G
增加 1.12%,但是差异均不显著(P>0.05)曰甜味剂组使
ADFI和 ADG 分别提高 11.15%和 20.21%(P>0.05),料
肉比降低 7.87%渊P>0.05冤曰 香味剂组使 ADFI和 ADG
显著降低渊P<0.05冤袁料肉比显著增加渊P<0.05冤遥

在断奶后 2耀3 周,与对照组相比袁添加色氨酸或
甜味剂 ADFI和 ADG均显著提高 (P<0.05),F/G在第 3
周差异不显著(P>0.05),但在第 2周显著降低(P<0.05);而
添加香味剂组第 3 周使 ADFI 和 ADG 均显著降低
(P<0.05)袁F/G显著增加渊P<0.05冤遥

在断奶后第 4周,添加色氨酸或甜味剂组仔猪的
ADFI尧ADG和 F/G与对照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遥
与其它 3组相比袁添加香味剂使的 ADFI和 ADG显著
降低渊P<0.05冤袁F/G显著增加渊P<0.05冤

试验全期袁与对照组相比袁添加甜味剂使 ADFI和
ADG 分别提高 14.73%和 29.9%渊P<0.05冤袁F/G 下降
13.4%渊P<0.05冤曰 添加色氨酸使 ADFI和 ADG分别提
高 13.4 %和 17.30%(P<0.05)袁F/G降低 4.07%(P>0.05)曰
而添加香味剂使 ADFI尧ADG显著降低(P<0.05),F/G显
著升高渊P<0.05冤遥

从图 1看出袁与对照组相比袁在饲粮中添加甜味
剂和香味剂使腹泻指数分别下降 74.07%和 5.56%袁而
在饲粮中添加色氨酸使腹泻指数升高 3.70%遥
3 讨论

色氨酸在体内可以转化为 5-羟色胺袁5-羟色胺
是调节采食量的物质袁 添加色氨酸可以增加采食量遥
Burgoon等渊1992冤研究表明袁6耀16 kg的仔猪对色氨酸
含量低(0.13豫)的饲粮的采食量比含量足够(0.205豫)的
饲粮低 40豫遥 Libal(1995)对 6.9 kg断奶仔猪的研究结
果与此相似袁 色氨酸缺乏使仔猪采食量下降了
39.5豫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与对照组相比袁在饲粮中添
加色氨酸能显著提高仔猪的 ADFI和 ADG袁 但是 F/G
未能显著降低袁并且腹泻指数有升高的趋势遥 本研究
中添加色氨酸饲粮的色氨酸含量为 0.25%袁高于 NRC
渊1998冤 推荐的 0.24%和中国瘦肉型猪的饲养标准
渊2004冤 推荐的 0.21%曰 而对照饲粮的色氨酸含量为
0.20%袁 比 NRC 渊1998冤 和中国瘦肉型猪的饲养标准
渊2004冤推荐量低遥 本研究结果表明袁在中国瘦肉型猪
的饲养标准渊2004冤和 NRC渊1998冤推荐的色氨酸需要
量的基础上增加饲粮中色氨酸的含量袁可以增加断奶
仔猪的 ADFI和 ADG遥

诱食剂可以通过刺激动物的味觉和嗅觉袁使之产
生食欲袁提高动物在应激状态下的采食量渊冯定远等袁
1996冤遥 甜味剂主要是通过刺激动物的味觉使动物产
生强烈的食欲袁从而增加采食量渊张雷等袁2004冤遥猪天
生喜欢甜味袁 特别是幼龄仔猪遥 在本研究中添加
0.02%的甜味剂显著提高了仔猪的采食量尧 日增重和
饲料转化率遥这一结果证实了仔猪对甜味剂的喜好和
甜味剂所具有的刺激仔猪采食尧促进生长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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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味剂主要是通过刺激动物的嗅觉使动物产生

食欲袁提高动物的采食量遥 McLaughlin等(1983)的研究
表明袁在饲粮中添加奶酪香型香味剂可显著提高仔猪
断奶后第 1 周内的采食量和增重遥 其它一些研究
(Cambell,1976;King,1979;cited by Forbes,1995)也表明 ,
香味剂可以刺激断奶仔猪采食袁增加断奶仔猪的采食
量遥但是 Kornegay(1979)研究表明袁添加香味剂未能提
高仔猪的采食量尧饲料转化率和增重遥 造成这些研究
结果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在饲粮中添加的香味剂种类

和添加量不同遥 虽然香味剂可以刺激动物采食袁但是
香味剂的添加量不是越多越好遥不同的香味剂其最佳
添加量也不一样,添加过多会使味觉疲劳,反而起到负
面影响遥 林上槐等(1998)研究表明,在断奶仔猪饲粮中
添加 0.05豫溢多利乳香素, 采食量和日增重分别提高
10.2豫和 14.6豫,而添加量增加到 0.1豫后袁采食量仅提
高 10.5豫,日增重反而降低 12.0豫遥 本研究在饲粮中添
加了 0.02%的乳香型香味剂使仔猪的采食量尧增重和
饲料转化率显著降低,可能的原因是香味剂浓度过大,
使仔猪产生味觉疲劳,出现拒食的现象遥 这一结果与
安松岩(1998)尧Kornegay(1979)的结果一致,具体原因尚
待进一步研究遥

断奶使仔猪产生心理尧环境和营养应激袁导致仔
猪在断奶后一段时间采食量不足袁 引起小肠绒毛萎
缩袁消化吸收能力减弱渊Dong等, 2007冤遥 再加上早期
断奶仔猪消化系统发育不成熟袁 消化道机能不健全袁
仔猪对养分的消化能力有限袁大量未完全消化的营养
物质进入后肠袁 极易发酵腐败袁 造成腹泻 渊董国忠袁
1995冤遥在本研究中袁添加甜味剂有效地防止仔猪断奶
后腹泻袁这可能与甜味剂能刺激动物的消化酶分泌有
关遥因为甜味剂可以刺激动物嗅觉尧味觉袁然后经条件
反射传导到消化系统袁引起唾液尧胃液尧肠液及胆汁等
大量分泌袁提高蛋白酶尧淀粉酶尧脂肪酶的含量袁加快
胃肠蠕动袁增强消化运动袁提高饲料营养成分的消化
吸收渊张雷等袁2004冤袁减少营养物质在肠道后段的堆
积袁从而减少仔猪断奶后腹泻渊董国忠袁1995冤遥
4 结论

4.1 在中国瘦肉型猪的饲养标准(2004)和 NRC(1998)
推荐的色氨酸需要量的基础上增加饲粮中色氨酸的

含量袁可以提高断奶仔猪的 ADFI 和 ADG袁但是不能
显著降低 F/G和减少仔猪断奶后腹泻遥
4.2 在饲粮中添加甜味剂可显著提高断奶仔猪 ADFI
和 ADG袁显著降低 F/G袁并且能有效防止仔猪断奶后
腹泻遥
4.3 在本研究中袁 添加香味剂未能改进断奶仔猪的
生产性能和减少仔猪断奶后腹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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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袁人民生活水
平日益提高袁消费者对鸡肉品质提出更高要求袁不仅
要求安全卫生尧营养价值高袁而且还要求肉质和风味
好袁 因此世界各国相继在鸡肉品质方面开展广泛研
究遥由于鸡肉品质受品种尧年龄尧营养尧饲养模式尧屠宰
方式尧贮藏尧加工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袁因此袁研究者
也主要从这些方面开展鸡肉品质的调控研究遥本文将
重点对近年来国内外有关鸡肉品质的营养调控研究

进行综述遥
1 饲料原料组成对鸡肉品质的调控研究

目前有关不同种类饲料原料对鸡肉品质的调控

研究仍较少遥现有研究表明袁饲粮中碳水化合物尧蛋白
质饲料和青绿饲料等都会影响鸡肉品质遥
1.1 碳水化合物对鸡肉品质的调控

饲粮中不同种类碳水化合物显著影响鸡肉肉色尧
剪切力和感官评分遥 Smith等(2002)和 Lyon等(2004)研
究表明袁饲喂小麦饲粮鸡易产生苍白胸肉袁饲喂玉米
饲粮使鸡肉色更黄袁这可能是因为小麦中缺乏玉米和
高粱含有的色素袁而黄玉米中含有高粱和小麦缺乏的
色素遥Lyon等(2004)研究还发现袁饲喂玉米饲粮与饲喂
小麦或高粱饲粮的鸡相比袁鸡胸肉的剪切力低尧肉汤
评分高袁饲喂小麦饲粮鸡胸肉较硬尧难咀嚼尧咀嚼后剩
余残渣较多袁可见袁不同种类的碳水化合物显著影响
鸡肉嫩度尧风味和品质袁且以饲喂玉米饲粮时鸡肉品
质最好遥
1.2 蛋白质饲料对鸡肉品质的调控

饲粮中鱼粉含量显著影响鸡肉氧化稳定性和风

味遥 O'Keefe等(1995)研究表明袁饲粮中添加 4%耀10%
鱼粉显著提高鸡肉过氧化值袁 且随鱼粉添加量的提
高袁鸡肉过氧化值升高袁这主要是由鸡肉中 棕-3脂肪
酸含量升高引起的曰此外袁添加 8%耀10%鱼粉也可提
高鸡肉中挥发性物质(棕-3脂肪酸氧化产物)峰面积袁

说明饲粮中添加大量鱼粉降低了鸡肉的氧化稳定性袁
易使鸡肉产生鱼臭味遥
1.3 青绿饲料对鸡肉品质的调控

适量补饲青绿饲料对鸡肉品质和风味产生一定

影响遥 Ponte等(2004)研究表明袁给限饲 50%或 75%的
肉鸡饲喂脱水苜蓿可降低肌肉中胆固醇含量袁使鸡肉
更易被消费者接受袁但不影响胸肌 pH值和系水力遥戴
四发等 (2006)报道袁给肉鸡补饲青绿饲料 (新鲜苜蓿
叶尧青菜叶尧黑麦草尧菊苣和胡萝卜)提高了屠宰后肌
肉 pH值尧滴水损失和蒸煮损失袁使肌纤维直径减小尧
密度增加袁说明补饲青绿饲料对鸡肉嫩度和延缓屠宰
后 pH值下降是有益的袁但不利于保持肌肉系水力袁且
补饲时间越早袁对鸡肉品质的影响越明显遥
2 脂肪对鸡肉品质的调控研究

目前有关脂肪对鸡肉品质的调控研究报道较多遥
肌肉中脂肪酸组成显著影响肉品质袁如肌肉中沉积过
多的长链 棕-3脂肪酸等多不饱和脂肪酸会对鸡肉感
官品质产生不良影响遥而肌肉脂肪酸组成取决于饲粮
中脂肪酸的组成尧含量以及饲喂时间袁因此饲粮中脂
肪来源尧氧化程度尧添加水平和添加时间都可能影响
鸡肉品质遥
2.1 脂肪来源尧氧化程度对鸡肉品质的调控

与动物油脂相比袁橄榄油可显著提高胸肌尧腿肌
中油酸含量尧单不饱和脂肪酸比例袁显著降低腿肌硫
代巴比妥酸反应物 TBARS值袁 这主要是由于橄榄油
中富含 琢-生育酚袁使得生育酚摄入量增加袁继而增加
了腿肌中生育酚含量袁 从而改善腿肌的氧化稳定性
渊O`Nell等袁1998a冤遥 Bou等渊2001冤在饲粮中分别添加
6%的牛油渊含 23.45%PUFA冤尧葵花籽油渊含 62.00%
PUFA冤尧氧化葵花籽油渊含 56.54%PUFA冤或亚麻籽油
渊含 65.26%PUFA冤袁 发现饲喂亚麻籽油的鸡肉腐臭味
评分显著高于其它 3 组袁 可接受性显著低于其它 3
组袁说明饲粮中多不饱和脂肪酸对鸡肉品质产生了不
良影响曰饲喂氧化葵花籽油的鸡肉腐臭味评分高于新
鲜葵花籽油袁可接受性低于新鲜葵花籽油袁说明油脂
氧化后更易对鸡肉品质产生不良影响遥 Nissen 等
渊2006冤研究表明袁在宰前 7 d饲喂鱼油显著降低了鸡
肉感官品质袁同时饲喂亚麻籽和鱼油使鸡肉感官品质
进一步降低袁主要是因为亚麻籽和鱼油增加了鸡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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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3脂肪酸含量袁而且亚麻籽中亚油酸和总 棕-3脂肪
酸含量较高袁因此与鱼油相比袁亚麻籽使鸡肉增加更
多的 棕-3脂肪酸遥
2.2 共轭亚油酸渊CLA冤对鸡肉品质的调控

CLA是一类含有共轭双键的十八碳二烯酸渊亚油
酸冤异构体混合物遥 经研究表明袁饲粮中添加 0.25%耀
3% CLA可降低鸡肉的 TBARS值和脂质过氧化产物
丙二醛渊MDA冤含量袁从而改善鸡肉的氧化稳定性(Du
等 袁2000曰Du 和 Ahn袁2002a曰Du袁2002b曰 张海军等 袁
2006)袁但随着 CLA添加水平的提高(2%耀3%)袁胸肌硬
度增加尧多汁性降低(Du和 Ahn袁2002a)袁这可能是因
为 CLA改变了鸡肉中脂肪酸组成袁 使饱和脂肪酸比
例提高袁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降低袁继而提高了脂肪的
溶点袁最终导致鸡肉变硬尧变干尧质地粗糙袁也可能是
由于蛋白质含量升高导致煮后的胸肌硬度提高遥 CLA
对稳定鸡肉肉色的作用效果并不一致袁受饲粮中 CLA
添加水平尧鸡肉贮藏条件尧时间等因素的影响遥 Du等
渊2000冤研究表明袁CLA可改善肉饼贮藏过程中肉色稳
定性遥 Du等(2002a)的研究还发现袁饲粮中添加 2%耀

3% CLA降低了肉鸡胸肌的 L*尧a*和 b*值袁 使胸肌颜
色变暗遥 Du等(2002b)另一项研究表明袁真空包装时袁
添加 0.5% CLA可显著提高胸肌 a*值袁 而有氧包装
时袁随 CLA添加水平提高袁胸肌 a*值反而降低遥 张广
民等(2006)研究表明袁在饲粮中添加 0.25%耀2% CLA
可提高胸肌亮度值袁降低红度值和黄度值遥此外袁张海
军等(2006)研究表明袁饲粮中添加 0.5%和 1% CLA显
著降低胸肌的滴水损失袁 对贮藏 24 h时胸肌的肉色
和 pH24值无显著影响遥张广民等(2006)研究表明袁饲粮
中添加 0.25%耀2% CLA提高北京油鸡肌内脂肪含量袁
降低腹脂率袁2% CLA使胸肌剪切力下降袁 对胸肌 pH
值和各项品尝指标无显著影响遥 初步研究表明袁饲粮
中添加 1.0%耀2.0%CLA可提高岭南黄鸡胸肌 a*值尧
pH24值尧剪切力和失水率遥
3 维生素对鸡肉品质的调控研究

国内外研究者除对维生素 E提高鸡肉抗氧性能
方面进行较深入研究外袁有关维生素 E及其它维生素
对鸡肉品质的调控研究仍然较缺乏遥
3.1 维生素 E对鸡肉品质的调控渊见表 1冤

表 1 饲粮中添加维生素 E对鸡肉 TBARS值的影响
试鸡日龄渊d冤
56
28耀42/0耀42
42
44
42
1耀42

维生素 E添加量
200 mg/kg
200 mg/kg
140 IU/kg

100尧200尧400 mg/kg
100 IU/kg
200 mg/kg

取样部位
腿肌
胸肌
腿肌
腿肌
胸尧腿肌
胸肌

贮藏条件
4 益袁3耀5 d曰-20 益袁5耀10 d

4 益袁3耀7 d
-20 益袁15 d

-
4 益袁10耀12 d
4 益袁3耀7 d

TBARS值
降低
降低
降低
降低
降低
降低

文献来源
O`Nell等(1998ab尧1999)
李绍钰等(2001)

Bou等(2004)
Cortinas等渊2005冤

Rye等(2005)
李绍钰等(2005)

注院TBARS值(代表硫代巴比妥酸反应物水平)是反映鸡肉脂质过氧化程度的直观尧量化指标袁与鸡肉货架寿命直接相关遥

表 1汇总了近年有关维生素 E对鸡肉脂质氧化
产物 TBARS 影响的研究结果袁 即饲粮中添加 100耀
200 mg/kg 维生素 E 可显著降低贮藏过程中鸡肉的
TBARS值袁 这充分证实了维生素 E可改善贮藏过程
中鸡肉的氧化稳定性遥维生素 E改善鸡肉氧化稳定性
的作用效果受饲粮中维生素 E添加水平尧 使用时间尧
肌肉部位等因素的影响遥Morrissey等(1997)认为袁饲粮
中添加高水平渊180耀200 mg/kg冤维生素 E袁饲喂足够长
的时间渊饲喂 28 d以上冤袁使鸡肉中维生素 E含量达
到一定浓度后袁才能发挥抗氧化作用遥李绍钰等(2001)
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袁在肉鸡生长后期或全期的饲
粮中添加 200 mg/kg维生素 E显著降低胸肌 TBARS
值袁而在生长前期添加高剂量维生素 E未观察到此作
用遥 李同树等(2003)研究认为袁胸尧腿肌的结构及成分
存在一定差异袁腿肌中红肌纤维尧肌红蛋白和肌间脂
肪含量都高于胸肌袁腿肌更易于发生氧化反应袁因此

维生素 E抑制腿肌氧化产物生成的作用也比胸肌明
显遥也有研究表明袁饲粮中添加 200尧800 mg/kg维生素
E可降低鸡肉中 25-羟基胆固醇尧7-胴基胆固醇和总
胆固醇氧化产物的产生袁 从而降低鸡肉胆固醇氧化
(Galvin等袁1998)遥 此外袁Ryu等(2005)研究表明袁饲粮
中同时添加 100 IU/kg维生素 E和 8 mg/kg硒可有效
减少脂质氧化袁 效果好于单独添加 100 IU/kg维生素
E曰 饲粮中添加 100 IU/kg维生素 E可防止鸡肉中胆
固醇氧化产物(COP)的形成袁而在 100 IU/kg维生素 E
基础上继续添加 1耀8 mg/kg硒袁鸡肉中 COP的生成未
进一步降低遥

鸡肉的滴水损失与其细胞膜结构的完整性有关袁
由于细胞膜含有大量不饱和脂肪酸和磷脂袁极易受到
体内自由基的攻击而诱发脂质过氧化袁从而造成细胞
膜结构的破坏袁增加鸡肉水分的渗出遥 肌肉中高浓度
的维生素 E可有效保护肌膜免受自由基的损伤袁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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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膜完整性袁减少肌浆成分从肌细胞流出袁从而提
高肉品的保水性能袁延长表层肌纤维内的氧合肌红蛋
白被氧化为高铁肌红蛋白的时间(文杰袁1998)遥饲粮中
添加 100耀200 mg/kg 维生素 E 可降低鸡肉贮藏过程
的滴水损失(O`Nell等袁1998b; 李同树等袁2003;李绍钰
等袁2001尧2005)遥

维生素 E也会对鸡肉感官品质尧pH值尧肉色等产
生一定影响作用遥 Bou等(2001)研究表明袁饲粮中添加
225 IU/kg维生素 E显著降低鸡肉的腐臭味评分遥 李
同树等(2003)报道,饲粮中添加 50尧100 mg/kg 维生素
E对稳定腿肌 pH48值和肉色具有良好效果,对腿肌的
剪切力值无影响,而且只有在生长后期添加时,维生素
E对肉色尧pH值才发挥作用遥 韩瑞丽等(2006)研究表
明, 饲粮中添加 100 mg/kg维生素 E可提高胸肌肉色
评分遥祝国强等(2006)研究发现袁饲粮中添加 150 mg/kg
维生素 E和 200 mg/kg姜黄素可改善胸肌肉色袁提高
胸肌系水力遥 然而,Ryu等(2005)报道袁在饲粮中添加
100 IU维生素 E并不影响贮藏鸡肉的 L*尧a*和 b*值遥
3.2 其它维生素对鸡肉品质的调控

目前有关其它维生素对鸡肉品质的调控研究报

道较少遥 少数研究者初步探讨了维生素 C尧核黄素尧硫
胺素等对鸡肉品质的调控作用袁 但由于研究有限袁结
果不一致袁因此尚难以确定其作用效果袁有待于进行
全面系统研究遥

有研究发现袁 维生素 C 可防止鸡肉氧化 (Maria
等袁2003;Young等,2003)遥 但也有研究认为袁维生素 C
不影响甚至会促进鸡肉氧化(Grau等,2001)袁维生素 C
也不影响鸡肉感官评分(Bou等,2001)遥李绍钰等(2005)
研究表明, 饲粮中添加 14.4 mg/kg核黄素显著降低鸡
肉存放期间 TBARS值, 具有降低鸡肉滴水损失的趋

势遥 王述伯等(2004)报道,饲粮中添加 1.8耀18 mg/kg硫
胺素可提高北京油鸡胸肌中肌苷酸和肌内脂肪含量袁
说明硫胺素有可能改善鸡肉风味和品质遥
4 矿物质对鸡肉品质的调控研究

目前国内外有关硒改善鸡肉品质的文献报道较

多袁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清楚遥而关于其它矿物质袁例如
镁尧锰尧铜尧铁尧钙等对鸡肉品质的调控研究报道较少遥
4.1 硒对鸡肉品质的调控

硒是家禽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它是体内磷脂谷
胱甘肽过氧化酶等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清除胞内已形
成的过氧化物,保护细胞膜结构的完整和功能正常,因
此硒有可能通过此功能影响鸡肉品质遥目前研究已证
实,无论是无机硒还是有机硒均可提高鸡肉氧化稳定
性,且以有机硒的作用效果较好遥 Ryu等(2005)研究表
明,饲粮中同时添加 8 mg/kg亚硒酸钠与 100 IU/kg维
生素 E显著降低胸肌尧腿肌 TBARS值,效果优于维生
素 E单独作用效果遥夏枚生等(2005)研究表明袁饲粮中
添加 0.1耀1.0 mg/kg纳米硒或亚硒酸钠可提高胸肌中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尧总抗氧化能力(T-AOC)
含量袁降低 MDA含量袁当高剂量(0.40耀1.0 mg/kg)添加
时,纳米硒提高肌肉组织抗氧化能力的效果优于亚硒
酸钠遥许飞利等(2007)对黄鸡的研究表明,随饲粮中硒
代蛋氨酸尧亚硒酸钠添加水平升高(0.15耀0.6 mg/kg),
肌肉中 MDA含量逐渐降低袁肌肉 pH值逐渐升高袁且
硒代蛋氨酸降低肌肉脂质氧化效果优于亚硒酸钠遥表
2列出了近年有关硒对鸡肉品质的影响结果袁即饲粮
中添加硒可降低鸡肉的贮藏损失袁改善肉色袁且有机
硒的效果优于无机硒袁但对肉嫩度作用效果尚无法确
定遥 此外袁夏枚生等(2005)研究表明袁饲粮中添加 0.1耀
1.0 mg/kg纳米硒或亚硒酸钠可提高肌红蛋白含量遥

注院野+冶表示改善袁野N冶表示无影响袁野>冶表示作用效果好于遥

表 2 饲粮中添加无机硒和有机硒对鸡肉滴水损失、肉色与嫩度的影响

硒源
亚硒酸钠/酵母硒
亚硒酸钠/酵母硒
亚硒酸钠/酵母硒
亚硒酸钠/酵母硒
亚硒酸钠/纳米硒
亚硒酸钠/纳米硒
亚硒酸钠/硒代蛋氨酸

添加量
0.15尧0.3 mg/kg

0.1%尧0.2%尧0.3%
0.1尧0.25 mg/kg
0.15尧0.30 mg/kg
0.1耀1.0 mg/kg

0.3 mg/kg
0.15耀0.6 mg/kg

测定部位
胸肌
胸肌
胸肌
腿肌
胸肌
胸肌
胸肌

滴水损失
降低
降低
降低
降低
降低
降低
降低

嫩度
-
-
-
+
-
-
N

文献来源
曹新旺等(2001)
陈忠法等(2003)
Choct等(2004)
李业国等(2005)
夏枚生等(2005)
Payne等(2005)
许飞利等(2007)

肉色
+
+
-
+
-
-
-

不同硒源比较
有机硒>无机硒
有机硒>无机硒
有机硒>无机硒
有机硒>无机硒
有机硒>无机硒
有机硒>无机硒
有机硒>无机硒

4.2 镁对鸡肉品质的调控

镁是动物体内重要的阳离子袁它不仅参与体内所
有的能量代谢袁催化或激活 300 多种酶袁而且在维持
体内蛋白和脂肪代谢中都起着重要作用遥 研究表明袁

饲粮中添加 0.1%耀0.2%有机镁渊天冬氨酸镁尧镁蛋白
盐或乙酸镁冤 可降低鸡肉的 TBARS值和 MDA含量袁
提高鸡肉抗氧化力(张桂梅袁2001曰邱榕生等袁2003曰李
亮等袁2005)遥 李亮等(2005)研究表明,饲粮中添加 0.05%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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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和 0.2%乙酸镁可提高宰后肌肉 pH45值袁0.2%乙
酸镁也可降低肌肉中乳酸含量袁说明有机镁能延缓应
激条件下屠宰后肌肉糖酵解速度袁 且随添加水平提
高袁有机镁能更好地降低脂肪氧化程度尧改善肉品质遥
4.3 锰对鸡肉品质的调控

锰是动物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袁它是含锰超氧化
物歧化酶(MnSOD)的组成成分袁可参与机体的抗氧化
作用袁 这可能是其影响鸡肉品质的主要原因遥 Lu等
(2006)研究表明袁饲粮中添加 100耀500 mg/kg锰提高了
腿肌细胞线粒体中 MnSOD活性袁降低腿肌中 MDA含
量袁 随饲粮中锰添加水平提高袁MnSOD活性和 MDA
含量分别以二次曲线方式升高和降低袁说明锰有利于
改善鸡肉氧化稳定性遥 此外袁随饲粮锰添加水平的提
高袁胸肌 pH值呈线性降低袁而胸肌尧腿肌的肉色尧剪切
力尧系水力等不受影响遥
4.4 铜和铁对鸡肉品质的调控

铜和铁即是机体 SOD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减少自
由基对肉品质的损害,也是肌肉中脂质氧化的催化剂,
可加速脂质氧化速度,所以铜和铁具有双重作用遥 畜
禽死后 Fe-Cu-SOD的抗氧化作用减弱, 由铜和铁催
化的脂质氧化过程起主导作用,因此,宰前降低饲粮中
铜或铁水平可能延缓肌肉脂质氧化速度遥 研究表明,
屠宰前 1耀3 周去掉饲粮中铜(8耀9 mg/kg)可降低鲜鸡
肉或熟鸡肉的 TBARS值和 MDA含量,改善贮藏过程中
的氧化稳定性(S佗rraga等,1999;Ruiz等,2000)遥 S佗rraga
等(1999)报道,与正常饲粮相比袁缺铁饲粮不会影响腿
肌微粒体中 MDA含量遥 而 Ruiz等(2000)研究认为,屠
宰前 3周去除饲粮中铁降低了熟鸡腿的 TBARS值遥
5 其它添加剂对鸡肉品质的调控研究

近年来袁研究者们先后研究了异黄酮尧甜菜碱尧L-
肉碱尧肌肽尧茶多酚尧糖萜素尧酵母尧肌酸尧丙酮酸等多
种添加剂对鸡肉品质的调控作用袁但各项研究处于起
步阶段袁仍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研究遥
5.1 异黄酮对鸡肉品质的调控

异黄酮类化合物属于多酚类化合物袁它的母体为
3-苯基苯吡喃酮袁包括大豆异黄酮等 12种化合物遥蒋
守群等渊2006冤在黄鸡上的研究表明袁在饲粮中添加
10耀20 mg/kg大豆异黄酮可防止贮藏过程中肌肉发生
氧化反应袁延缓宰后肌肉 pH值迅速下降袁防止劣质肉
的产生遥此外袁蒋守群(2006)在体外细胞培养试验中发
现袁培养液中添加大豆异黄酮可促进骨骼肌卫星细胞
在氧化环境中的增殖袁 提高细胞培养上清液中 T-
SOD尧GSH-Px尧CAT尧T-AOC浓度袁表明大豆异黄酮提

高了骨骼肌卫星细胞的抗氧化能力袁这与其动物试验
结果基本吻合遥李莉等(2006)研究表明袁在饲粮中添加
5耀20 mg/kg山楂叶黄酮改善了黄鸡的胸肌尧 腿肌肉
色袁 降低胸肌滴水损失袁 对胸肌剪切力和 pH值无影
响袁且以 20 mg/kg效果最佳遥
5.2 甜菜碱对鸡肉品质的调控

甜菜碱即三甲基甘氨酸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甲基

供体遥 在饲粮中添加 600耀2 700 mg/kg甜菜碱可提高
鸡肉中肌酸尧肌酸酐尧肌苷酸等风味前体物质以及肌
红蛋白含量(汪以真等,1998;占秀安和许梓荣,1999),可
见,饲粮中添加甜菜碱有可能改善鸡肉风味和肉色遥
5.3 L-肉碱对鸡肉品质的调控

L-肉碱又称为 L-肉毒碱袁具有促进脂肪酸的 茁-
氧化袁降低血清胆固醇及甘油三酯含量袁提高机体耐
受力等重要生理功能遥 目前 L-肉碱对脂肪代谢的调
节作用已被证实遥 它是通过降低脂肪中葡萄糖-6-磷
酸脱氢酶尧苹果酸脱氢酶尧异柠檬酸脱氢酶和脂蛋白
酯酶等脂肪合成酶活性来降低皮下脂肪沉积袁通过降
低胸肌中肉碱棕榈酰转移酶-I活性来提高肌肉中脂
肪含量(Xu等袁2003)遥 占秀安等渊2002冤研究表明袁饲粮
中添加 50耀100 mg/kg L-肉碱可提高胸肌的红度值尧
肌苷酸和粗脂肪含量袁 说明 L-肉碱可能改善鸡肉肉
色和风味遥
5.4 肌肽对鸡肉品质的调控

肌肽是肌肉组织中一种天然二肽袁 其组成为 茁-
丙氨酰-L-组氨酸遥肌肽具有多种抗氧化活性袁可作为
一种自由基清除剂尧金属螯合剂和供氢体袁也能减少
因 pH值变化而产生的脂过氧化遥研究表明袁在饲粮中
添加 0.1%肌肽可提高鸡腿肌的抗氧化性能袁 降低贮
存鲜肉和熟肉的 TBARS值(O`Neill等袁1998a)袁在鸡肉
中直接添加 1.5%肌肽可降低贮存过程中 TBARS 值
和 COPs值(O`Neill等袁1999)遥
5.5 茶多酚对鸡肉品质的调控

茶多酚是从茶叶中提取的一类生物活性物质,具
有很强抗氧化能力袁可有效清除氧自由基和脂类自由
基遥 饲粮中添加 200耀300 mg/kg茶多酚可提高鸡肉抗
氧化能力袁 其中 300 mg/kg茶多酚抗氧化性能类似或
优于 200 mg/kg 维生素 E(Tang等,2000)遥 饲粮中添加
70耀1 400 mg/kg茶多酚也可降低鸡肉的滴水损失袁减
少贮藏损失(刘晓华等,2004)遥
5.6 糖萜素 II对鸡肉品质的调控

糖萜素是从植物中提取的三萜和糖类等天然活

性成分组成的物质遥目前有关糖萜素在畜禽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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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集中在其促生长和增强免疫功能方面袁关于其改
善畜禽肉质的研究较少遥 詹勇等(2005)报道袁糖萜素-
II对黄鸡肉质和风味无显著影响遥 而杨慧(2007)研究
表明袁饲粮中添加 500 mg/kg糖萜素-II降低了艾维茵
肉鸡胸肌的滴水损失尧亮度值和黄度值袁提高了红度
值和肌苷酸含量袁说明糖萜素-II可提高鸡肉系水力袁
改善肉色和风味遥
5.7 酵母细胞成分对鸡肉品质的调控

饲粮中添加酵母细胞成分渊0.5%全酵母尧0.3%酵
母细胞内容物或 0.3%酵母细胞壁冤降低了胸肌尧腿肌
的剪切力和 TBARS值袁 说明酵母细胞成分有利于改
善鸡肉嫩度袁提高氧化稳定性渊Zhang等袁2005冤遥 酵母
细胞成分提高鸡肉氧化稳定性的可能原因是酵母中

存在许多抗氧化因子或酵母改变了鸡肉的脂肪酸组

成遥 Zhang等(2005)研究认为袁酵母细胞成分可能通过
改变鸡肉的脂肪酸组成提高其氧化稳定性袁而不是发
挥其自身的抗氧化作用遥此外袁王友明和许梓荣(2003)
研究表明袁 饲粮中添加 0.05%耀0.2%酵母核酸可提高
肌肉中肌苷酸尧甘氨酸尧谷氨酸等鲜味氨基酸含量以
及肌红蛋白含量袁改善了鸡肉风味和肉色遥
5.8 肌酸尧丙酮酸对鸡肉品质的调控

在生产中鸡遭受宰前禁食尧运输等应激袁引起血
糖尧肝糖元和肌糖元含量降低袁进而对鸡肉品质产生
不良影响遥 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屠宰前补充丙酮酸尧
肌酸等化合物来降低宰前应激对鸡肉品质的不良影

响遥 Young等(2004)屠宰前 18 h或 42 h给肉仔鸡补充

丙酮酸盐尧 肌氨酸袁 发现丙酮酸盐延缓了宰后肌肉
pH45值下降袁降低了肌肉滴水损失袁与之相反袁肌氨酸
降低了肌肉 pH45值袁 提高了肌肉滴水损失和亮度值袁
可见袁补充丙酮酸盐对鸡肉品质是有益的袁补充肌氨
酸可能对鸡肉品质产生不良影响遥 Nissen 和 Young
渊2006冤得出相似结果袁即宰前补充肌氨酸对鸡肉品质
产生不良影响遥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袁目前国内外有关鸡肉品质的营养调控
研究缺乏系统性袁深度不够袁仍存在许多问题袁亟待进
行全面系统研究袁其中包括院淤目前国内外尚未建立
统一的鸡肉品质标准评价体系袁各研究者用来评价鸡
肉品质的方法及测定条件差别较大袁而建立鸡肉品质
标准评价体系是开展肉品质营养调控研究的前提基

础袁应尽快建立鸡肉品质标准评价体系袁对鸡肉品质
的评定方法进行规范袁以保证肉品质调控研究的准确
性和可比性曰于有关鸡肉品质的营养调控研究起步较
晚袁关于其作用机理研究很少袁因此有必要从细胞尧分
子水平对鸡肉品质的营养调控机理进行深入系统研

究曰盂研制开发用于改善鸡肉品质的高效尧安全尧环保
型饲料添加剂袁提出其综合应用技术袁解决目前因生
长速度过快引起鸡肉品质下降的问题遥

（参考文献 56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营养研 究 席鹏彬等：鸡肉品质营养调控的研究进展

近日，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全国 676个大中城市的农

产品批发市场现在已经 100%纳入了监管范围，比专项整治之前提高了 44个百分点；共撤销了 7家企业，11个高毒农药的登记，加强了对

甲胺磷等高毒农药出口企业的监控。他表示，中国将全面停止高毒农药生产。

根据农业部近期对 100家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监督和检查，现在蔬菜农残的检测合格率已经达到了 94%以上，畜产品瘦肉精污染监测

合格率已经达到了 99%以上，水产品药残检测合格率达到 95%以上。

高鸿宾介绍，首先是在农产品批发市场整治方面，加大了大中城市批发市场质量安全监管力度，加大监测范围、提高监测频次。其次，

在高毒农药整治方面，农业部撤销了 7家企业 11个高毒农药登记，加强了对甲胺磷等高毒农药出口企业的监控，启动了“全国农药监督管

理网络联动系统”，坚决杜绝违规生产、销售和使用甲胺磷等 5种高毒农药行为。同时，在饲料和畜产品整治方面，农业部组织国家饲料质

检中心和各省饲料检测机构开展了饲料、畜产品产品质量监测。

据记者了解，专项整治两个月以来，各地先后出动执法人员 30余万人次，检查企业、市场近 20万家，查处违法行为 1万余起，立案查

处超过 5 000起，移送司法机关 37起，捣毁制假窝点 8个，取缔无证企业 187家，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 12家。

另外，全国各地，由农业部门举办了 20多万期培训班，培训农民 2 000多万人次，增强了农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窑信息采撷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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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 白 质 营 养 对 动 物 繁 殖 性 能 的 影 响
庞清刚 刘 丽

庞清刚，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225009，江苏省
扬州市扬州大学文汇路校区。

刘丽，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收稿日期：2007-09-10

营养物质对动物正常的生理机能是必需的袁所有
的营养物质对动物的繁殖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遥
临床上常见的营养缺乏导致的繁殖障碍有饲料量不

足尧蛋白质缺乏尧维生素缺乏和矿物质缺乏等遥 同时袁
营养过剩也会使动物的生育能力下降袁导致营养性不
育遥本文综述了蛋白质营养对动物繁殖性能的影响作
用及机理袁并分析了通过控制营养与体况提高繁殖性
能的途径遥
员 营养与动物繁殖生理的关系

动物在不同的生理阶段对营养的需求不尽相同袁
在生长尧 发育及泌乳等阶段中都有各自的独特需要袁
尤其是繁殖功能对营养条件有更为严格的要求袁营养
缺乏时袁繁殖首先受到影响遥 对维持正常的繁殖功能
来说袁公畜的营养需要比母畜少遥从理论上来讲袁一种
营养物质的缺乏可以影响许多器官功能袁包括繁殖功
能的非特异性降低遥营养物质缺乏对生殖机能的直接
作用主要是通过垂体前叶或下丘脑袁 干扰正常的 LH
和 FSH 释放袁而且也影响其它内分泌腺渊Linn冤的分
泌遥 有些营养物质缺乏可直接影响性腺袁如某些营养
物质的摄入或利用不足袁即可以引起黄体组织的生成
减少袁孕酮含量下降袁从而使繁殖机能出现障碍渊赵德
明袁1999冤遥 营养失衡也会对生殖机能产生直接影响袁
在母畜上还会引起卵子或胚胎死亡遥
圆 营养缺乏对母畜不同繁殖阶段的影响

通常营养物质摄入不足或营养失衡尧过量或比例
失调可以延迟初情期袁降低排卵和受胎率袁引起胚胎
或胎儿死亡袁产后乏情期延长遥
2.1 营养对母畜不同繁殖阶段的影响

2.1.1 营养对初情期的影响

营养物质的摄入不足会使母畜的初情期延迟遥在
质量低下的草场上放牧或用过量粗饲料饲喂母畜袁由
于蛋白质摄入不足会使初情期延迟袁日粮中蛋白质的
含量与母畜初情期的年龄呈正相关遥

2.1.2 营养对排卵率的影响

营养对母畜排卵率的影响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

看出来袁通常成年母畜表现较明显遥 提高母畜蛋白质
摄入量可以提高排卵率遥
2.1.3 营养对妊娠的影响

母畜在配种前及排卵前后的营养水平对胚胎生

存起着关键的作用袁 营养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会严重
妨碍胚胎的生存和生长遥 在限制能量摄入时袁体况差
的青年及老年母畜受到的危害最大袁能延缓胚胎的发
育曰妊娠早期营养水平过高袁 则会引起血浆孕酮浓度
下降袁也会影响胚胎的发育袁甚至引起死亡袁注射外源
性孕酮可以消除这种影响遥
2.1.4 营养对产后繁殖的影响

对产后卵巢功能的恢复袁营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遥产后为了泌乳尧子宫复旧尧维持体况以及重新恢复
生殖机能袁对营养的需求最为迫切袁 因此从营养学的
角度来看袁这是最为困难的时期遥 如果这一阶段供给
的营养不足袁 则往往会引起不育袁产后至配种间隔时
间延长袁出现营养性乏情遥
2.2 营养因素引起的变化

蛋白质营养因素对生殖激素起着重要的调控作

用遥 发情周期显现之后袁营养水平主要对甾体激素的
生成起作用袁 进而影响下丘脑原垂体轴系而调节促性
腺激素的分泌袁 但也可直接对下丘脑原垂体轴系发挥
作用遥 营养状态引起的繁殖变化反应包括两种院一种
是急性反应袁这种反应几天之内即可快速发生袁通常
体况并没有明显改变袁如增加营养之后出现排卵率升
高袁营养不良之后几周之内所引起的胚胎死亡率升高
等均属此类曰另外一种为慢性反应袁一般出现的时间
较迟袁体况有明显的变化袁如初情期延迟及乏情等遥
猿 蛋白质缺乏或过量对动物繁殖性能的影响

蛋白质对繁殖性能的影响仅次于能量袁如果日粮
蛋白含量不足会降低羊的自由采食量,结果导致能量
和蛋白摄入量均达不到 NRC的标准遥 Sasser等试验
表明,在能量相等的情况下,饲喂低蛋白日粮的母牛产
前和产后失重过大,第一情期受胎率降低,产后 110 d
返情率减少遥 次年再一次试验表明袁产前和产后蛋白
含量不足袁受胎率只有 32%袁而蛋白充足的对照组牛
受胎率却达到了 74%遥 其他学者的研究报道也表明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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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能量水平如何袁分娩前后饲喂低蛋白质日粮都会
使牛受胎率降低遥

蛋白质供应过量同样对母牛的繁殖性能不利遥有
关这方面的报道很不一致遥 有研究认为袁给奶牛饲喂
过量蛋白质日粮可以使每胎的配种次数增加袁产后空
怀期延长遥 但也有研究认为袁蛋白质过量对繁殖性能
无显著影响渊胡海彦袁2001冤袁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研
究者所采用的试验条件不同有关遥

奶牛产前饲喂低蛋白质日粮易发生胎衣不下袁据
报道袁干奶期饲喂含 8%粗蛋白质的日粮袁胎衣不下率
可高达 50%曰 当把日粮粗蛋白质水平提高到 15%袁胎
衣不下率降为 20%渊李胜利袁2001冤遥

母猪泌乳期间蛋白质丧失对以后繁殖性能的影

响大于脂肪丧失造成的影响,如果泌乳期蛋白质丧失
超过母猪分娩时躯体蛋白质总的 10%,断奶至发情的
间隔时间就会显著延长(米歇尔窑瓦提欧,2004)遥 由于
妊娠期蛋白质轻微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可在哺乳期

喂以超过推荐量的蛋白质水平加以补偿遥 因此,在日
常生产管理中很少发生因蛋白质不足而降低母猪生

产成绩的现象遥 对于良种猪而言,妊娠日粮的蛋白质
和赖氨酸水平在 14%和 0.6%可维持良好的繁殖性
能遥 体重 150 kg的母猪, 妊娠期内蛋白质需要量为
233 g/d, 赖氨酸总需要量为 10.5 g/d,妊娠期间母猪的
蛋白质需要量逐渐增加,据估计,孕体及乳房内氮滞留
量在妊娠中期为 2 g/d, 而在妊娠后期则为 14 g/d(No鄄
blet等,1995)遥蛋白质是由 20多种氨基酸(AA)组成袁目
前研究最多的是理想蛋白质(ideaprotein)在畜禽日粮
中的应用遥 理想蛋白质是指日粮中蛋白质的 AA组成
比例与动物的 AA需要比例相吻合遥 为了方便养猪业
者使用理想蛋白,节约蛋白质资源,提高繁殖母猪营养
物质的利用率,比较母猪营养实际摄入量与目标摄入
量,哺乳期母猪达到最大泌乳量和最佳繁殖性能所需
的必需 AA已成为研究重点遥经产哺乳母猪日粮中 Lys
的每日需要量为 20耀55 g(Johnstone等,1993),初产母猪
为 60 g(Campbell,1995)遥 Lys需要量变化较大,Pettigrew
(1993)研究认为,仔猪窝重每增加 1 g,日粮中 Lys量应
增加 0.026 g遥 蛋白质影响雌激素和孕酮的分泌,含量
一般应在 250耀300 g/d为宜遥 哺乳期 Lys摄入量也影
响此后的繁殖性能遥 初产母猪哺乳期日粮的 Lys水平
从 0.62%增至 1.51%, 窝产仔数有所增加渊Camphell袁
1995冤遥 Zak等渊1997冤也发现袁初产母猪在哺乳期自由

采食,与其同龄母猪在哺乳期前 21 d或后 7 d限制采
食(限制所有营养成分)相比,排卵数增多遥 以上研究结
果表明,母猪哺乳期营养对卵泡发育相当重要,因为影
响排卵数和胚胎存活率遥 日粮的 AA平衡影响母猪的
生产性能,蛋白质能够提供所期望的平衡 AA遥 添加合
成 AA对哺乳母猪日粮的 AA平衡尤为重要遥 在日粮
中添加合成氨基酸以达到某一 Lys水平, 会改变日粮
的 AA平衡, H窑J窑Montague强调,Lys需要量高于 NRC
渊1988冤水平的条件是体重大于 200 kg袁28 d哺乳期内
每窝育成 11头以上仔猪的母猪的营养标准遥

蛋鸡日粮的粗蛋白质含量应不低于 16豫耀17%袁
长期蛋白质不足将引起蛋重和产蛋数减少曰轻度蛋白
质不足可表现蛋重减轻曰蛋白质严重缺乏时产蛋可完
全停止遥 奶牛产后蛋白质量如果超过泌乳需要量袁将
造成氮不平衡袁必须消耗能量排出过量的氮袁易导致
能量代谢负平衡袁使排卵迟缓曰同时袁高蛋白质日粮会
降低子宫内分泌物的 pH 值袁改变子宫内液体的组成,
对精子尧卵子和胚胎产生毒害作用,最终导致受胎率
降低遥 蛋鸡日粮中蛋白质含量过高,将增加对其它必
需养分的需要,引起日粮不平衡,也会有不良后果遥 如
种禽日粮中蛋白质含量从 120 g/kg 增加到 320 g/kg,
维生素 B12的需要量显著增加袁若不能满足供应袁将引
起孵化率下降遥

蛋白质缺乏可以引起母羊初情期排卵延迟袁空怀
期增长尧干物质的摄入量减少(周虚袁2001)遥此外袁摄入
足量的蛋白质对胎儿的生长发育也是必不可少的遥对
蛋白质的需要有两方面院一方面是需要容易利用的蛋
白质以便为瘤胃微生物的生长和增殖提供必需的氨曰
另一方面是动物机体需要由小肠消化的蛋白质提供

营养遥到达小肠的蛋白质的量和组成决定动物摄入蛋
白质的能力遥 蛋白质水平低袁 对生育力有不良影响曰
蛋白质水平过高袁也对生育力有不良影响遥此外袁饲喂
高蛋白质饲料而使瘤胃中氨的含量增高袁 会对胚胎
产生毒害作用袁还可能对生育力有其它不良影响遥

因此袁在实际的动物生产过程中袁要根据动物的
不同生理阶段及不同的生产性能给动物提供适宜水

平的蛋白质日粮袁这样才能保证动物最大限度的发挥
其高产的生产特性遥

（参考文献 18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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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均匀设计试验考察及优化了微波辅助提取原紫外分光光度法提取柚皮黄酮的最适提取
条件：微波辐射功率 638 W,辐射时间 6 min，乙醇浓度 70%，固液比 14。研究了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柚皮中总黄酮含量的方法，以芦丁为参照品，测定波长为 258 nm，吸光度与芦丁浓度的线性范围在
1.0耀30 滋g/ml，相关系数 R越0.999 5，平均回收率为 99.60%,相对标准偏差为 1.0%。该方法简单、快速、准
确，样品提取后不经分离可直接测定黄酮含量，是一种较理想的测定方法。

关键词 微波辅助提取法；柚皮；黄酮；紫外分光光度法

中图分类号 S816.17
Determination of total flavonoid content in pomelo peels

with microwave assisted extraction-ultraviolet spectrophotometry
Zhu Yuanping

Abstract The optimum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for the microwave assisted extraction of flavonoid
content in pomelo peels was determined through uniform design experiment to be: microwave radiation
power 638 W, radiation time 6 min, ethanol content 70%, solid-liquid ratio 14. The determination
method of flavonoid content in Pomelo Peels with ultraviolet spectrophotometry was studied with rutin as
standard at the wave length of 258 nm, and a standard working curve of concentration and absorbance
was established. Results indicated that under set conditions, there exists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centration and absorbance in the range of 10耀30 滋g/ml with correlation caffieient of 0.999 5;
the average recovery rate was 99.60% with an accuracy of 1.0%. The method was simple, quick and
accurate, able to determine flavonoid content directly, hence it was an ideal method.
Key words microwave assisted extraction曰pomelo peels曰flavonoid曰ultraviolet spectrophotometry
黄酮类化合物是自然界中重要的由 C6-C3-C6构

成的一类天然有机化合物袁包括黄酮尧异黄酮及其二
氢化的还原物袁广泛存在于中草药尧水果尧蔬菜等绿色
植物中遥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突变尧抗肿瘤尧抗菌以及
增强机械免疫力等功能[1]袁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和药理
作用袁对心血管系统尧内分泌系统尧免疫系统有作用袁
可以辅助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尧冠心病尧肝炎及淋巴结
核等病[2]遥 研究还表明袁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尧抗
衰老等功能袁又由于它来自天然植物袁相对安全袁是重
要的食品添加剂尧天然的抗氧化剂尧天然色素等[3]遥 随
着人们安全意识的提高袁天然食品抗氧化剂尧色素等
不断受到人们的信赖和欢迎遥黄酮类化合物是一类优
良的天然抗氧化剂尧色素资源,可作为功能性尧抗氧化
食品,在食品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遥

沙田柚是亚热带常绿乔木袁芸香科柑桔属袁春花
秋熟,果大形美呈梨形遥 近几年袁华南各省大力推广种
植袁仅广东梅州市种植面积达 2万公顷袁年产量 30万
吨[4]遥 沙田柚柚皮占整个柚果质量的 40%,目前,柚皮绝
大多数以废物的形式丢弃袁既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遥
柚皮中含有包括黄酮类化合物在内的各种生物活性

成分[5],而其有效成分未充分合理利用,具有很大的开
发价值遥 为更好地综合开发利用沙田柚资源袁提高沙
田柚的附加值,变废为宝,对沙田柚柚皮总黄酮进行提
取和含量测定, 可以为深入研究沙田柚资源的综合利
用提供理论依据和检测手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遥

本文利用均匀试验设计优化微波辅助提取法提

取柚皮中黄酮的最佳工艺条件袁并以黄酮类物质要要要
芦丁为参照品袁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了柚皮的黄
酮含量遥
1 材料和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U-2800紫外分光光度计袁日本 HITACHI公司生
产曰微波萃取器[6](用 WP-750型家用微波炉袁加装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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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装置改造而成)袁微波工作频率 2 450MHz袁辐射功
率 5档可调(128尧300尧495尧638尧750 W)曰BM100旋转蒸
发器渊日本 YAMATO公司生产冤遥

芦丁标准品袁生化试剂袁上海试剂二厂生产曰无水
乙醇袁分析纯曰沙田柚柚皮袁购于广东梅州市场袁切成
1 cm伊0.5 cm伊0.5 cm均匀薄片,在 65 益条件下干燥 2 h,
称重袁备用遥
1.2 试验方法

1.2.1 柚皮总黄酮的提取及样品溶液的制备

在均匀设计试验优化确定的提取柚皮总黄酮的

最佳工艺条件下袁将柚皮薄片置于微波萃取器中的圆
底烧瓶中袁加入乙醇提取剂袁进行微波回流提取遥然后
过滤袁取滤液在旋转蒸发器上蒸发浓缩袁用石油醚洗
涤浓缩物袁去除脂溶性杂质袁再用 50%乙醇溶解浓缩
物袁并定容至 100 ml袁作为样品溶液遥
1.2.2 芦丁标准溶液的制备

准确称取 30 mg芦丁标准品,用 50%乙醇溶解并
定容至 200 ml,摇匀,得浓度为 150 滋g/ml的芦丁标准
溶液遥
2 结果与讨论

2.1 柚皮总黄酮微波萃取条件的确定

选择微波辐射功率尧辐射时间尧乙醇浓度尧固液比
4个因素进行 4因素 5 水平均匀设计试验 [7]袁优化确
定提取的最佳工艺条件遥 因素水平见表 1袁均匀设计
试验方案及结果见表 2 遥

表 1 因素水平

因素
辐射功率渊W冤
辐射时间渊min冤
乙醇浓度渊%冤
固液比

1
128

2
50

12

2
300
4
60

14

3
495

6
70

16

4
638
8
80

18

5
750
10
90

110
表 2 均匀设计试验方案和结果

试验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辐射功率(W)
128
128
300
300
495
495
638
638
750
750

辐射时间(min)
4
6
10
2
4
8
6
10
2
8

乙醇浓度(%)
60
80
50
70
90
50
70
90
60
80

固液比
16
110
12
110
14
18
14
18
12
16

黄酮得率(%)
0.43
0.53
0.40
0.52
0.60
0.41
1.05
0.86
0.75
0.88

从表 2直观分析袁 结果发现提取的最佳条件为院
辐射功率 638 W袁辐射时间 6 min袁乙醇浓度 70%袁固
液比 14 遥将滤渣按最佳条件再做 1次提取袁然后测

定其滤液的吸光度袁结果在 258 nm处吸光度极小袁证
明所选用的提取条件已将黄酮提取完全遥
2.2 测定波长的选择

黄酮类化合物在 200耀400 nm区域内有很强的吸
收带[8-10]袁在 258 nm处有 1 个最大吸收峰袁在 360 nm
处也有 1个肩峰遥这使得利用紫外吸收作为评价黄酮
的指标成为可能遥

将芦丁标准溶液袁 以 50%乙醇为参比溶液袁在
200耀400 nm 范围内袁进行紫外扫描袁结果见图 1遥从
图 1可以看出袁在 258 nm处有最大的吸收峰袁故选定
258 nm为测定波长遥

0.800

0.600

0.400

0.200

0.000200 400350300250 450
波长(nm)

图 1 芦丁标准溶液紫外吸收光谱

2.3 标准曲线的绘制

分别精确吸取芦丁标准溶液 0.00尧1.00尧2.00尧
3.00尧4.00尧6.00尧8.00尧10.00 ml袁 置于 50 ml 的容量瓶
中袁加 50%乙醇稀释至刻度袁摇匀遥以 50%乙醇为参比
溶液 袁用紫外分光光度计袁在 258 nm处测吸光度遥 以
浓度渊 冤为横坐标袁吸光度渊 冤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
线袁见图 2遥结果表明袁芦丁浓度在 1.00 耀30 滋早/ml范围
内与吸光度呈线性关系 , 回归方程为 =0.051 2 +
0.028 7袁R=0.999 5遥

1.8
1.6
1.4
1.2
1.0
0.8
0.6
0.4
0.2

0 5 25201510 30
浓度(滋g/ml)

图 2 标准工作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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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精密度试验

精确吸取 1.00 ml 样品溶液置于 50 ml 容量瓶
中袁用 50%乙醇稀释至刻度袁摇匀遥在 258 nm波长处袁
以 50%乙醇作参比袁测定吸光度袁重复测定 6次遥计算
样品的平均值为 16.02 滋g/ml袁相对标准偏差渊RSD冤为
0.3豫袁表明具有良好的重现性遥

2.5 加标回收率试验

精确吸取 5份 1.0 ml样品溶液置于 50 ml容量
瓶中,再分别准确加入 2.0 ml芦丁标准溶液,然后用 50%
乙醇稀释至 50.00 ml,摇匀遥 以 50%乙醇为参比溶液,
在 258 nm处测定吸光度,计算回收率,结果列于表 3遥
试验结果表明平均回收率为 99.60%,RSD=0.70%遥

表 3 回收率试验结果

序号
1
2
3
4
5

加标量(滋早/皂l)
6.00
6.00
6.00
6.00
6.00

底物浓度(滋早/皂l)
16.02
16.02
16.02
16.02
16.02

测定浓度(滋早/皂l)
21.96
22.02
21.95
22.05
22.00

回收率(%)
99.00
100.0
98.83
100.5
99.67

平均回收率(%)

99.60

RSD(%)

0.70

2.6 柚皮样品黄酮含量的测定

从梅州市场购得二批不同产地的沙田柚袁去肉留
皮袁 依 1.2.1规定的试验方法提取黄酮并制备样品溶
液袁最后利用标准曲线按样品溶液的吸光度计算黄酮
含量袁结果见表 4遥

表 4 不同产地沙田柚柚皮黄酮含量测定结果

产地
石扇镇
雁洋镇

测定次数
3
3

黄酮含量渊%冤
0.90
1.03

RSD渊%冤
1.00
0.75

3 结论

微波可以透过溶剂袁使物料直接被加热袁其热量
传递和质量传递方向一致袁 有助于有效成分的溶出遥
本试验研究表明袁微波萃取法提取柚皮黄酮提取率较
高尧效果好袁提取剂消耗少袁提取时间短袁是一个安全尧
简便尧效率高的提取方法遥通过均匀设计试验袁优化各
提取条件袁使提取条件更合理尧优越遥

黄酮类化合物在 200耀400 nm 区域内有强吸收
带袁且在 258 nm处有最大吸收峰遥 试验表明袁以芦丁
为标准对照品袁利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柚皮中的黄
酮含量袁其线性关系良好袁重复性尧回收率均比较理

想遥 该方法简便尧快速尧试剂用量少袁能直接测定黄酮
含量袁可作为柚皮中黄酮含量的测定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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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加强质量监督工作，确保进出口商品安全，近日，质检总局全面启动了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信息库的建设。

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信息库就是利用质检部门在技术、信息、人才、资源方面的优势，把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过程中收集到的不

同国家和地区不断变化的质量要求，检验检疫的标准、法规以及方法等，通过加工整合，运用网络媒介及时传递给企业和有关单位，使其能

够快捷、方便地查询，及时、迅速、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检验检疫最新动态信息。

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信息库依据质检总局业务管理和海关商品（h.s）编码对商品进行分类，确定了动物、动物产品、植物、植物产

品、食品及食品包装容器材料、化妆品及原料、纺织品、化工品、轻工品、机电产品、矿产品、金属及其制品、废旧物资再生资源、包装运输工

具等共计 14大类、154小类商品。信息库中存储的信息单元为商品，初步确定首批入库商品在 4 000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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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7-06-11

碘是动物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之一,如果体内缺
碘,将导致生长发育停滞,繁殖机能障碍,禽类孵化率
低,产蛋少曰但是袁碘的过量也会导致甲状腺肿大,加剧
病情的恶化遥 所以研究和开发补碘饲料时,对碘含量
的测定显得极为重要遥 由于饲料中的碘是微量的,选
择一个好的检测方法,是对饲料生产和监控的有效手
段遥 国家标准 GB/T 13882是利用比色法测定饲料中
碘,但此方法繁琐袁结果极不稳定,误差较大遥本试验用
气相色谱法测定饲料中碘的含量,即将饲料样品处理
后,加入硫酸酸化,用氧化剂要要要双氧水将碘离子氧化

为游离碘遥 用丁酮将碘衍生化,生成强亲电性的碘代
丁酮,用正己烷提取后,经气相色谱分离,电子捕获检
测器定量测定样品中碘的含量遥 试验证明该方法简
单尧快速尧准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
浓硫酸渊分析纯冤尧丁酮渊色谱纯冤尧正己烷渊分析纯,

重蒸馏冤尧碳酸钾渊分析纯,300 g/l冤尧硫酸锌渊分析纯袁
100 g/l冤尧双氧水渊体积分数 3.5%冤尧碘化钾渊光谱纯冤遥

淤 碘标准储备溶液院含碘为 1 mg/ml遥 准确称取
碘化钾 131 mg袁用蒸馏水溶解并定容至 100 ml袁冷藏
保存遥

于 碘标准工作溶液:含碘量为 2 滋g/ml遥根据需要
用水逐级稀释袁配置成不同浓度的标准曲线遥
1.2 仪器

6890 N气相色谱仪袁具有电子捕获检测器渊安捷
伦冤及 HP色谱数据工作站渊美国惠普公司冤遥
1.3 操作步骤

1.3.1 样品处理

称取饲料样品 1 g渊准确至 0.001 g冤置于镍坩埚
中袁加入 300 g/l K2CO3溶液 2 ml袁100 g/l ZnSO4溶液
2 ml袁用玻棒搅拌均匀,置 95 益烘箱中烘干,炭化后于
马福炉 600 益灰化 4 h,样品呈灰白色遥取出坩埚,用热
水将样品洗入 50 ml容量瓶袁定容袁静止遥

1.3.2 测定液的制备

吸取样品上清液 1耀5 ml 于 25 ml 比色管中袁加
水至 15 ml袁 加入 0.7 ml 浓硫酸尧0.5 ml 丁酮尧2 ml
3.5%的双氧水袁充分摇匀后袁静止 30 min遥 加入正己
烷 5 ml振摇萃取 2 min袁静止分层后袁正己烷层用无
水硫酸钠过滤到样品瓶中待测曰标准工作液也按上述
步骤制备遥
1.3.3 测定条件

以下条件分别进 1 滋l 标样工作液和样品处理
液袁根据标样的浓度和峰面积袁计算样品的含量遥
1.3.3.1 柱 1

淤 色谱柱 DB-1 15 m伊0.53 mm伊1 滋m 曰
于 柱温院70 益袁5 益/min袁96 益(3 min)袁50 益/min袁

250 益(5 min)曰
盂 进样口温度院180 益曰
榆 检测器温度院300 益曰
虞 载气流速院氮气 2 ml/min曰
愚 尾吹气院60 ml曰
舆 保留时间院4.9 min曰
余 进样体积院1 滋l遥

1.3.3.2 柱 2
淤色谱柱 DB-608 30 m伊0.53 mm伊1 滋m曰
于 柱温院70 益 ,3 益 /min,95 益(7 min),50 益 /min袁

250 益(5 min)曰
盂 进样口温度院180 益曰
榆 检测器温度院300 益曰
虞 载气流速院氮气 2 ml/min曰
愚 尾吹气院60 ml曰
舆 保留时间院7.4 min曰
余 进样体积院1 滋l遥

2 结果

2.1 测定条件的确定

碘代丁酮在 95 益袁7 min峰可以出完袁 由于后边
还有未知的杂峰袁所以还要提高温度袁延长时间使杂
峰出完袁以免影响下一个样品遥
2.2 碘的标准曲线

分别取 0.004耀1.017 滋g/ml的碘标样 1 滋l进行色
谱测定袁由色谱图渊图 1冤可见袁碘代丁酮保留时间为
7.4 min渊柱 1冤遥 以峰面积为纵坐标袁浓度为横坐标做
标准曲线袁柱 1相关性在 0.999 2遥 结果表明袁方法的
线性范围宽袁线性关系良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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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方法的灵敏度

向称取的样品中加碘标样袁经处理尧测定后袁计算
检出限遥 在上述条件下袁检出限为 0.16 滋g/kg 遥
2.4 方法的准确度与精密度

选择 3个含碘量高尧中尧低的饲料样品院饲料 1为
中猪预混料尧饲料 2为猪全价料尧饲料 3为猪浓缩料遥
分别添加碘标样袁结果见表 1遥 试验样品经处理尧按上
述条件测定后袁计算回收率和 RSD值遥 试验样品回收
率在 72.5%~114 %之间袁平均 RSD值为 12.4%遥 表明
准确度与精密度完全能满足微量碘的测定遥

表 1 样品回收率

样品名

饲料 1

平均值(%)
RSD(%)

饲料 2

平均值(%)
RSD(%)

饲料 3

平均值(%)
RSD(%)

添加量(滋g/ml)
0.025 9
0.040 7
0.050 9
0.081 4
0.101 8
0.254 4
0.508 8

0.016 3
0.040 7
0.081 4
0.101 8
0.254 4
0.508 8
1.018

0.016 3
0.024 4
0.081 4
0.203 5
0.508 8
1.018

本底值(滋g/ml)
0.139 6
0.039 5
0.139 6
0.039 5
0.236
0.148
0.236

0.015 8
0.038 2
0.038 2
0.077 5
0.061 4
0.077 5
0.061 4

0.018 1
0.021 6
0.065 7
0.067 5
0.065 7
0.067 5

测定值(滋g/ml)
0.162

0.077 2
0.187 3
0.101 8
0.348 2
0.346 4
0.700 4

0.027 6
0.070 2
0.118 7
0.184 8
0.350 4
0.557 6
1.09 1

0.033 0
0.042 03
0.140 6
0.233 5
0.543 6
1.127 9

回收率(%)
87.1
92.4
93.8
76.5
111
78.0
91.3
90.0
12.8
72.5
78.6
98.8
105
114
94.4
101
94.9
15.4
91.3
83.5
92.0
81.0
93.9
10 4
91.0
8.9

2.5 方法的重复性

在不同时间对以上 3个样品进行测定袁重复性良
好袁RSD%在 2.1~9.7之间袁结果见表 2遥

表 2 方法的重复性

样品名

饲料 1

平均渊%冤
RSD渊%冤

饲料 2

平均渊%冤
RSD渊%冤

饲料 3

平均渊%冤
RSD渊%冤

测定值渊mg 辕 kg冤
4.84
6.06
6.07
6.29
5.90
6.07
6.22
5.92
8.4
1.27
1.29
1.31
1.30
1.30
1.24
1.28
2.1

0.410
0.560
0.473
0.456
0.470
0.454
0.451
0.468

9.7
3 结论

3.1 样品灰化后袁样品呈灰白色袁无黑色碳粒袁否则影
响测定结果遥
3.2 本方法的干扰条件较少袁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方法的准确度尧精密度尧灵敏度和重复性均符合微量
分析要求遥 （编辑：徐世良，fi-xu@163.com）

检测 技 术

图 1 标样和样品色谱图

时间渊min冤
渊a冤标样色谱图

时间渊min冤
渊b冤样品色谱图

1 碘代丁酮
2 未知峰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0 4 6 8

1

3.360

1 碘代丁酮
2 未知峰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0 4 6 8

1

2

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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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饲料加工和养殖过程中常使用色素来改善畜产品内在质量和外在感官性状，同时，大

量人工合成色素的使用带来的畜产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行业的关注。饲料中固有的天然色素对动

物自身生长、生产性能的发挥及饲料、畜产品质量的影响也成为当前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文章分析了

不同来源和不同种类天然色素的化学结构及理化性质，指出了饲料中的天然色素对动物自身健康和

生产性能的作用，综述了天然色素在动物体内的消化吸收、代谢、生物学功能以及与脂溶性维生素的

代谢关系，阐明了天然色素在畜牧业中应用的必要性。以期为天然色素在饲料和养殖业中的应用及畜

产品的安全生产提供借鉴。

关键词 天然色素；化学特性；动物健康；畜产品安全

中图分类号 S816.74
饲料中存在的天然色素主要来自于所使用原料

含有的色素袁 分为动物源性和植物源性色素两大类遥
植物源性色素主要是指叶绿体色素袁 包括叶绿素
渊chlorophyll冤尧类胡萝卜素渊carotenoid冤尧藻胆素渊phy鄄
cobillin冤3类袁高等植物中存在前两类袁它们都包埋在
类囊体膜中袁 并以非共价键与蛋白质结合在一起袁形
成色素蛋白复合体渊pigment protein complex冤曰藻胆素
只存在于藻类中遥动物源性色素有血红素尧虾黄素尧茜
草色素袁血红素主要存在于动物血液中曰虾黄素渊as鄄
taxanthin冤主要存在于虾尧蟹尧牡蛎尧昆虫等动物体内袁
与蛋白质结合时呈蓝色(虾青素袁5袁8环氧 茁-胡萝卜素)
煮熟后因蛋白变性袁被氧化成虾红素渊即 4袁4'尧3袁3'原
四酮-茁-胡萝卜素冤曰 茜草色素主要存在于蕈类和鳟
鱼中遥

最初人们只认识到饲料中的天然色素能改善饲

料及畜产品的感观性状袁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袁逐渐
发现其作用并不局限于此袁天然色素可以清除体内自
由基,具有抗氧化剂的营养功能袁是体内的免疫调节
剂袁促使免疫细胞成熟,参与免疫应答反应袁影响子代
的生长发育过程袁 参与细胞遗传及细胞间的通讯联
系袁 影响基因表达以及防止基因突变渊Burri袁2000曰
Surai袁2002冤等重要功能遥

在植物性饲料中还存在一些天然色素袁 如棉酚

(gossypol)尧单宁(tannin)等袁在动物营养学上把它们归
为抗营养因子袁 但是其抗营养作用也只是相对的袁其
特殊的营养功能近年来也被不断的发现遥
1 天然色素的结构特点

天然色素在结构组成上包括发色基团和助色基

团两部分遥 所谓发色基团袁是指凡有有机分子在紫外
光及可见光区域内(200耀700 nm)有吸收峰的基团遥 属
发色基团的有越C越C越尧越C越O尧原CHO尧原COOH尧原N越N原尧
原N越O尧原N韵2尧越C越S等遥当分子中只含有 1个发色基团
时袁物质并不呈色(因吸收光波长仅在 200耀400 nm之
间)遥 只有当 2个或 2个以上发色基团共轭袁其吸收光
波段移至可见光区域内时袁物质才会呈色遥 所谓助色
基团袁是指本身吸收波段在紫外区袁若将其接到共轭
体系或发色基团上袁则可使共轭键或发色基团的光吸
收波段移向长波方向的基团遥这种基团包括原OH尧
原OR尧原NH2尧原SH尧原Br和原Cl等遥 共轭多烯化合物的吸
收光波长尧共轭双键与着色关系如表 1遥
表 1 共轭多烯化合物的吸收光波、共轭双键与成色的关系

体系
原C-C-
H2C=CH2
H2C=CH原CH=CH2
(原CH=CH原)3
(原CH=CH原)4
(原CH=CH原)5
(原CH=CH原)8
(原CH=CH原)11
(原CH=CH原)15

化合物
乙烷
乙烯

丁二烯-渊1袁3冤
己三烯

二甲基四烯
维生素 A

二氢 茁-胡萝卜素
番茄红素

去氢番茄红素

波长渊nm冤
135
185
217
258
296
335
415
470
504

双键数
0
1
2
3
4
5
8
11
15

颜色
无色
无色
无色
无色
淡黄色
淡黄色
橙色
红色
紫色

注院表中数据出自参考文献汇总遥
从表 1可见袁随着共轭双键数目的增加袁吸收光

带向波长增加方向移动袁物质由无色变成有色袁且颜
色逐渐加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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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袁有机物质只有其发色基团吸收波长达
到可见光范围才能呈现出可观察到的颜色袁含有一定
的助色基团会使色泽加深遥天然色素所呈现的外观颜
色并不等同于其在动物体内的沉积能力袁 换言之袁在
饲料中添加的天然色素并不一定能以色素的形式沉

积到动物组织器官或畜产品中遥天然色素能否在动物
体内和畜产品中沉积并呈色主要取决于其分子结构袁
而沉积的程度又受到日粮组成尧脂肪含量尧畜禽品种尧
饲养时间尧畜禽健康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遥
2 饲料中天然色素及其作用

从化学结构的不同可以把饲料中与营养有关的

天然色素分为以下 2种遥
2援1 吡咯衍生物

此衍生物属于 4个吡咯环的 琢-碳原子通过次甲
基相连而成的一类复杂共轭体系袁通常称卟吩袁中间
有金属原子以共价键或配位键与之相结合遥
2.1.1 叶绿素(chlorophyll)

高等植物中的叶绿素包括叶绿素 a尧b两种袁不溶
于水袁溶于乙醇尧丙酮尧乙醚尧氯仿等有机溶剂袁叶绿素
a呈蓝绿色袁b呈黄绿色遥 叶绿素是叶绿酸的脂袁能发
生皂化反应遥 叶绿酸是双羧酸袁其中一个羧基被甲醇
酯化袁另一个被叶醇酯化遥

叶绿素分子含有一个卟啉环的野头部冶和一个植
醇的野尾巴冶遥 镁原子处于卟啉环的中央袁植醇是由 4
个异戊二烯单位组成的双萜袁 是一个亲脂的脂肪链袁
它决定了叶绿素的脂溶性遥 卟啉环中的镁原子可被
H+尧Cu2+置换袁 以酸处理植物叶片袁H+进入叶绿体置换
镁原子形成去镁叶绿素袁叶片呈褐色遥 去镁叶绿素易
与 Cu2+结合形成铜代叶绿素袁绿色更稳定遥 从此可以
看出袁叶绿素分子呈现的颜色与其分子卟啉环结构中
的原子有关遥
2.1.2 血红素

血红素是由 1 个铁原子与卟啉环构成的铁卟啉
吩化合物袁在生物体内与蛋白质结合共存遥 血粉中由
于该铁已变成三价袁消化道难以吸收袁故生产中不宜
通过血粉提供铁源遥
2援2 异戊二烯衍生物要要要类胡萝卜素

类胡萝卜素渊carotenoids冤是一类由 8个异戊二烯
单位组成的袁含有 40个碳原子的化合物袁不溶于水而
溶于有机溶剂遥 类胡萝卜素家族包含 600多种袁是由
植物尧藻类尧真菌等产生的具有生物活性的色素袁在动
物体内参与某些生理过程袁具有抗氧化性和信号传导
功能袁它们在动物体内不能合成袁必须由外界采食获
得(Clotilde Biard袁2005)遥 类胡萝卜素的生化结构使得

它们成为动物体内活性氧的有效淬灭剂袁它们构成体
内抗氧化系统的一部分袁可有效保护 DNA尧蛋白质和
生物膜免受氧化损坏(M囟ller等袁2000)遥类胡萝卜素在
动物体内生理代谢过程中不仅具有抗氧化的功能袁而
且在体内对具抗氧化功能的维生素 A尧E等具有保护
和循环再利用的功效(Surai等袁1998)遥 类胡萝卜素在
体内能够调节抗氧化酶活性(Surai等袁2001a)袁也直接
参与机体免疫系统的激活和体内氧化反应副产物的

清除渊Chew袁1993曰M囟ller等袁2000冤遥
根据化学结构不同袁类胡萝卜素分为胡萝卜素类

渊carotene冤和叶黄素类渊xanthophylls冤两大类遥
2.2.1 胡萝卜素类

胡萝卜素类是一大类物质的总称袁 颜色橙黄色袁
有的在动物体内能转化成 VA袁有的不能转化袁都具有
抗氧化尧清除体内自由基的功能袁组成上只有碳尧氢两
种元素袁结构上称为碳氢非极性类胡萝卜素袁这种结
构的特点也会影响其在动物体内的消化吸收等生物

学功能遥 在饲料中应用能改善饲料外观性状袁但不能
在动物组织器官和畜禽产品中沉积袁因此生产中不作
为改善畜产品色泽度的添加剂来使用遥
2.2.1.1 具有 VA前体功能的非色素类胡萝卜素

此类胡萝卜素是一类不饱和的碳氢化合物袁分子
式为 C40H55袁化学结构为共轭多烯烃袁有 琢原胡萝卜素尧
茁原胡萝卜素尧酌原胡萝卜素 3种同分异构体袁 广泛存在
于动物尧植物尧微生物体内袁均具有 VA 前体功能袁在
动物体内水解后转变为 VA袁其中 茁原胡萝卜素在植物
体内含量最多袁生物学功能最重要遥 在胡萝卜尧苜蓿尧
各种水果尧蔬菜中含量丰富遥 此类胡萝卜素分子结构
中只有碳尧氢元素袁在动物体内被转化成 VA袁具有维
生素营养作用袁分布在动物体内各组织器官后不具有
着色功能袁但具有清除体内自由基尧增强免疫机能等
功效袁在饲料生产中使用能改善饲料外观性状和内在
质量袁但不能作为改善畜产品渊肉尧蛋冤颜色形状的着
色剂来使用袁因此称为非色素类胡萝卜素遥
2.2.1.2 无 VA前体功能的非色素类胡萝卜素

此类胡萝卜素最典型的是番茄红素渊lycopene冤袁
分子式为 C40H56袁分子结构上有 11个共轭双键和 2个
非共轭双键组成的直链型碳氢化合物渊为脂肪烃冤袁相
对分子质量为 536.85, 纯品为针状深红色晶体遥 番茄
红素的熔点为 175 益袁不溶于水袁难溶于甲醇尧乙醇袁
可溶于乙醚尧石油醚尧己烷尧丙酮袁易溶于氯仿尧二硫化
碳尧苯尧油脂等有机溶剂遥 不具维生素 A前体功能袁但
具有强抗氧化消除自由基功能袁在番茄尧西瓜等中含
量丰富遥此类胡萝卜素在动物体内不能转化成 VA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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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组织器官中也不具备色素沉积的功能遥 因此袁可
作为清除体内自由基的抗氧化剂以及改善饲料外观

的添加剂应用于饲料中袁但不能作为改善畜产品色度
的色素添加剂遥
2.2.2 叶黄素类

叶黄素类是胡萝卜素的衍生物袁结构上属共轭多
烯烃含氧衍生物袁并可以以醇尧醛尧酮尧酸形式存在袁又
被称为含氧类胡萝卜素渊Oxy-carotenoids冤遥 叶黄素分
子中有一条含 40个碳原子的长链袁 其中有多个共轭
双键袁正是这些共轭双键使叶黄素具有鲜明颜色和清
除自由基能力遥 在分子结构上属极性含氧类胡萝卜
素袁溶于乙醇袁不溶于乙醚遥在类胡萝卜素的化合物中
只有带含氧功能基团渊如羟尧酮尧酰基等冤的叶黄素具
有在家禽皮肤尧 脚胫和蛋黄中着色的效能渊Marusich袁
1981冤遥因此袁此类化合物除了具有清除体内自由基的
功能袁还能作为色素沉积到畜禽体内和畜产品中而改
善畜产品外观颜色性状袁在生产中作为天然色素添加
剂来改善畜产品色度遥此类色素是蛋黄沉积的主要色
素袁 但它们是不具 VA活性前体的羟基类胡萝卜素遥
与动物营养相关的叶黄素类色素有院淤玉米黄质渊素冤
渊zeaxanthin冤袁分子式 C40H56O2袁化学名称 3袁3'-二羟基-
茁原胡萝卜素袁主要存在于黄玉米中袁是饲料中重要的
黄色素来源遥 于 隐黄质 渊cryptozanthin冤袁 分子式
C40H56O袁化学名称 3-羟基-茁原胡萝卜素袁主要存在于
黄玉米尧苜蓿尧南瓜尧辣椒中遥 盂叶黄素渊lutein冤袁分子
式 C40H56O2袁化学名称 3袁3'-二羟基-琢原胡萝卜素袁又叫
黄体素袁主要存在于苜蓿尧万寿菊(金盏花)尧甘蓝尧菠菜
等植物中遥 玉米黄质与叶黄素化学结构极为相似袁在
分析中很难将它们区分开来袁因此很多研究总是将它
们作为一类物质报道袁它们具有相同双键数袁然而其
中一个双键位置不同袁在叶黄素中这个双键形成烯丙
基羟基末端袁使其化学活性更强袁而玉米黄素中相应
双键则与相邻直链双键形成共轭体系遥 榆辣椒红素
渊capsathin冤袁分子式为 C40H56O3袁主要存在红辣椒中遥
2.2.3 胡萝卜素类与叶黄素类的理化性质特点

胡萝卜素类与叶黄素类分子结构相似袁叶黄素类
是胡萝卜素的衍生物袁在分子结构上叶黄素比胡萝卜
素含的氧元素多袁 胡萝卜素类是碳氢非极性分子袁叶
黄素类属于含氧类极性分子袁化学结构的不同决定了
两类物质在物理尧 化学性质和生物学功能上的差异遥
在外观颜色上两者都具有鲜亮的颜色袁胡萝卜素呈橙
黄色袁叶黄素类呈黄色遥 两者都具有清除体内自由基
的抗氧化剂功能袁胡萝卜素类不能沉积到动物组织器
官和畜产品中使之着色袁叶黄素被动物采食消化吸收

后袁很快被转移到血液袁并沉积到组织器官尧皮下脂肪
或蛋中袁并保持原来的分子结构和颜色遥
3 饲料色素在动物体内的代谢和生物学功能

3援1 饲料色素在体内的吸收和沉积

饲料色素的吸收和转运过程与脂溶性维生素类

似袁主要在小肠内进行袁游离态的色素和脂类物质在
胃肠道蠕动作用下初步乳化袁然后和胆汁酸盐结合形
成混合乳糜微粒袁以扩散的形式进入淋巴或血液循环
后袁主要与高密度脂蛋白内的 AP-I结合袁通过脂蛋白
这一载体在血液中传输袁少数类胡萝卜素在肝脏中会
发生代谢作用袁 但大部分都沉积于特异组织中遥 Ty鄄
czkwoski驭 Hamilton渊1986冤研究发现袁在鸡血清样品中
的叶黄素都是自由态的袁而在鸡皮脂肪里则以棕油酸
二酯的形态存在遥这表明只有自由态的叶黄素才能进
入鸡血液袁而自由态的叶黄素只有被转化为棕油酸二
酯后才能稳定的被保存下来遥
3援2 饲料色素在动物体内的生物学功能

天然色素中在动物营养学上有重要功能的主要

是类胡萝卜素袁它在动物体内具有抗氧化尧色素沉积尧
影响繁殖性能袁参与机体免疫反应等功能遥 近年来关
于类胡萝卜素在动物体内的生物学功能在禽类上的

研究较多遥
禽类卵中类胡萝卜素对于其孵化率和雏鸡的健

康是非常重要的袁它随着卵的孵化转移到胚胎和肝组
织中富集袁 这对维护新生雏鸡的抗氧化系统非常重
要袁含有较高浓度类胡萝卜素蛋孵化率高于低浓度蛋
(Inborr袁1996曰Llaurado等袁1997曰Kemp等袁2001)遥 蛋黄
中类胡萝卜素会转移到新生雏鸡肝中富集袁这会对雏
鸡产生一个持续的长期影响袁会影响到雏鸡以后对日
粮类胡萝卜素的吸收及在体组织中沉积的能力(Kout鄄
sos等袁 2003)袁试验鸡日粮中添加类胡萝卜素袁可以使
雏鸡的跗骨长度尧血液中白血球的浓度和羽毛的鲜亮
度都比对照组提高或改善遥

蛋黄中的类胡萝卜素袁 以后会富集于雏鸡肝脏
中袁它们会阻止动物体内那些减弱营养物质消化吸收
和破坏脂肪组织的氧化应激遥 此外袁类胡萝卜素还参
与遗传过程和细胞的联系袁基因表达以及防止基因突
变渊Burri袁2000曰Surai袁2002冤袁这可能与类胡萝卜素含
量高的卵中维生素 A前体含量会很高袁 维生素 A能
够调整细胞的生长尧促进细胞的分化(Zile袁2001)有关遥

最近的研究表明袁禽类(鸟类)可以通过在卵中沉
积类胡萝卜素尧抗体等生物活性分子来调控卵的孵化
性能渊Saino等,2002a尧b曰Szigeti等袁2006冤遥 但不同生物
学特征的类胡萝卜素之间可能会有变化袁对于不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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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类胡萝卜素在卵中分配沉积的差异性研究较少

(Haq等袁1996曰Edge等袁1997曰Young等袁2001)遥 茁原胡萝
卜素的含量与分配在卵中的睾丸激素的浓度有强的

正相关,卵黄中高浓度的睾丸激素会增加雏禽(鸟)早
期发育中的生长率和竞争力渊Schwabl袁1996曰Lipar 和
Ketterson袁2000曰Eising等袁2001冤遥 在动物体内 茁原胡萝
卜素与其它叶黄素尧玉米黄素等色素相比有更高的淬
灭单线态氧的能力和血管清道夫能力(Miller等,1996曰
Edge等,1997曰Mortensen和 Skibsted袁1997曰Woodall等,
1997曰Young和 Lowe,2001)袁同时也具有更大的免疫应
激能力(Haq等,1996)遥 茁原胡萝卜素可能通过保护活性
细胞免受氧化破坏来提高孕酮的合成和哺乳动物卵

泡的分泌能力(Talavera和 Chew,1988曰Weng等,2000)遥
3援3 天然色素和脂溶性维生素的代谢关系

类胡萝卜素和 琢原生育酚具有相同的吸收途径袁
两者在吸收利用上可能会彼此影响袁特别在进食量较
大的时候遥 当给试验鼠灌注 300 滋mol/l的 琢原生育酚
时袁日粮中角黄质色素渊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冤的吸收率
降低 50豫袁但 琢原生育酚的回收率并未受影响袁表明大
剂量 琢原生育酚的添加可能会影响类胡萝卜素的生物
学利用率渊Susan H. Hageman袁1999冤遥 同时袁类胡萝卜
素也会影响维生素 E的吸收利用率,Bendich A渊1986冤
报道了在小鼠试验中叶黄素或 茁原胡萝卜素以每千克
体重 2 g的添加量就会检测到血浆中 琢原生育酚的降
低遥 Mayne等(1989)在鸡日粮中以每千克体重 0.5 g添
加叶黄素袁6 周后检测到血浆中 琢原生育酚的降低遥
Lim B P 等渊1992冤给鸡饲喂隐黄质和 茁-胡萝卜素都
导致了血浆中 琢原生育酚含量降低遥

不同种类的类胡萝卜素由于分子结构上的差异

性使得它们在消化道内消化吸收机理上产生差异袁非
极性的胡萝卜素类袁如 茁-胡萝卜素袁在肠道内被包埋
在乳化脂肪球和胆汁酸盐胶团的内部袁 而极性的叶
黄素类和维生素 E认为被定植在表面渊Borel P袁1996曰
Kuksis A袁1986冤遥 由于叶黄素类和维生素 E在消化道
内都是位于乳糜微粒表面的基团袁所以在消化吸收过
程中相互作用的可能性更大遥在早期的研究中就提出
了在小鼠试验中小剂量的维生素 E提高了 茁-胡萝卜
素的利用率袁 而大剂量的维生素 E会抑制 茁-胡萝卜
素的利用率渊Johnson R M袁1948曰Swick R W袁1952冤遥

乳糜微粒中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会影响类

胡萝卜素及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袁在小鼠试验中
多不饱和脂肪酸降低了维生素 A尧E尧K 的吸收率
渊Hollander D袁1981冤遥 在亚油酸乳化油脂里的 琢原生育
酚吸收率只有 7豫袁 而饱和的甘油三油酸乳化酯内的

琢原生育酚吸收率为 25豫渊Gallo-Torres H E袁1971冤袁这
其中的原因机理至今未探明遥 因此袁研究类胡萝卜色
素在动物体内的消化吸收利用率袁还要考虑日粮中的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遥

关于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E相互影响吸收的机
理不十分清楚袁有人指出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E吸收
包括两个步骤院 第一步在肠道内和脂类结合乳化袁然
后转移到胆汁酸盐乳糜微粒定植才能消化吸收曰第二
步是消化吸收的限速步骤渊Moore A C袁1996冤袁叶黄素
类和维生素 E都是极性分子袁竞争性定植在胆汁酸盐
乳糜微粒遥 因此袁当一个剂量大时会影响另一个的消
化吸收渊Kuksis A袁1986曰Borel P袁1996冤遥茁-胡萝卜素是
非极性分子袁在消化道内会定植到胆汁酸盐乳糜微粒
内部袁与维生素 E不存在竞争性抑制袁但在试验中也
观察到一定剂量时会与维生素 E互相影响消化吸收袁
这个机理也未阐明渊Susan H袁1999冤遥
4 天然色素在畜牧业中应用的必要性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袁对畜产品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袁既要求内在营养品质的安全优质袁也要求外
在合适的感官色度袁在常规的饲料组成上袁天然色素
的含量常常不能满足人们对畜产品着色度的要求袁因
此袁 额外添加人工色素是生产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遥
人工合成的各种色素存在质量安全的隐患袁而且许多
色素不能被吸收而排出动物体外袁 对环境造成污染遥
近年国内出现的苏丹红尧砷制剂等色素使用所造成的
危害就证明了人工色素的滥用所带来的巨大的危害遥

合成色素大多来源于煤焦油袁故又称煤焦油色素
或苯胺色素袁对人体有毒害作用袁甚至会造成致癌尧致
畸尧致突变的三致作用袁大部分合成色素的主要成分
是偶氮化合物袁 在体内经代谢生成 茁-苯胺和 琢原氨
基原1原萘酚等具有强烈致癌性的物质袁 在欧洲一些国
家渊如丹麦尧挪威冤已经禁止使用合成色素袁在我国允
许使用的食用色素也只有 8种遥

因此袁研究天然色素在动物体内的代谢和沉积规
律袁开发新型天然色素饲料添加剂对于今后畜牧业健
康持续发展袁畜牧产品的安全生产具有重要意义遥 与
人工合成色素相比袁 大部分天然色素无毒副作用袁安
全性高袁很多天然色素具有维生素作用或参与机体免
疫尧清除体内自由基尧促进繁殖性能等重要的生物学
功能袁天然色素的应用具有了一般色素和营养性添加
剂的双重功能袁这对畜牧产品的安全优质生产具有重
要意义遥

（参考文献 98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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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刍动物瘤胃微生物菌群中袁瘤胃原虫占总微
生物量的 50%以上(Williams等袁1992)遥 但是由于其特
殊的生长条件和复杂的形态袁不能很好地研究其在瘤
胃发酵中的作用遥传统瘤胃原虫的分类鉴定主要以形
态学为依据 渊Dogiel袁1927曰Ogimoto等袁1981曰Williams
等袁1992)袁但是由于在样品采集和处理过程中袁瘤胃
原虫会产生自溶现象渊Williams 等袁1992)袁因此袁瘤胃
原虫的分类鉴定就变得很复杂遥 而以 18S rDNA为基
础的分子生物学技术能够提供更合理的分类鉴定方

法遥 近年来袁PCR扩增和 SSU rRNA序列分析技术已
经用于细菌尧真菌等微生态方面的研究袁但是用于瘤
胃原虫方面的研究报道仍比较少(Hori等,1987曰Lee等,
1992曰Wright等袁1997曰Hirt等袁1998)遥
1 基于 rRNA/rDNA 分析方法的原理

建立在 16S/18S rRNA/rDNA 之上的微生物区系
分析袁通过对环境样品的核酸扩增尧克隆尧测序以获得
16S/18S rRNA/rDNA的序列袁然后与现有的纯培养或
其环境样品的微生物序列数据库相比较 (Mackie等袁
2000)袁使用 BLAST(http院//www援ncbi援nlm援nih援gov/BLAST)
在 GenBank(Madden等袁1996曰Benson等袁2004)或核糖
体数据工程(RDP)(Maidak等袁2001)进行搜索和相似性
比对袁 如果新 16S/18S rRNA/rDNA 相似度小于 95%
(Amann等袁1995)或等于 97%(Stackebrandt等袁1994)或
大于 98%(Tajima等袁l999曰Nelson等袁2003)袁 我们可认
为是微生物的一个新种袁大多数研究还是采用 97豫的
相似度遥

早期 rRNA/rDNA的测序方法工作量大袁 不可能
测定超过 500个碱基的序列袁 所以许多研究者采用
5S rRNA/rDNA遥但是 5S rRNA/rDNA基因序列太短以

至于很难区别极其相似的品种遥此后,由于技术的发展,
测序容易,同时 16S/18S和 23S/28S rRNA/rDNA基因比
5S rRNA/rDNA长,能提供较多的信息,从而转向 16S/18S
和 23S/28S rRNA遥目前 16S/18S rRNA/rDNA比 23S/28S
rRNA/rDNA 更流行,这是因为 16S/18S rRNA/rDNA序
列超过 100 000个袁而 23S/28S rRNA/rDNA 仅有 3 000
个序列 (MacGregor袁1999曰Amann 等袁2000曰Maidak 等袁
2001)遥
2 瘤胃原虫 18S rRNA/rDNA序列分析方法
2.1 Real-Time PCR定量和检测瘤胃原虫

实时荧光定量 PCR技术袁 是指在 PCR反应体系
中加入荧光基团袁 利用荧光信号积累实时监测整个
PCR进程袁最后通过标准曲线对未知模板进行定量分
析的方法遥 实时定量 PCR技术不仅操作简便尧快速高
效尧高通量袁而且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尧重复性和特异
性曰在封闭的体系中完成扩增并进行实时测定袁大大
降低了污染的可能性且无需在扩增后进行操作遥目前
它作为一种极有效的试验方法袁已广泛地应用于病原
微生物检测尧细胞因子表达分析尧基因突变分析等研
究中袁 但应用于瘤胃原虫的研究不多遥 Sylvester 等
渊2004冤认为袁可以用实时 PCR 半定量地间接估测瘤
胃的原虫数量遥 他们用专一性的原虫 18S rRNA探针
(P援SSU-54f/P援SSU-l747r)袁测定了瘤胃液和小肠食糜中
的原虫数袁发现每纳克(10-9 g)PCR产物中有 6援38伊108

个原虫 rDNA拷贝袁同时还发现 7援2伊105个未知 rDNA
拷贝遥 Skillman等渊2005冤采用实时 PCR技术定量和检
测饲喂以干草为基础日粮的绵羊瘤胃中内毛虫属袁表
明内毛虫属占了总的瘤胃原虫的 98%袁并且在同一绵
羊中数量相对稳定袁而在不同个体之间存在很大的变
化遥Sylvester等渊2005冤用 real-time PCR定量瘤胃原虫
氮袁 结果表明袁 原虫氮占了瘤胃微生物氮的 4.8%耀
12.7%,流入小肠的氮占 5.9%耀11.9%遥
2.2 变性梯度凝胶电泳渊DGGE冤技术

Muyers等渊1993冤首次将 DGGE技术应用于分子
微生物学研究领域袁并证明了这种技术在揭示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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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区系的遗传多样性和种群差异方面具有独特

的优越性遥由于 DGGE技术避免了分离培养所造成的
分析上的误差袁 通过指纹图谱直接再现群落结构袁目
前已经成为微生物群落遗传多样性和动态分析性分

析的强有力的工具遥 它以瘤胃微生物群体的基因组
DNA为研究对象袁 通过比较不同瘤胃中各种微生物
18S rRNA的基因信息来了解微生物的多样性遥 变性
梯度凝胶电泳技术检测核酸序列是通过不同序列的

DNA片段在各自相应的变性剂浓度下变性袁 发生空
间构型的变化袁导致电泳速度的急剧下降袁最后在其
相应的变性剂位置停滞袁经过染色后可以在凝胶上呈
现分散的条带遥根据电泳条带的多寡和条带的位置可
以初步辨别出样品中微生物种类的多少袁粗略分析瘤
胃样品中微生物的多样性遥 Sylvester 等 渊2004冤用
DGGE技术研究了原虫氮向小肠的流动袁研究表明尽
管相对于内毛目原虫尧 等毛科原虫的过瘤胃速度较
慢袁 但大多数瘤胃原虫的过瘤胃速度相差不大遥 Re鄄
gensbogenova 等渊2004冤通过 DGGE 技术分析了绵羊
瘤胃纤毛原虫的多样性袁研究表明袁尽管在饲喂相同
日粮的条件下袁不同绵羊之间纤毛原虫种类存在很大
的差异袁而在同一绵羊瘤胃中不同部位纤毛原虫种类
差异很小曰进一步研究表明袁同一绵羊饲喂不同的日
粮袁其瘤胃原虫的种类也存在很大差异遥
2.3 核酸序列直接分析

核酸序列分析是通过测定核酸一级结构中核苷

酸序列的组成来比较同源分子之间相关性的方法,它
能为物种提供最直接尧 最有价值及最为准确的信息,
利用它不仅可直接研究物种间的亲缘关系,而且对了
解基因及其产物的结构尧基因表达以及分子进化等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遥Wright等(1997)通过 18S rRNA/DNA
的序列分析技术和基因探针研究了瘤胃纤毛虫的进

化关系,证明瘤胃纤毛虫在 Litostomatea纲内可分为 3
个独立的亚纲遥 Karnati等(2003)用专一性的原虫引物
(P援SSU-342f),采用 18S rRNA/PCR 的方法测定了瘤胃
原虫的基因序列, 表明其中所有的克隆序列和 Gen鄄
Bank 中的 10 个原虫序列有 93豫耀99豫 的序列同源
性遥 而且随着日粮的不同, 瘤胃中的优势原虫种类不
同遥 Shin等(2004)利用 18S rDNA片段测序技术对瘤胃
原虫进行了系统分类学分析,结果表明,在瘤胃液分离
出的可识别克隆片段中,有 69援6豫为内毛虫,31援4豫为贫
毛虫曰同时 30援4豫的克隆片段是 GeneBank中没有的遥
2.4 限制性酶切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技术

RFLP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限制片段长度多态性)袁 是用特异性引物对混合微生
物群体 DNA提取物进行 PCR扩增袁然后用适当的限
制性内切酶对扩增产物进行消化袁消化产生的限制性
片段通过电泳用溴化乙锭染色袁 在紫外灯下观察
DNA多态性遥 该方法已被广泛用于基因组遗传图谱
构建尧基因定位以及生物进化和分类的研究遥 RFLP结
果非常稳定尧重复性好尧探针多袁用其图谱对未知基因
进行定位比较方便袁但检测步骤较多袁周期长袁特别是
要用放射性核素袁限制了广泛应用曰检测多态性水平
过分依赖限制性内切酶袁 使多态性降低曰 分析所需
DNA量较多袁且要求较高的纯度遥 Mitsunori等渊1999冤
用 RFLP技术研究了附着于山羊瘤胃原虫上的产甲
烷菌的系统发生学遥 用 M301F和 M915R引物对产甲
烷菌染色体的 DNA进行 PCR扩增袁并将扩增产物克
隆大肠杆菌袁然后将克隆片段分成 6个 RFLP组遥 通
过与已知产甲烷菌的 16S rDNA的 RFLP类型比较袁
分析瘤胃产甲烷杆菌的 16S rDNA的丰度遥结果表明袁
几乎所有原虫体内都含有产甲烷菌袁其中有尾头毛虫
和等毛科瘤胃原虫与产甲烷菌结合紧密遥 Martina等
渊2004冤 用 RFLP技术研究了瘤胃原虫的相似性和多
样性袁表明不同区域尧不同动物之间的同一种类的原
虫在形态上没有差异遥
3 结论

在过去 20年中,基于 16S/18S rRNA/rDNA分子技
术袁我们打开了研究瘤胃微生物(特别是一些传统方
法未培养成功的微生物)的大门遥 16S/18S rRNA/rDNA
已经成功地用于瘤胃微生物生态研究中袁特别是瘤胃
细菌方面的研究(Blanc等袁1997)遥 目前应用分子生物
学技术研究瘤胃原虫的功能和瘤胃原虫与其它瘤胃

微生物之间相互作用的报道不多遥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学科交流的不断扩
大, 基于 SSU rRNA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和分子标记在
瘤胃原虫的系统学研究乃至整个动物营养学研究中

都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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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猪肉品质的因素很多袁主要包括遗传尧营养尧
环境尧屠宰与加工等袁因此袁对肉质的改良也应从这些
方面着手采取综合措施遥本文主要从营养的角度总结
营养与肉质的关系及其分子基础袁为深入开展肉质的
营养调控研究提供参考遥
1 肉质性状的形成原理

广义的肉质是指肉的感官品质尧 深加工品质尧营
养价值和卫生质量遥 其中袁感官品质是猪肉对人的视
觉尧嗅觉尧味觉和触觉等感觉器官的刺激袁即给人的综
合感受袁为狭义的肉质概念袁与其它 3方面的品质密
切相关遥 猪肉的感官品质常用肌肉 pH值尧肉色尧滴水
损失尧嫩度尧多汁性尧风味评分等指标进行评定遥

1.1 pH值
根据肌纤维所含的酶系及其活性特点袁肌纤维可

分为以有氧代谢为特点和以厌氧渊酵解冤代谢为特点
的红肌纤维和白肌纤维遥红肌纤维通常含有较多的脂
肪袁有氧代谢的酶系袁如细胞色素氧化酶尧琥珀酸脱氢
酶的活性很高曰 白肌纤维含有较高的糖原袁ATP酶和
磷酸化酶的活性很高遥猪的眼肌约含 6%的红肌纤维尧
82%的白肌纤维和 12%的中间型纤维曰而内收肌则有
21%的红肌纤维尧67%的白肌纤维和 12%的中间型纤
维渊Warriss袁2000冤[1]遥 而在背最长肌中袁糖原是动物机
体主要的储能物质遥 在活猪体内袁由于血液循环保证
O2的供给袁肌肉组织中以有氧代谢为主袁而在猪屠宰
后袁则以肌糖原无氧酵解为主遥 糖酵解首先是糖原在
糖原磷酸化酶的作用下生成葡萄糖袁然后葡萄糖分解
产生的丙酮酸在乳酸脱氢酶作用下还原生成乳酸遥猪
在屠宰的应激条件下袁激活了磷酸化酶系统袁此时糖
原酵解过程加速而产生大量的乳酸袁 致使肌肉 pH值
迅速降低遥 因而屠宰时肌糖原含量是影响终 pH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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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因素渊Warriss等袁1989冤[2]遥携带有 RN基因的
猪肉具有较高的糖原含量袁而这些糖原在猪死后转变
为乳酸袁导致了低的终 pH值袁同时猪肉滴水损失增加
渊Lebret等袁1999冤[3]遥

动物屠宰后肌肉 pH值下降的速度决定了是否产
生劣质肉袁一般认为屠宰后 45 min袁pH值低于 5.8袁同
时伴有肉色苍白和大量液体渗出现象的猪肉袁可判定
为 PSE 肉曰当屠宰后 24 h 时袁pH 值高于 6.0袁同时伴
有肉色暗褐色和表面干燥的猪肉袁可判定为 DFD肉遥
所以畜禽宰后一定时间内 pH值的变化速度与幅度是
影响肉质的最主要因素遥 pH值的变化对肉色尧 系水
力尧多汁性尧货架寿命等大部分核心指标均有影响袁因
而 pH值显著影响猪肉品质遥

pH值下降速度还与肌纤维类型有关遥 在兔肉上
的研究表明渊Renou袁1986冤[4]袁域型纤维的 ATP尧磷酸肌
酸和糖原含量显著高于玉型肌肉遥 因此袁域型肌肉的
pH值下降程度明显高于玉型袁对牛尧羊和猪肉均是如
此渊Monin袁1988冤[5]遥
1.2 肉色

猪肉的色泽主要受肌红蛋白状态的影响袁根据肌
肉种类的不同袁 肌红蛋白对肉色有 50豫耀80%的决定
作用渊Bekhit等袁2003冤[6]遥 肌红蛋白的成色作用源于其
分子内的亚铁血红素遥鲜肉中袁血红素中的 Fe原子在
卟啉环第六位的结合位点决定肉的颜色遥在卟啉环中
心的 Fe原子既可以以还原状态渊Fe2+冤袁也可以以氧化
状态渊Fe3+冤的形式存在袁当肌红蛋白未与氧结合袁处于
还原状态时渊Mb冤袁呈现暗红色袁但肌红蛋白对氧有很
强的亲合力袁与氧结合后渊MbO2冤袁肌红蛋白呈鲜红色遥
若亚铁血红素中的 Fe2+氧化成 Fe3+后袁 则肌红蛋白成
为变性肌红蛋白渊高铁肌红蛋白袁MetMb冤袁呈现暗褐
色袁使肉变质遥猪屠宰后袁刚切开肌肉切面的肌红蛋白
尚未与氧结合袁故成暗红色曰与空气中的氧接触后袁肌
红蛋白很快成为氧合肌红蛋白袁使肉呈现鲜红色遥 但
随着时间的延长袁 肌红蛋白自动氧化成变性肌红蛋
白袁肉色即变成暗褐色渊Warriss袁2000冤遥

其次袁肉色也受光线反射尧氧化作用的影响遥当光
线照射到猪肉表面时袁由于表面有水分袁一部分光线
被反射回来遥 进入肌肉中的光线袁大部分经散射后又
反射出来袁部分光线被肌球蛋白吸收而呈色遥 被反射
的光线越多袁则肌肉越苍白遥 Rejet A等渊1978冤[7]报道袁
对于 PSE猪肉袁由于表面水分渗出较多袁且因肌纤维
收缩袁 大部分照射到肌肉表面的光线就被反射回来袁

出现肉色苍白袁即使肌红蛋白的含量高也不能改变这
一状况遥 对于 DFD猪肉袁由于系水力高袁肌肉表面干
燥,肌肉内所含的大量水分使肌原纤维膨胀,从而可吸
收大部分照射到肌肉表面的光线,使肉呈现深黑色遥
1.3 肉的系水力

肌肉系水力是指肌肉结合水的能力袁肌肉中的水
分主要以吸附状态存在遥肌肉蛋白质是高度带电荷的
化合物袁肌肉中大量的水分与蛋白质的极性基团结合
形成水合离子而储留在蛋白质的空间结构中袁这是肌
肉持水力的原因遥 活体猪肌肉 pH值为 7.2耀7.4袁此时
蛋白质分子带净负电荷袁 净电荷量有两方面影响袁一
方面袁净电荷的存在吸引水分子向其聚集曰另一方面袁
它使蛋白质分子间产生静电斥力袁较高的净电荷产生
较大的排斥力袁导致蛋白质结构松弛袁持水力提高遥此
时肌肉的系水力最高遥 猪屠宰后袁由于糖原的酵解和
乳酸积累袁pH值下降袁肌肉蛋白质正负电荷间的平衡
发生改变袁蛋白质带净负电荷的数量减少袁大量水分
被压迫挤出渊Swatland袁1992冤[8] 袁此时吸附水的能力下
降遥 当 pH值下降到接近肌肉蛋白质的等电点渊pH值
5.0耀5.5冤时袁蛋白质的净电荷为零袁此时肌肉的系水力
最低遥

肌肉中糖原含量也是影响肌肉系水力的一个重

要因素袁肌糖原含量高,肌肉的系水力也就高,因为 1 g
糖原能结合 2耀4 g水(Greenleaf 等袁1969)遥和其它猪种
相比袁汉普夏猪肌糖原含量提高 70%袁这可能就是汉
普夏猪骨骼肌中高水分含量的原因遥 另外袁脂类氧化
程度也影响肌肉的系水力遥 研究表明袁肌细胞膜和亚
细胞膜中的磷脂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袁最易发生氧化
分解遥 正常膜结构和功能一旦受到破坏袁细胞内液即
可释出袁导致猪肉表面有较多的水分袁滴水损失增加遥
1.4 嫩度

肉的嫩度是指肉入口咀嚼组织时所感觉的印象遥
它常指煮熟肌肉的柔软程度尧多汁性和易咀嚼性遥 肌
纤维状态尧 结缔组织和肌内脂肪均影响肌肉的嫩度遥
肌原纤维的状态渊收缩尧舒张与分解冤对肉的嫩度具有
决定性作用遥 肌肉在出现尸僵之前袁肌原纤维处于松
驰状态袁肉质较嫩曰尸僵出现后袁肌肉收缩袁变得坚韧袁
嫩度大大下降曰在熟化过程中袁肌原纤维碎裂袁肉的嫩
度几乎又可恢复到刚屠宰时的水平遥

结缔组织的含量和组成也影响肉的嫩度遥肌肉中
结缔组织含量越多袁肉的嫩度差遥同时袁结缔组织中胶
原蛋白的种类和交联程度是影响肉嫩度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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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Warriss袁2000冤遥交联程度越高袁不可溶性和热稳定性
就越高袁因而肉的嫩度就越差遥一般认为袁肌肉内脂肪
含量对猪肉品质影响较大袁尤其是嫩度和多汁性遥 随
肌肉内脂肪含量的增加袁 嫩度也相应改善遥 肌肉内
脂肪通过两方面的作用来改善肉的嫩度袁一是切断了
肌纤维束间的交联结构曰二是有利于咀嚼过程中肌纤
维的断裂渊Wood等袁1992冤[9]遥
2 几种常见劣质猪肉及其肉质特征

2.1 PSE肉
PSE猪肉是最早被确认的劣质肉袁是指屠宰后的

猪肉外观表现为肉色苍白(pale)袁质地松软袁缺乏弹性
渊soft冤袁肌肉表面可见渗出液汁渊exudative冤袁储存时有
水分渗出袁烹调后损耗大袁营养成分损失多遥 这类肉
L逸58尧滴水损失逸5%袁屠宰后 45 min时的 pH值<6袁
且 pH值下降很快(Bendall等袁1988)[10]遥Zhu等(1998)发
现[11]袁和正常猪肉相比袁PSE肉具有较高的 L值和较低
的 a值遥 PSE肉的发生受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
响遥 一方面袁皮特兰猪尧长白猪等猪种具有易发性袁这
主要是受遗传影响曰另一方面袁外界环境的各种刺激
因素袁如宰前运输尧强制性驱赶以及屠宰时电麻等袁使
应激敏感猪处于高度亢奋和狂躁状态袁 肌肉剧烈收
缩袁使 ATP分解袁并促使肌糖原酵解加速而产生大量
的乳酸袁致使 pH值迅速下降袁同时肌红蛋白变性袁肌
纤维急剧收缩袁肌内膜断裂袁进而发生肌球蛋白变性袁
最终产生 PSE肉遥
2.2 DFD肉

屠宰前猪处于持续的和长期的应激状态下袁肌糖
原都用来补充动物所需的能量而消耗袁屠宰时猪呈衰
竭状态袁屠宰后肌肉外观呈暗红色 (dark)袁质地坚硬
渊firm冤袁肌肉表面干燥渊dry冤的特征袁这类肉由于肌肉
表面干燥袁结构致密袁嫩度差袁L臆42袁滴水损失小于
5%袁终 pH值>6.0渊van Laack等袁1994冤[12]遥 DFD肉与遗
传无关袁所有的猪都可能发生袁唯一条件是屠宰时肌
肉中能量水平低袁肌糖原耗竭袁从而抑制了厌氧代谢
的发生袁此时不能产生乳酸袁即不能产生正常的酸化
所致渊Faustman等袁1990冤[13]遥
2.3 携带 RN基因猪肉

Monin 等渊1985冤[14]最早发现袁汉普夏猪肉具有反
常低的终 pH值袁因而称之为野汉普夏效应冶或野酸肉效
应冶袁含有 RN基因的猪肉颜色苍白袁有水分渗出袁但
较 PSE肉发生率低遥 RN基因携带者有较高的肌糖原
含量尧较低的肌蛋白含量袁而这些糖原在猪死后转变

为乳酸袁导致肉质终 pH值降低(终 pH值<5.5)袁肌肉系
水力降低袁滴水损失增加遥携带 RN基因的猪肉和 PSE
肉一样袁都具有较低的终 pH值袁但 pH值下降的速度
低于 PSE肉袁且携带 RN基因的猪肉具有较小的剪切
力袁更浓的风味遥这类肉主要发生在汉普夏猪种中袁其
它品种猪发生率较低遥 Miller(2000)通过测定 204个纯
种汉普夏猪群的 GP值袁 发现显性等位基因 RN-的频
率为 0.63遥
2.4 RSE肉

RSE肉指屠宰后肌肉外观呈红色(red)袁质地柔软
(soft)袁肌肉表面有水分渗出 (exudative)的特征 (Kauff鄄
man等,1992)[15]遥 这类肉颜色较理想, 但渗出性严重遥
Van Laack 等 (1994) [12]将终 pH 值<5.6尧L<50尧滴水损
失>5%的肉划分为 RSE肉遥 RSE肉虽然没有 PSE肉
质差,但这类肉存在较普遍遥 Kauffman等(1992)调查表
明,60%的猪胴体被确认为 RSE肉遥 PSE肉和 RSE肉
每年可导致 1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渊Kerth等袁1997冤[16]遥
Van Laack等(1999)[17]研究表明,在杂种汉普夏猪肉中袁
32%的 PSE 肉是 RN 基因携带者袁10%的 RSE 肉是
RN基因携带者遥
3 营养因素对肉质性状的影响

除遗传与环境外袁营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肉
质性状的因素遥 研究表明袁许多营养因子对肉质变化
的代谢和生化过程起作用袁从而显著影响肉质性状遥
3.1 能量对肉质的影响

能量水平直接影响猪的生长速度和肌肉中蛋白

质与脂肪的比例遥 当能量维持在需要水平时袁肌肉中
蛋白质含量增加而脂肪含量降低遥而且肌肉中蛋白质
含量随着能量采食量的增加而线性增加袁但当能量采
食量上升到一定数量时袁肌肉中蛋白质含量将不再增
加渊Pettigrew等袁2001冤[18]遥Meclaine渊1997冤研究表明袁能
量水平对肌肉中胶原蛋白总量的影响很小袁但可显著
影响盐溶性和酸溶性胶原蛋白的比例及胶原蛋白的

交联程度袁从而影响肉质的嫩度遥 陈代文等渊2002冤[19]

研究了高能量渊每千克饲料代谢能 14.2 MJ冤和低能量
渊每千克饲料代谢能 12.0 MJ冤两种营养水平对生长育
肥猪肉质性状发育规律的影响遥 结果表明袁营养水平
显著影响背膘厚尧肌肉水分含量尧肌内脂肪含量和失
水率遥与高水平相比袁低水平明显降低背膘厚尧提高肌
肉水分含量袁降低肌内脂肪含量和失水率遥 而对胶原
蛋白含量尧次黄嘌呤核苷酸含量尧肌纤维面积和肉色
评分无显著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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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蛋白质与氨基酸对肉质的影响

日粮蛋白质水平对肉质有一定的影响遥饲喂高蛋
白水平饲粮的猪的胴体脂肪含量减少袁瘦肉增多遥 随
着蛋白质或氨基酸水平增加袁瘦肉率显著增加袁背最
长肌和双股头肌的肌间脂肪含量减少袁 肉的嫩度下
降遥 Goerl等渊1995冤[20]研究了饲粮蛋白质水平对 28耀
104 kg猪肉品质的影响袁结果发现袁随着饲粮蛋白质
水平增加袁 胴体背膘厚和肌肉大理石纹评分下降袁瘦
肉率增加袁肉质嫩度也下降遥 张克英等渊2002冤[21]研究
了不同饲粮理想蛋白质水平对猪肉品质的影响袁结果
发现袁提高饲粮理想蛋白质水平袁可使眼肌面积和瘦
肉率增加袁皮脂率和背膘厚下降袁肌肉脂肪含量和大
理石纹评分显著下降袁但对肌肉 pH值尧肉色评分尧滴
水损失和失水率无明显影响袁这说明低蛋白质水平能
提高肉的食用品质遥其原因可能是由肌肉内脂肪含量
的升高和低蛋白饲粮促使体内蛋白质周转加快所致遥
Meclaine(1997)研究表明袁日粮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能降
低胶原蛋白的合成数量袁并减少胶原蛋白交联结构的
形成袁这可能是低蛋白饲粮改善肉嫩度的另一原因遥
3.3 脂肪对肉质的影响

猪能完整吸收脂肪酸并沉积于脂肪中袁 因此袁可
以通过改变饲粮中脂肪的组分和含量来改变猪肉的

脂肪酸类型和水平遥 研究表明袁在日粮中添加甘油可
以改善肉质袁 因为甘油可以参与糖的异生及脂肪合
成袁并可作为一种快速利用能量物质以代替糖原供动
物在屠宰前的几小时应激利用遥 Moumt(1993)证实袁向
日粮中加入 5豫甘油对屠宰后 45 min 与 24 h 的 pH
值及色度指数没有影响袁但是减少了背最长肌与半膜
肌的滴水损失及火腿加工过程中的损失遥向日粮中加
入饱和油脂或氢化油脂可以减少不饱和脂肪酸在体

内的沉积袁从而改善肉质遥
共轭亚油酸渊conjugated linoleic acid袁CLA冤即共

轭十八碳二烯酸袁 是亚油酸的一组构象和位置异构
体遥 研究表明袁在日粮中添加 CLA可降低背膘厚袁提
高瘦肉比例渊Pettigrew等袁1999冤[22]遥 同时袁CLA也改变
猪的腰肌脂肪酸的组成遥整个饱和脂肪酸的数量增加
而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降低袁 从而增加腹脂硬度袁提
高猪肉品质遥 Wiegand等渊1999冤[23]研究发现袁日粮中添
加 CLA 可降低皮下脂肪的含量而肌内脂肪含量增
加袁但对嫩度和终 pH值没有影响遥
3.4 矿物质对肉质的影响

钙是肌肉收缩和肌原纤维降解酶系的激活剂,对

肉的嫩度有很大的影响遥向猪胴体中注入氯化钙可显
著改善肉的嫩度,但饲粮中添加钙是否改善肉质尚不
清楚遥镁是有关能量与蛋白质新陈代谢酶促反应中的
一种重要组成元素遥 在机体受刺激的情况下,有抵消
儿茶酚胺的作用遥研究结果表明,屠宰之前 5 d在日粮
中添加镁,可以显著地降低渗水和 PSE的肉发生率,从
而改善肉品质(刘宁摘译,2001)遥 高铜(125耀250 mg/kg)
是生产上广泛应用的生长促进剂袁但高铜对猪肉品质
有不良影响袁使体脂变软袁且发生率高达 80%(李小林
等袁1998)遥 铁既是血红蛋白和肌红蛋白的重要组成成
分袁对肉色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袁又是机体抗氧化系
统过氧化氢酶的辅助因子袁对防止肉质脂类氧化有重
要作用遥

有研究表明袁在猪饲粮中添加有机铬可提高生长
激素基因的表达袁从而提高猪的瘦肉率袁降低胴体脂
肪含量袁改善猪肉品质遥 但有关有机铬对猪肉品质影
响的研究结果不尽一致遥 Kim(1996)报道袁给猪补充
200 滋g/kg的铬袁 可提高眼肌的 pH1值和 pH2值遥 而
Kuhn等发现袁添加 400 滋g/kg的酵母铬仅能提高肌间
脂肪含量袁 而对其它肉质参数无影响遥 陈代文等
渊2002冤[24]研究结果表明袁添加 200 滋g/kg 有机铬有提
高眼肌面积尧肉色评分袁降低肌肉大理石纹评分和肌
肉脂肪含量的趋势袁 但可极显著提高猪肉的滴水损
失袁对肉质可能有一定的不良影响遥

硒是生物膜的抗氧化剂袁对保证细胞膜完整性起
着重要作用遥 而肉的滴水损失和 PSE肉的发生袁都是
因细胞膜氧化破裂尧细胞液外溢所致袁所以添加硒也
利于肉质的改善遥 Munoz(1996)[25]报道袁在猪饲粮中添
加有机硒能够显著降低猪肉滴汁损失袁改善肉的嫩度
和总可接受性遥 此外袁锌和锰也是超氧化物歧化酶的
激活剂袁提高饲粮中锌和锰的水平也有助于防止 PSE
肉的产生遥
3.5 维生素对肉质的影响

维生素 E作为抗氧化剂的作用已达成共识袁在饲
料中添加高水平的维生素 E可减少脂类氧化速度袁维
持屠宰后肌肉细胞膜的完整性袁减少滴水损失袁从而
改善猪肉品质遥 最近的一系列试验研究证明袁在猪饲
粮中添加高水平的 VE(100耀200 mg/kg饲料)袁能够显
著降低脂类过氧化反应袁 改善肉色袁 减少滴水损失
(Pettigrew等袁2001)[18]遥 陈代文等渊2002冤[26]的研究结果
也表明袁 在生长育肥猪饲粮中添加 200 mg/kg的 VE
可降低鲜猪肉滴水损失和失水率袁 显著降低冷存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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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6 d后猪肉的滴水损失和 TBA值袁改善肉色袁延长
猪肉的贮存期遥

维生素 D也能明显改善肉质遥 Enright等(1998)[27]

研究了猪日粮中添加维生素 D3对肉质的影响,结果发
现,维生素 D3显著提高了猪肉色度尧硬度,降低了滴水
损失遥 Wilborn等(2004)[28]也发现,日粮中添加 VD3可显
著提高背最长肌 pH值和改善肉的颜色, 而对肉质嫩
度无影响遥 Mourd(1992)报道,在日粮中添加 250 mg/kg
的维生素 C袁 可以改善猪肉的 pH值和肉色袁 并减少
PSE 肉的发生遥
4 结语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袁人们对肉质的要求越
来越高遥 在不久的将来袁肉质必将成为重要的经济性
状之一袁肉质的调控将日趋重要遥目前袁在肉质改进领
域袁 许多遗传育种学家与动物营养学家正寻求合作袁
力图找出理想的基因与合理的饲粮组成袁以期对肉质
进行有效改良遥 因此袁如何在提高生长速度和瘦肉率
的同时保持优良的肉质性状仍然是一个有待于解决

的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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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脂肪酸合成酶(fatty acid synthase，FAS)是一种基本的代谢酶类，催化乙酰 CoA和丙二酸
单酰 CoA合成软脂酸(160)，脂肪酸合成酶的多少和活性的高低对动物体脂沉积具有重要意义，从而
在动物体脂沉积中发挥重要作用。文中对脂肪酸合成酶基因的研究作了简单的介绍，并就日粮(碳水
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和微量元素)和激素对脂肪酸合成酶的活性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影响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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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动物性产品的品质
提出了 野低脂高蛋白且无各种有毒有害物质残留冶的
新要求遥 为此,营养学家们开始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体
脂沉积的营养调控上遥自从 1957年袁脂肪酸合成酶由
S.J.Wakil等人在鹅肝匀浆中首次发现以来袁人们对脂
肪酸生物合成途径进行了大量研究袁初步阐明了脂肪
酸合成规律袁并在此基础上从分子生物学水平对脂肪
酸合成酶袁尤其是脂肪酸合成酶的基因表达进行了探
索性的研究遥 脂肪酸合成酶在动物体脂生成尧沉积中
发挥重要作用遥 熊文中等发现袁猪脂肪组织中脂肪酸
合成酶活性与胴体脂肪量尧胴体的脂肪率呈极显著正
相关遥 还发现脂肪酸合成酶是一种新的肿瘤标志物袁
癌细胞的生长依赖于脂肪酸合成酶的活性袁许多肿瘤
如乳腺癌尧 前列腺癌等都有脂肪酸合成酶的高度表
达遥 人的脂肪酸合成酶基因位于 17q25尧 牛的位于
19q22尧鸡的位于 18号染色体上袁正常情况下袁在肝和
脂肪组织中表达遥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袁人们
对脂肪酸合成酶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遥
1 动物体脂合成的调控

动物体脂一方面靠直接摄入袁更多的则是在体内
自身合成遥脂肪酸合成酶是体内合成脂肪途径中一个
关键酶袁 它通过催化乙酰 CoA和丙二酰 CoA而生成
长链脂肪酸遥通过对能量物质体内生化代谢途径进行

分析可以发现袁在能量代谢中袁乙酰 CoA是一个重要
而又特殊的物质袁主要能量物质碳水化合物尧脂肪以
及部分氨基酸的初级代谢终产物都是乙酰 CoA袁其可
进入三羧酸循环进行完全氧化袁为生物细胞提供能量
来源曰同时袁乙酰 CoA也是合成脂肪的起点袁先羧化为
丙二酰 CoA袁再由脂肪酸合成酶进行一系列的反应合
成为脂肪酸袁完成合成脂肪的主要工作遥 实际上乙酰
CoA是个能量汇集点袁能量物质摄入体内后被氧化产
生能量还是合成脂肪袁均在乙酰 CoA这个野关节点冶进
行分配遥该分配的比率取决于这两大通路的野通畅冶程
度遥任一通路被阻滞或去阻滞都会影响生能和生脂的
分配袁造成体脂水平的变化遥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相
同摄入的情况下袁不同的动物或同种动物的不同个体
之间会有巨大的体脂水平差异遥

丙二酰 CoA是进入生脂通路的第一个产物袁是合
成脂肪的关键酶要要要脂肪酸合成酶的主要底物遥 丙
二酰 CoA增多表示进入生脂途径的能量物质增加袁即
意味着能量过剩袁如不控制袁将加速脂肪合成遥 Rud鄄
erman等(1999)发现袁在脂肪酸合成时丙二酰 CoA 水
平上升袁并导致肉碱棕榈酰转移酶 I中的线粒体摄入
脂肪酸受到抑制袁从而造成起信号作用的胞质长链脂
肪酰 CoA和二脂酰甘油的上升袁 由此提出了丙二酰
CoA是下丘脑神经元中生理燃料信号的推断遥丙二酰
CoA 作为一个开关袁可控制尧降低食欲遥 因此袁抑制
FAS的活性袁既能够阻滞生脂通路尧减少脂肪的合成袁
又能够造成丙二酰 CoA浓度的升高袁从而达到降低食
欲的目的遥 而且 FAS是一个很大的多功能复合酶袁对
其进行活性调控可有多个位点袁因而较容易实现遥 因
此袁脂肪酸合成酶很可能是体内调节能量消耗和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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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位点之一遥
2 脂肪酸合成酶基因的研究状况

Matthew分离得到人脂肪酸合成酶基因袁 对其 5'
端 6 kb的序列进行研究袁 发现有 3个外显子和 3个
内含子袁3个转录起始位点和 2个启动子遥 Kameda对
鹅脂肪酸合成酶基因做了研究袁发现脂肪酸合成酶基
因全序列长度大约有 50 kb袁5'端 15 kb核苷酸序列
中含有 7个外显子袁只有 1个转录起始位点袁并且还
含有 1个连续开放的可读框袁这个可读框内含有半胱
氨酸的密码子,半胱氨酸是 茁-酮脂酰合成酶结构域中
不可缺少的部分遥鼠脂肪酸合成酶序列大约为 16 kb袁
分析发现含有 42 个内含子袁43 个外显子袁5' 端区域
还包括调节脂肪酸合成酶基因表达的激素调控位点遥
2.1 外显子和内含子

RNA 剪接发生在外显子和内含子连接的碱基
上袁通常是高度保守的碱基序列袁即位于连接点上但
属于内含子的碱基 GT噎噎AG袁一般遵守从 GT/AG处
剪接的规律遥

外显子的保守程度远高于内含子袁内含子序列是
多变的遥积累了突变的内含子有可能演化成为新的基
因袁编码新的蛋白质袁内含子增加了真核生物基因组
编码的潜能遥
2.2 转录起始位点

在 DNA转录生成 RNA的过程中袁第一个核苷酸
掺入的位置称为转录起始位点遥 Matthew用引物扩增
和核苷酸酶分析人脂肪酸合成酶基因 5'端袁 结果表
明有 3个转录起点遥 转录起始位点玉渊Ti玉冤在不翻译
的外显子玉上袁转录起始位点域渊Ti域冤和转录起始位
点芋渊Ti芋冤定位在内含子 I 上袁分别在+1 602 bp 和
+1 613 bp处,在翻译起始点 ATG上游 60 bp和 49 bp
处遥 Kameda发现袁鹅的脂肪酸合成酶基因只有一个转
录起始点袁 在翻译起始位点上游 174 bp处的 5'-A鄄
CA-3'的 C(胞嘧啶)处遥
2.3 启动子(Promotor)

启动子是位于结构基因 5' 端上游的一段 DNA
序列袁能够指导全酶同 DNA模板正确结合袁活化 RNA
聚合酶袁启动基因转录遥 启动子是转录起始的控制部
位遥一些真核生物基因通常有多个启动子遥Matthew发
现袁人的脂肪酸合成酶基因含有两个启动子袁启动子
玉在外显子玉上袁在转录起始点玉(Ti玉)的上游袁带有
可识别的 TATA框和 CAAT框遥 TATA框与 DNA双链

解开和转录起始的位置有关袁失去 TATA框袁转录将
在许多点上开始遥 CAAT框的主要功能与 RNA聚合
酶的结合有关遥 启动子域在转录起始位点域(Ti域)的
上游袁紧挨 Ti域处袁在内含子玉上遥启动子域前有 4个
Sp1框袁启动子域无 TATA框和 CAAT框袁启动子域可
能通过 Sp1框发挥作用遥启动子域的强度只有启动子
玉的 l/15遥

Matthew通过试验发现袁 内含子玉和启动子域对
启动子 I都有抑制作用袁并且启动子域对启动子玉起
主要的抑制作用遥两个启动子之间的空间间隔也是对
启动子玉抑制作用的重要因素遥 因此袁可以设想在启
动子域上组装一个转录复合物袁 从而设下一个路障袁
干涉从启动子玉开始的转录袁达到阻碍脂肪酸合成酶
基因的全面表达尧减少软脂酸生成的目的遥
3 脂肪酸合成酶基因的调控位点及其对脂肪酸合成

酶的调控作用

近年来袁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出现和不断成
熟袁人们从分子生物学水平对脂肪酸合成酶的基因表
达调控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遥对脂肪酸合成酶的
调控作用主要是转录水平的调节袁控制脂肪酸合成酶
mRNA的数量从而来调节脂肪酸合成酶的合成袁影响
并控制脂肪酸合成酶的浓度遥脂肪酸合成酶的水平是
受转录速度和脂肪酸合成酶 mRNA的稳定性控制的遥
调节基因通常位于 5'端袁 包括转录起始调节和调控
基因表达的激素调控区遥在鹅和鼠的脂肪酸合成酶基
因的调控区序列中有数个潜在的转录调控元件袁其中
包括激素应答元件遥
3.1 转录因子(transcription factor)

RNA聚合酶在进行转录时常需要一些辅助因子
参与作用袁这些辅助因子被称为转录因子袁是基因调
控的反式作用因子遥人尧鹅尧鼠的脂肪酸合成酶基因 5'
端上游都含有相同的 TATA框和 CAAT框遥 人的脂肪
酸合成酶基因还含有两个启动子遥 Briggs渊1986冤发现袁
人和鼠脂肪酸合成酶 5'端包括 4个 Sp1框共同序列遥
Sp1 是从人类细胞中分离得到的一种转录因子袁是
SV40转录所必需的遥每个 Sp1可以保持大约 20 bp的
DNA袁Sp1的结合与否使转录效率相差 1 025倍遥鹅的
脂肪酸合成酶基因 5'端 TATA 框上游有 73豫的 G/C
富集区袁包括 5 个拷贝的 GC 框序列袁还有 5个潜在
的 Sp1结合位点袁分别在-113 bp尧-196 bp尧-247 bp尧
-347 bp尧-424 bp处遥 启动子区还包括几种潜在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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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位点院 佛波脂尧cAMP 诱导的转录起始因子 AP-2
(在-101 bp和-226 bp处) 和增强子结合蛋白 C/EBP
(在-159 bp处)遥所有这些结构都参与调控脂肪酸合成
酶基因的转录遥 在真核生物中袁转录起始的调节是调
控基因表达的重要调节机制遥
3.2 肝 X受体(LXR)和固醇调控元件结合蛋白(SREBP)

Joseph研究发现袁 鼠脂肪酸合成酶基因 5'端有
LXR 和 SREBP 的结合位点 袁LXR 的结合位点在
- 170耀-150 bp 之间和-135耀+1 bp 之间曰SREBP的两
个结合位点在-71耀-54 bp之间遥

LXR和 SREBP调节脂肪酸合成酶基因的表达遥
LXR对脂肪酸合成酶基因的调节作用可分为两个方
面袁 一方面袁LXR直接作用于脂肪酸合成酶基因的启
动子曰 另一方面袁LXR 的配体可以诱导 SREBP-1c
(SREBP中的一种)的基因表达尧调节 SREBP-1c的活
性袁从而调节脂肪酸合成酶基因的表达遥 SREBP对脂
肪生成过程中许多基因的转录调控起重要的作用遥
SREBPs是通过在多个位点与脂肪酸合成酶基因启动
子直接作用来调节脂肪酸合成酶基因表达的遥LXR与
SREBP 对脂肪酸合成酶基因表达的调控作用比较袁
SREBP的作用是主要的遥

脂肪酸合成酶启动子中有一个对 LXR有较高亲
和力的结合位点袁这一位点在鸟类尧啮齿类和人中是
保守的遥 最近袁Repa(2000)和 Yoshikawa(2001)证实袁
SREBP-1c的启动子是 LXR调控作用的直接目标遥
3.3 激素应答元件

3.3.1 胰岛素尧T3的应答元件及其作用
Stapleton(1990)研究发现袁T3和胰岛素对脂肪酸合

成酶的转录有明显的影响遥
淤 胰岛素院 在人和鼠的脂肪酸合成酶调控区有

两个胰岛素应答元件被识别袁Wolf渊1994冤证实了其中
的一个在-DNase(脱氧核糖核酸酶)敏感区曰Moustaid
(1994)证明另一个与 CAAT框区重叠袁其序列为 CAT鄄
GTG袁被称为 E 框序列袁Wang(1995)证实 E框序列是
上游刺激因子玉的一个结合位点袁并且 Bennett(1995)
和 Towle(1995)证明它还是固醇调控脂肪酸合成酶所
需要的序列遥 Kameda等发现袁在鹅的脂肪酸合成酶基
因中也有此位点遥

于 T3(triiodothyonine袁三碘甲腺原氨酸袁缩写为
T3)院Kameda发现袁 在鹅脂肪酸合成酶基因 5'端启动
子区有 T3的调控元件袁 分别在-91 bp和-106 bp处遥

T3激发脂肪酸合成酶基因的转录袁 使脂肪酸合成酶
mRNA含量增加袁 刺激脂肪酸合成酶基因的表达袁使
脂肪酸合成酶的积累增加袁并且脂肪酸合成酶活性增
强遥 然而 Kameda(1995)又发现袁当甲状腺机能亢进而
分泌过多 T3时袁 反而使脂肪酸合成酶的转录水平下
降遥Stapleton(1990)研究发现袁在鸡胚肝细胞培养时袁加
入 T3袁 培养基中脂肪酸合成酶 mRNA的含量和酶活
性增加 2耀4倍曰仅加入胰岛素后袁没有或仅有较小的
影响曰加入 T3和胰岛素后袁比只加 T3时袁脂肪酸合成
酶 mRNA的量和酶活性增加 2倍遥 MoMstaid(1991)在
鼠脂肪细胞(3T3-L1)培养时袁得到了同样的结果遥
3.3.2 胰高血糖素和 cAMP(环腺苷酸)

Stapleton渊1990冤研究发现袁胰高血糖素和 cAMP
对脂肪酸合成酶基因的转录无影响袁wilson 渊1986冤发
现袁 胰高血糖素抑制脂肪酸合成酶 mRNA 的积累遥
Stapleton渊1990冤在肝细胞培养时袁发现胰高血糖素和
cAMP使脂肪酸合成酶的酶活性下降 70豫耀80豫袁脂肪
酸合成酶 mRNA水平下降 60豫袁cAMP还抑制脂肪酸
合成酶的基因表达遥
3.3.3 糖皮质激素

Evans(1988)发现袁人和鼠脂肪酸合成酶基因 5'端
有一段糖皮质激素应答元件的共有序列遥 Kameda发
现袁 鹅脂肪酸合成酶基因糖皮质激素的调控元件
在-467 bp处遥
3.3.4 雌激素和孕激素

孕激素能使乳房瘤细胞系(MCF-7)中的脂肪酸合
成酶基因的转录水平提高曰而抗孕激素(RU486)则降
低脂肪酸合成酶基因的转录水平袁但可使脂肪酸合成
酶 mRNA的稳定性增加遥雌激素也可以提高脂肪酸合
成酶基因转录水平袁增加脂肪酸合成酶的表达遥
4 激素对脂肪酸合成酶(FAS)表达调控的影响

动物 FAS随激素水平的改变而变化,参与脂肪合
成和脂解反应的激素都可能影响到动物体内 FAS蛋
白的浓度与 FAS mRNA的丰度遥
4.1 生长激素对脂肪酸合成酶(FAS)的表达调控

研究表明袁生长激素(GH)在促进动物生长和改变
胴体组成方面有显著的生物学效应,它促使更多的营
养成分用于肌肉组织中蛋白质的合成,较少地用于脂
肪的沉积遥 猪用生长激素处理后, 其体脂沉积降低
60%耀80%,肌肉生长增加 40%耀60%遥 体内和体外试验
均表明,用生长激素处理过的猪,脂肪沉积减少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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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转运和脂肪合成明显减少的结果,而脂肪分解
相对不受影响遥同时生长激素降低脂肪细胞对胰岛素
的敏感性,从而降低胰岛素刺激脂肪合成酶基因(包括
FAS基因)的表达和脂肪合成酶的活性遥 猪脂肪合成
的减少是几种脂肪合成酶含量降低的结果,而脂肪合
成酶含量降低与编码这些酶蛋白的 mRNA 丰度降低
有关遥 大量研究表明,生长激素明显抑制 FAS mRNA
的丰度遥 Donkin等(1996)分别给猪用重组生长激素处理
7尧14 d及在 60耀90 kg期间用猪生长激素处理,结果发
现 , 脂肪组织中 FAS mRNA 的丰度分别降低 80%尧
66%和 85%遥 Mildner和 Clarke 等渊1991冤在猪上用重
组猪生长激素渊每千克体重 60 滋g冤处理,结果猪脂肪
组织和肝脏中 FAS mRNA丰度都明显降低渊P<0.01冤遥
Donkin 等渊1996冤用猪生长激素处理大鼠 10 d 后袁大
鼠肝脏中 FAS mRNA的丰度下降 55%遥 Harris渊1993冤
每天给阉公猪每千克体重注射 120 滋g的生长激素袁
11 d 后屠宰袁 结果脂肪组织中 FAS酶活降低 67%袁
FAS mRNA 丰度降低 90%,FAS mRNA 丰度与 FAS
酶活的相关系数为 0.90袁这个结果表明袁生长激素主
要在 FAS 基因转录或 FAS mRNA 的稳定性上发挥
作用遥

生长激素降低 FAS mRNA的丰度,可能是由 FAS
mRNA稳定性降低所致遥 Yin等(1998)发现,用猪生长
激素处理后 ,FAS mRNA 的半存活期从 35 h 降低到
11 h(P<0.01)遥 这个结果表明,一方面猪生长激素增加
了 FAS mRNA的降解速率, 降低 FAS mRNA 的稳定
性遥 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 FAS基因转录活性直接下
降的结果遥 目前大多数研究者均比较认同后一观点遥
Yin等(1998)报道,用生长激素处理的 3T3-F442A的脂
肪细胞,FAS 基因的转录活性降低 82%遥 Moustaid 等
渊1993冤提出袁FAS是一种受胰岛素调节的脂肪合成酶
基因遥但生长激素是通过拮抗胰岛素抑制脂肪酸合成
酶基因转录从而降低 FAS mRNA丰度,还是直接抑制
FAS基因的表达, 目前尚不十分清楚遥 现在有学者提
出的关于生长激素调控 FAS基因表达的作用机理归
纳起来有如下两种:

淤 Moustaid等(1994)认为,生长激素阻断胰岛素
信号进入 FAS基因,降低 FAS基因中与胰岛素应答元
件(IRE)相互作用的反式作用因子的激活,从而调控胰
岛素对 FAS 基因转录的调节作用遥 Yin 等 (1998)在
3T3-F442A脂肪细胞中加 10 ng/ml的胰岛素培养 48 h,

胰岛素 FAS mRNA的丰度增加约 7倍,但在其中同时
加入 10尧100尧1 000 ng/ml的牛生长激素时,FAS mR鄄
NA的丰度分别降低 34%尧65%和 61%,这表明生长激
素通过抑制胰岛素对 FAS基因转录起作用;

于 在 FAS 基因中存在一个生长激素应答元件
(STRE),它直接负反馈调节 FAS基因的转录遥 或许这
两种机理在调控脂肪酸合成酶时同时起作用遥
4.2 胰岛素对脂肪酸合成酶(FAS)的表达调控

试验表明,胰岛素会刺激动物 FAS基因在转录水
平的上调表达遥 Paulauskis等(1989)在大鼠体内试验表
明,给大鼠注射胰岛素,1 h后 FAS mRNA丰度增加了
2倍,6 h增加到 19倍并达到峰值遥Naima(1994)在转染
FAS 基因的 3T3-L1 的脂肪细胞中鉴定 FAS 基因启
动子区胰岛素应答元件(IRE)时发现,FAS基因的上调
表达与胰岛素呈剂量依赖型关系遥 Yin 等 (1998)在
3T3-F442A脂肪细胞中加 10 ng/ml的胰岛素培养 48 h,
FAS mRNA的丰度增加 7倍遥胰岛素介导 FAS基因表
达是由于胰岛素与 FAS 基因启动子区 缘' 端-71-50
位的 IRE结合,从而激活 FAS基因转录的结果遥 Wang
(1997)发现,上游激活因子(Upstream stimulatory factors
USFS袁一种转录激活蛋白)结合于-65位的 Ebox是调
节 FAS基因转录频率所必需的遥
4.3 其它激素对脂肪酸合成酶(FAS)的表达调控

除了胰岛素和生长激素调控 FAS基因表达之外,
糖皮质激素和 T3会增加 FAS mRNA的含量, 而胰高
血糖素尧cAMP 等会降低 FAS mRNA 的含量遥 FAS
mRNA含量的变化受基因转录尧mRNA加工和 mRNA
的稳定性中的一种或几种因素的影响遥Stapleton(1990)
研究认为, 甲状腺素和胰岛素主要在转录水平调控
FAS基因的表达,而胰高血糖素尧cAMP等对 FAS基因
转录无直接影响遥 但 Joseph(1989)认为,大鼠禁食后再
饲喂高碳水化合物后,FAS mRNA丰度上调; 而注射
cAMP会在基因转录水平抑制 FAS基因的转录遥
5 日粮对脂肪酸合成酶渊FAS冤基因的表达调控

已有研究表明,日粮碳水化合物尧蛋白质及脂肪
酸的种类和含量都可能影响动物 FAS酶蛋白的活性
和 FAS基因的表达调控遥
5.1 碳水化合物对脂肪酸合成酶基因表达的影响

早在 1994年 Stahly就指出院 能量水平对脂用型
猪的瘦肉率变化的影响更明显袁脂用型或早熟品种的
猪袁应该通过限制日粮能量水平来提高瘦肉率遥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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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主要提供者的碳水化合物对脂肪酸合成酶基因

表达有重要影响遥 Clarke等渊1990冤为研究高碳水化合
物日粮对肝脏中 FAS基因表达的影响袁 对大鼠禁食
24 h后袁 喂给高碳水化合物日粮袁 测定肝脏中 FAS
mRNA的量遥 结果发现袁大鼠禁食 24 h后饲喂高碳水
化合物日粮袁 肝脏中的 FAS mRNA量接近禁食 48 h
的 100倍遥 随后 Kim又用大鼠进行试验袁分别测定了
大鼠饲喂高碳水化合物日粮尧饥饿状态尧禁食后再饲
喂高碳水化合物 3种情况下 FAS mRNA的丰度遥 结
果发现袁饲喂高碳水化合物日粮的大鼠袁肝 FAS mR鄄
NA丰度增加 3耀5倍曰而饥饿显著降低 FAS mRNA的
丰度袁 禁食后再饲喂高碳水化合物袁FAS mRNA丰度
比禁食组增加 20耀30倍遥

Semenkovich 等(1993)在培养人的 HepG2 细胞时
发现袁 生理浓度的 D-葡萄糖增加 FAS mRNA的丰度
2.7耀5.4倍袁乳酸和柠檬酸也有这种效应袁而 L-葡萄糖
没有这种效应遥 他认为 D-葡萄糖诱导 FAS mRNA丰
度增加主要是提高 FAS mRNA的稳定性袁 而不是在
FAS 基因转录水平调节 FAS 基因的表达 遥 但
Hasegawa等(1999)发现袁一种 DNA结合蛋白-葡萄糖
应答元件结合蛋白(GRBP)袁它结合于脂肪酸合成酶基
因的胰岛素应答元件(IRE)袁从而诱导肝 FAS 基因的
转录遥 给动物饲喂高碳水化合物袁GRBP含量增加袁而
在饥饿尧 饲喂高脂日粮和高蛋白日粮时袁GRBP的含
量降低遥 这些结果表明袁碳水化合物或许在转录水平
上提高 FAS mRNA的丰度遥 也有学者提出袁碳水化合
物可能通过体内胰岛素介导脂肪酸合成酶基因的表

达袁 葡萄糖能显著影响脂肪酸合成酶基因的表达袁饲
喂大鼠高碳水化合物(无脂)日粮补加少量长链不饱和
脂肪酸(PUFA)(20耀30 g/kg)能明显降低脂肪合成能力
及脂肪合成酶活力袁相反袁单不饱和脂肪酸则没有这
种能力遥
5.2 蛋白质对脂肪酸合成酶基因表达的影响

Mildner和 Clarke(1991)研究发现袁饲喂高蛋白日粮
可降低脂肪组织脂肪酸合成酶的 mRNA的数量袁采食
24豫蛋白日粮的猪脂肪组织中 FAS mRNA的含量为
采食 14豫蛋白日粮的 50豫,但对肝脏组织的脂肪酸合
成酶的 mRNA无影响遥 虽然 White(1994)通过限能和
限制蛋白质试验也发现,低蛋白日粮增加大鼠体脂肪
沉积遥但是同时发现其作用原理很可能是由于限能使
得体内神经肽 Y(NPY)提高而引起大鼠采食量增加进

而造成体脂沉积,并非是脂肪酸合成酶的作用遥 另有
研究发现袁饲喂高蛋白日粮可降低脂肪组织脂肪酸合
成酶的 mRNA的数量, 但不影响肝脏组织脂肪酸合成
酶的 mRNA数量(Clarke等,1993),这就会使体脂肪的沉
积减少遥
5.3 脂肪酸对脂肪酸合成酶基因表达的影响

脂肪酸对脂肪酸合成酶基因表达影响的研究相

对较多袁也较为深入遥大量研究表明袁日粮脂肪酸对动
物脂肪酸合成酶活性及其基因的表达具有抑制作用遥
但这种抑制作用与日粮脂肪酸的含量尧脂肪酸的饱和
程度尧链的长短尧双键位置等多种因素有关遥
5.3.1 脂肪酸饱和度对脂肪酸合成酶的影响

Mattew等(1981)分别用无脂肪尧含红花油或牛脂
的日粮饲喂大鼠袁观察多不饱和脂肪酸尧饱和脂肪酸
及无脂肪日粮对有关脂肪合成酶的影响袁测得脂肪酸
合成酶的活性袁喂含牛脂日粮的大鼠显著低于不含脂
肪日粮的大鼠曰喂含红花油日粮的大鼠显著低于喂牛
脂日粮的大鼠遥 Clarke等渊1990冤用添加 10豫饱和脂肪
酸渊软脂酸甘油酯冤尧单不饱和脂肪酸渊三油酸甘油酯
n-9冤尧双不饱和脂肪酸(红花油 n-6)或多不饱和脂肪
酸(鱼油 n-5)的日粮饲喂大鼠袁测定肝脏中脂肪酸合
成酶 FAS mRNA的数量遥 结果表明袁日粮中多不饱和
脂肪酸使肝脏中的 FAS mRNA 水平降低了 75豫耀
90豫遥 鱼油比红花油更有效袁而软脂酸甘油酯和三油
酸甘油酯无影响遥 Willams等(1990)研究表明袁与软脂
酸甘油酯相比袁 鱼油能显著地降低 FAS基因的转录遥
Yoshiharu(1990)报道袁日粮中添加红花油减少大鼠体
脂肪沉积遥蓝干球在总结日粮中营养素对脂肪酸合成
酶基因表达调控中指出袁日粮中的碳水化合物促进了
脂肪酸合成酶基因编码的转录袁但日粮中脂肪则起到
抑制作用袁日粮中脂肪酸对脂肪酸合成酶基因转录的
抑制导致该酶转录减少袁结果降低了脂肪的合成遥 脂
肪酸控制基因转录的能力取决于脂肪酸的碳链长度尧
双键位置和数量遥饱和脂肪酸和(n-9)脂肪族不能抑制
脂肪酸合成酶基因表达袁(n-6)和(n-3)是这些基因表达
的强抑制剂袁多不饱和脂肪酸使脂肪酸合成酶 mRNA
减少 70豫耀90豫 袁这种减少是抑制脂肪酸合成酶基因
转录的结果袁抑制效率不仅取决于(n-6)和(n-3)的量袁
也取决于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日粮中的添加量遥 因此袁
海生鱼油在抑制脂肪酸合成酶基因转录上比植物油

更为有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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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脂肪酸双键位置对脂肪酸合成酶的影响

脂肪酸链上的双键袁特别是从甲基末端起的第一
个双键的位置袁对脂肪酸合成酶活性的影响具有独特
的作用遥 Clarke 等(1990尧2002)尧Dona 等(1996)研究表
明袁当第一个双键位于 n-5时袁对脂肪酸合成酶的抑
制作用比 n-6强袁第一个双键位于 n-9时袁与饱和脂
肪酸相似袁对酶的活性基本无影响遥
5.3.3 脂肪酸碳链长度对脂肪酸合成酶的影响

对大鼠的试验结果表明袁不饱和脂肪酸是脂肪酸
合成酶基因的有效抑制因子袁但脂肪酸的碳链长短不
同袁对肝脏和脂肪组织 FAS基因表达和酶活性的影响
也不同遥 海生鱼油中的 PUFA(C20 n-6和 n-3)比十八
碳的双不饱和脂肪酸对 FAS基因表达及其酶活性的
抑制作用要强袁短链的(C14 和 C16)单不饱和脂肪酸
作用甚微(Clarke等袁1992)遥最近的研究发现袁PUFA不
仅对脂类合成基因的表达有抑制作用袁而且对瘦蛋白
渊leptin冤尧 胰岛素受体基因的表达也有影响渊Nobuko
等袁2000)遥 但 Robert M援Cook渊1996冤又发现袁日粮中的
脂肪酸不是影响猪脂肪组织中脂肪酶和脂肪合成的

主要因素袁它主要受激素和其它营养素渊如蛋白质冤的
影响遥
5.3.4 脂肪酸含量对脂肪酸合成酶的影响

据 Wicker等(1990)报道袁增加日粮中多不饱和脂
肪酶含量袁 会增加胰脂酶的转录和 mRNA 含量遥
Ricketts等(1994)也研究了日粮中油脂类型(红花油和
猪油)和含量(每千克日粮含 50 g和 174 g)对鼠胰脂肪
酶转录和翻译的影响遥 在喂以中等含量(174 g)的红花
油和猪油时, 大鼠胰脂肪酶 rp/3mRNA水平比相应低
脂肪日粮(50 g)分别提高 163豫 和 212豫遥 大鼠胰脂肪
酶 rp//mRNA水平分别提高 50豫和 135豫遥在喂以中等
脂肪含量的日粮时袁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红花油组比
猪油组脂肪酶活性提高 80豫曰但在低脂肪水平时的脂
肪肪酶活性,红花油组比猪油组低 50豫遥 猪油组在不
同脂肪水平,胰酶活性无明显差异遥 Rieketts等(1994)
对脂酶活性与油脂采食量的线性关系作了研究,发现
脂肪酶活性与红花油采食量有线性关系渊R=0援83冤袁而
喂猪油组无线性关系(R=0.24)遥 Ricketts的研究结果显
示袁 胰脂酶 mRNA含量随脂肪含量的增加而增加袁而
胰酶的活力取决于脂肪类型和含量遥
5.4 微量元素及维生素对脂肪酸合成酶的影响

在日粮中添加一定量的微量元素对提高动物生

产性能也有积极作用遥如添加一定量的铜可诱导肝内
脂肪酸合成酶以及线粒体 RNA转录因子 A基因的表
达曰同时袁铜可通过提高生长因子的表达量来促进生
长渊Zhongren Tang等袁2000冤遥 锌主要是在转录水平上
通过基因调节蛋白对基因表达进行特异的调控袁糖
皮质激素受体是与锌有关的基因调节蛋白遥 另外袁铬
可影响多种酶的表达袁 同时它还能提高生长激素基
因的表达袁 从而降低胴体的脂肪含量渊Robert袁1996冤曰
铬同样可以通过提高葡萄糖乳酸盐循环的基因表达

来降低血浆乳酸水平渊Pagan等袁1995冤遥 Wilson渊1997冤
报道袁日粮缺铜诱导肝脏脂肪酸合成遥 给断奶大鼠饲
喂含蔗糖的日粮袁一组日粮中含 Cu 0.7 mg/g渊缺铜组袁
CuD冤袁另一组日粮中含 Cu 50 mg/g渊CuA冤袁CuD 组脂
肪酸合成酶活性增加 20倍渊P<0.05冤遥 FAS mRNA 丰
度增加 30倍袁脂肪酸合成酶基因转录速度增加 25倍
渊P<0.05冤袁这表明铜缺乏可以在转录水平上调节脂肪
酸合成酶基因的表达维生素袁 如维生素 D和维生素
A袁对基因的表达有重要作用遥 维生素 A可以调节几
种蛋白质的表达袁这些蛋白质包括生长激素和磷酸甘
油脱氢酶袁 而后者是脂肪合成的一种关键酶渊Clarke
等袁1992冤
6 应用展望

随着遗传和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迅速发展袁人们对
脂肪酸合成酶的生理功能及作用的研究已取得了重

要进展袁对脂肪酸合成酶基因及其基因表达调控的研
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袁而且还具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遥激素及日粮中的营养成分通过控制脂肪酸合成
酶基因转录袁细胞 RNA 的处理袁控制 RNA稳定性及
其翻译水平调节基因表达袁有效地控制脂肪在机体内
的合成尧沉积袁生产能满足人们生活要求的高瘦肉率尧
低脂肪的鸡肉尧猪肉袁也可用于人的减肥曰通过促进脂
肪合成尧沉积来生产肥肝曰通过测定脂肪酸合成酶的
水平检测癌症袁脂肪酸合成酶抑制剂可以抑制肿瘤生
长袁并诱导癌细胞死亡遥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袁对脂肪酸
合成酶基因及其基因表达调控的研究必将取得突破

性进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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