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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输送机是一种常用的不具有挠性牵引构件的

连续输送机械,利用工作构件即螺旋的旋转运动袁使物
料向前运送,是现代化生产和物流运输不可缺少的重要
机械设备之一遥 螺旋输送机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
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应用,已经遍及冶金尧采矿尧动力尧建
材尧轻工尧码头等一些重工业及交通运输等部门,主要是
用来运送大宗散货物料,如煤尧矿石尧粮食尧砂尧化肥等遥
在机械制造部门,螺旋输送机是生产过程中组成现代化
有节奏流水作业线所必不可少的设备之一, 在粮食尧饲
料尧轻纺织尧化工尧食品等行业,采用螺旋输送机往往不
单纯是输送物料,同时还伴随进行某些工艺处理等遥 螺
旋输送机种类较多尧结构差异大尧设计参数多,并且各参
数之间相互联系和制约,使得设计和选择复杂尧难度大,
尤其是一些主要参数,如果选择和组合不当,将会严重
影响螺旋输送机的生产效率和工作性能遥
1 螺旋输送机工作原理

螺旋输送机主要分为水平和垂直螺旋输送机,可
分别沿水平尧倾斜或垂直方向输送物料,这两种机型也
是最常用的遥 水平螺旋输送机主要利用摩擦力输送物
料,而垂直螺旋输送机主要利用离心力输送物料遥螺旋
输送机根据结构可分为双螺旋输送机和单螺旋输送

机,后者使用较多遥螺旋输送机的安装方式有固定式和
移动式两种,大部分螺旋输送机采用固定式遥 另外,按
轴承布置状况, 螺旋输送机还可分为有吊挂轴承和无
吊挂轴承两类遥 有吊挂轴承是除了在螺旋体两端有轴
承支撑外,在中部还设置轴承,轴承悬挂于壳体上支撑
螺旋体,这种结构的优点是轴的刚度较好,挠曲变形小,
缺点是结构复杂,物料运行不畅,主要用于长度大于 5 m
的螺旋输送机曰无吊挂轴承则只在螺旋体两端有轴承
支撑,结构简单,物料输送运行通畅,但螺旋体轴容易发
生挠曲变形,主要用于长度小于 5 m的螺旋输送机遥

饲料工业中的螺旋输送机主要用于原料的输送

和混合袁长度较短袁水平运送遥 一般采用实体螺旋叶
片尧无吊挂轴承尧等螺距的单头普通水平布置的螺旋
输送机遥 本文仅以此类螺旋输送机进行探讨袁其结构

如图 1所示袁 由一根装有螺旋叶片的转轴和料槽组
成遥 转轴通过轴承安装在料槽两端轴承座上袁转轴一
端的轴头与驱动装置相连遥 料槽顶面和槽底开有进尧
出料口遥其工作原理是院物料从进料口加入袁当转轴转
动时袁物料受到螺旋叶片法向推力的作用袁该推力的
径向分力和叶片对物料的摩擦力袁有可能带着物料绕
轴转动袁但由于物料本身的重力和料槽对物料的摩擦
力的缘故袁不与螺旋叶片一起旋转袁而在叶片法向推
力的轴向分力作用下袁沿着料槽轴向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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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料口 2. 槽体 3. 螺旋轴 4. 卸料口

图 1 螺旋输送机结构

螺旋输送机在输送物料过程中,物料由于受旋转螺
旋的影响, 其运动并非是单纯的沿轴线做直线运动袁而
是在一复合运动中沿螺旋轴做一个空间运动遥 设螺旋
输送机的螺旋为标准的等螺距尧等直径,螺旋面升角为
的单头螺旋遥 当螺旋面的升角 在展开的状态时,螺
旋线用一条斜直线来表示遥下面以距离螺旋轴线 r处的
物料颗粒 M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运动分析(见图 2)遥

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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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物料受力分析

旋转螺旋面作用在物料颗粒 M上的力为 袁由于
物料与叶片的摩擦关系袁 力的方向与螺旋面的法线
方向偏离了 角遥 角的大小由物料对螺旋面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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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及螺旋面的表面粗糙程度决定袁对于一般热压或
用冷轧钢板拉制的螺旋面袁可忽略其表面粗糙程度对
角的影响袁即认为 = 遥 力可分解为法向分力 1袁
和径向分力 2遥 物料颗粒 M在 力的作用下袁在料槽
中进行着一个复合运动袁既沿轴向移动袁又沿径向旋
转袁如图 3所示袁既有轴向速度 1袁又有圆周速度 2袁
其合速度为 遥

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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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物料运动速度分析

当螺旋体以角速度 绕轴回转时, 距离螺旋叶片
任一半径 处的 O点物料颗粒 M的运动速度可由速
度三角形求解遥 叶片上 O点的线速度 O就是物料颗
粒 M牵连运动的速度袁可用矢量 表示袁方向为沿 O
点回转的切线方向曰物料颗粒 M相对于螺旋面的相对
滑动速度袁平行于 O点的螺旋线切线方向袁可用矢量
表示遥 若不考虑叶片摩擦袁则物料颗粒 M绝对运动

的速度 遥 应是螺旋面上 O点的法线方向袁 可用矢量
表示遥由于物料与叶片有摩擦袁物料颗粒 M自 O点

的运动速度 的方向应与法线偏转摩擦角 相同遥 对
进行分解, 则可得到物料颗粒自 O点移动的轴向速
度 1和圆周速度 2遥 其中袁 1就是料槽中物料的轴向
输送速度,而 2则是对物料输送的阻滞和干扰遥

根据物料颗粒 M运动速度图的分析袁 可得到物
料轴向移动的速度为院

1= cos( + )
由于 = n/cos 袁 n越 Osin
亦 1= O sincos cos( + ) (1)
而 O越 窑= 260 窑2 tan = 窑60tan
由于 cos 越1/ 1+[ /(2仔 )]2姨 袁 tan = /(2仔 )
所以(1)式又可写成院

1= 60 窑1- /渊2仔 冤1+[S/(2仔 )]2 (2)
同理可得圆周速度院

2= 60 窑 + /渊2仔 冤1+[ /(2仔 )]2 (3)
式中院 要要要螺旋螺距渊mm冤曰 要要要螺旋转速渊r/min冤曰
要要要物料与叶片间的摩擦系数袁 =tan 曰 要要要叶片

与物料的摩擦角(毅)曰 要要要螺旋面升角(毅)遥
由式(2)及式(3)可得出,物料在料槽内轴向移动速

度 1和圆周速度 2随半径 r而变化的曲线(见图 4)遥

2 1

d/2
螺旋叶片半径 r渊mm冤

图 4 螺旋面上速度的变化曲线

由图 4可见, 2在半径长度范围内是变化的,在螺
旋轴后随半径的增加而减小,因此,物料在螺旋内的移
动过程中要产生相对滑动, 1在半径长度范围内也变
化袁随半径的增加而增加遥 可见,且靠近螺旋轴的物料
的 2比外层的大袁而 V1却比外层的要小曰反之,靠近
螺旋外侧的物料 1大尧 2小遥 这将使内层物料较容易
随螺旋轴转动,因而产生一个附加的物料流遥螺旋在一
定的转数之前, 这种附加的物料流对物料运动的影响
并不显著遥 但是,当超过一定的转数时,物料就会产生
垂直于输送方向的跳跃翻滚, 起搅拌而不起轴向的推
进作用遥这不仅会降低物料的输送效率,加速设备构件
的磨损,而且会增大螺旋功率的消耗遥 因此袁为了避免
这种现象的产生,螺旋的转数不得超过它的临界转速遥
2 螺旋输送机主要设计参数分析

2.1 输送量

输送量是衡量螺旋输送机生产能力的一个重要

指标,一般根据生产需要给定,但它与其它参数密切相
关遥 在输送物料时袁螺旋轴径所占据的截面虽然对输
送能力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于整机而言所占比例不大,
因此,螺旋输送机的物料输送量可粗略按下式计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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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3 600 窑窑 1窑
式中院 要要要螺旋输送机输送量渊t/h冤曰 要要要料槽内物

料层横截面积(m2)袁 = 2仔/4袁其中袁渍要要要填充系数

(见表 1)曰 要要要螺旋叶片直径(mm)曰 要要要物料的单位

容积质量(t/m3)袁它同原料的种类尧湿度尧切料的长度以
及净化方式尧效果等多种因素有关袁其值查阅相关的
手册曰 要要要倾斜输送系数袁考虑到螺旋输送机倾斜布
置时对物料输送效果的影响袁倾斜输送系数见表 1遥

在实际工作中袁 通常不考虑物料轴向阻滞的影
响袁因此物料在料槽内的轴向移动速度 1抑 /60遥

亦Q=47 2 窑窑窑窑 (4)
由上式可以看出袁 螺旋输送机的物料输送量与

尧 尧 尧 尧 尧 有关袁当物料输送量 确定后袁可以调
整螺旋外径 尧螺距 尧螺旋转速 和填充系数 四

个参数来满足 的要求遥
2.2 螺旋轴转速

螺旋轴的转速对输送量有较大的影响遥 一般说
来袁螺旋轴转速加快袁输送机的生产能力提高袁转速过
小则使输送机的输送量下降遥 但转速也不宜过高袁因
为当转速超过一定的极限值时袁物料会因为离心力过
大而向外抛袁以致无法输送遥 所以还需要对转速 n进
行一定的限定袁不能超过某一极限值遥

当位于螺旋外径处的物料颗粒不产生垂直于输

送方向的径向运动时袁则它所受惯性离心力的最大值
与其自身重力之间应有如下关系院

2max 臆
即 2仔 max /60臆姨
考虑到不同的输送物料的影响袁
则 仔 max /30臆 姨
亦 max= 30仔 姨 = 30仔 2姨 (5)
式中院 要要要物料的综合系数(见表 2)曰 要要要重力加速

度(m/s2)曰 max要要要螺旋的最大转速,即临界转速(r/min)遥
令 =30 2姨 /仔袁则式(5)可转化为常见的经验公式院

max= /姨 (6)
式中院 要要要物料的综合特性系数(见表 2)遥

因此袁 螺旋输送机的螺旋转速应根据物料输送
量尧螺旋直径和物料的特性而定袁在满足输送量要求
的前提下袁螺旋转速不宜过高袁更不允许超过它的临

界转速袁即院
臆 max (7)

式中院 要要要螺旋的实际转速(r/min)遥
表 2 物料综合特性系数

物料状态
粉状
粉状
粒状
粒状
块状
块状
液状
液状

磨琢性
无磨琢性
半磨琢性
半磨琢性
磨琢性
无磨琢性
半磨琢性
无磨琢性
磨琢性

举例
面粉尧米粉
水泥尧石灰
小麦尧玉米
砂石尧化肥
豆粕尧菜饼
煤尧矿石
面浆尧纸浆
混凝土尧建材料

K值
0.038 7
0.041 5
0.055 8
0.063 2
0.584 0
0.079 5
0.078 5
0.065 4

填充系数 渍
0.40耀0.50
0.30耀0.40
0.25耀0.30
0.20耀0.35
0.30耀0.35
0.15耀0.20
0.55耀0.60
0.50耀0.55

A值
86
75
46
28
36
15
19
28

2.3 螺旋叶片直径

螺旋叶片直径是螺旋输送机的重要参数袁直接关
系到输送机的生产量和结构尺寸遥一般根据螺旋输送
机生产能力尧输送物料类型尧结构和布置形式确定螺
旋叶片直径遥

将式(6)代入式(4)袁并设 = 1 袁 1为螺旋螺距与
直径的比例系数袁一般取 1=0.8袁则式(4)为

=47 1 窑窑窑窑
52

亦 =( 47 1 窑窑窑 )
25

令 =( 147 1
)

25

则 = 窑( 窑窑 )
25 (8)

式中院 要要要物料综合特性系数遥
物料综合特性系数为经验数值遥 一般说来袁根据

物料的性质袁可将物料分成 4类遥第 1类为流动性好尧
较轻且无磨琢性的物料曰第 2类为无磨琢性但流动性
较第 1类差的物料曰第 3类为粒度尺寸及流动性同第
2类接近袁但磨琢性较大的物料曰第 4 类为流动性差

0
1

0.5
10

0.94
0.46

50
0.70
0.35

5
0.97
0.46

15
0.92
0.42

20
0.88
0.40

30
0.82
0.38

40
0.76
0.36

60
0.64
0.35

70
0.58
0.32

80
0.52
0.32

90
0.46
0.30

表 1 倾斜输送系数

倾斜角度渊毅冤
倾斜输送系数 着
填充系数 渍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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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磨琢强烈的物料遥 各种物料的 值见表 2遥
螺旋叶片的直径通常制成标准系列, =100尧120尧

150尧200尧250尧300尧400尧500 和 600 mm袁目前发展到
=1 000 mm袁最大可达 1 250 mm遥为限制规格过多过
乱袁国际标准化组织在系统研究尧试验的基础上制订
了螺旋输送机标准草案袁规定螺旋直径优先采用 R10
基本系列数据遥 根据式(8)计算出来的 值应尽量圆

整成以上标准直径(mm)遥
2.4 螺距

螺距不仅决定着螺旋的升角, 还决定着在一定填
充系数下物料运行的滑移面, 所以螺距的大小直接影
响着物料输送过程遥输送量 和直径 一定时,螺距改
变,物料运动的滑移面随着改变袁这将导致物料运动速
度分布的变化遥 通常螺距应满足下列两个条件:即考虑
螺旋面与物料的摩擦关系以及速度各分量间的适当分

布关系两个条件,来确定最合理的螺距尺寸遥
从图 2可知袁 物料颗粒 M所受螺旋面在轴向的

作用力 t为
t= ( + )抑 cos( + )
为使 t>0袁必须满足 < /2- 袁因为在 min= /2处

的 最大( 为螺旋轴直径)袁 t最小袁所以许用螺距可
由下式求得院

max臆 tan(仔/2- )或 max臆仔 1 /
若令 1= / 袁则 max臆仔 1 /

式中院 要要要物料与叶片间的摩擦系数曰 1要要要螺旋轴

直径系数袁 1=0.3耀0.6遥
另外袁螺距的大小将影响速度各分量的分布遥 当

螺距增加时袁虽然轴向输送速度增大袁但是会出现圆
周速度不恰当的分布情况曰相反袁当螺距较小时袁速度
各分量的分布情况较好袁 但是轴向输送速度却较小遥
在确定最大的许用螺距时袁必须满足的第二个条件是
建立在使物料颗粒具有最合理的速度各分量间的关

系的基础上的袁即应使物料颗粒具有尽可能大的轴向
输送速度袁同时又使螺旋面上各点的轴向输送速度大
于圆周速度遥 即 2臆 1袁由此可得院

60 窑 + /(2仔 )1+[ /(2仔 )]2 臆 60 窑 1- /(2仔 )1+[ /(2仔 )]2 (9)
整理得院 臆2 tan(仔/4- )袁因此在 2 = 处(在螺旋

外径处)袁故可将上式写成院
'max臆2仔 tan(仔/4- )
所以螺距 S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院

max臆仔 1 /
'max臆2仔 tan(仔/4- )嗓 (10)
物料的摩擦系数同物料在料槽里的运动取向尧运

动速度尧物料的尺寸尧湿度以及螺旋叶片材料及表面
状态等有关遥输送物料的摩擦系数可参考连续运输机
设计手册遥 通常可按下式计算螺距院

= 1 (11)
对于标准的输送机袁 通常螺距为 1=0.8~1.0曰当

倾斜布置或输送物料流动性较差时 1臆0.8曰 当水平
布置时袁 1=0.8~1.0遥
2.5 螺旋轴直径

螺旋轴直径的大小与螺距有关袁因为两者共同决
定了螺旋叶片的升角袁也就决定了物料的滑移方向及
速度分布袁所以应从考虑螺旋面与物料的摩擦关系以
及速度各分量的适当分布来确定最合理的轴径与螺

距之间的关系遥
根据物料的运动分析可知袁要保证物料在料槽中

的轴向移动袁 螺旋轴径处的轴向速度 1要大于 0袁即
螺旋内升角 < /2- 袁又因为 tan = 袁tan = /(仔 )袁所
以螺距与轴径之间的关系必须满足的条件之一是院

逸仔 (12)
实践证明袁对大多数螺旋输送机来说袁一般其螺

旋体的结构均能满足第一个条件的要求但对螺旋体

直径较小(例如 =100 mm)的螺旋输送机来说袁其 2
不一定能满足第一个条件的要求袁因而在确定较小直
径螺旋体的 和 时袁必须进行这项验算工作遥

轴径与螺距的关系还应满足的第二个条件是院螺
旋轴径处的轴向速度 1要大于圆周速度 2袁 即 1>

2袁由式(9)整理可得院
逸 1+1- 窑仔 (13)
根据式(9)计算,当 取 0.3, =(0.8~1) 时, 逸(0.47~

0.59) 曰当 值增加时袁 / 值还要增加遥 也就是说袁根
据式(13)计算得出的轴径相当大袁这势必降低有效输
送截面遥为了保证足够的有效输送截面从而保证输送
能力袁就得加大结构袁使得输送机结构粗大笨重袁成本
增加遥 所以袁螺旋轴径与螺距的关系应是输送功能与
结构的综合袁在能够满足输送要求的前提下袁应尽可
能使结构紧凑遥 由于螺旋输送机的填充系数较低袁只
要保证靠近叶片外侧的物料具有较大的轴向速度袁且
轴向速度大于圆周速度即可遥

一般轴径计算公式为院
=(0.2~0.35) (14)

2.6 填充系数

物料在料槽中的填充系数对物料的输送和能量

的消耗有很大影响遥 当填充系数较小时袁物料堆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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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低袁大部分物料靠近螺旋外侧袁因而具有较高的
轴向速度和较低的圆周速度袁物料在输送方向上的运
动要比圆周方向显著得多袁运动的滑移面几乎平行于
输送方向袁 这时垂直于输送方向的附加物料流减弱袁
能量消耗降低曰相反袁当填充系数较高时袁物料运动的
滑移面很陡袁其在圆周方向的运动将比输送方向的运
动强袁 这将导致输送速度的降低和附加能量的消耗遥
因而袁 填充系数适当取小值较有利袁 一般取 <50%遥
此外袁 倾斜角度的大小对填充系数也有一定的影响遥
各种物料的填充系数 值可参考表 1遥
2.7 倾斜角度

螺旋输送机的倾斜角度对于螺旋输送机输送过

程的生产率和功率消耗都有影响袁一般它是以一个影
响系数的形式来体现的袁倾斜输送系数见表 1遥 螺旋
输送机输送能力将随着倾斜角度的增加而迅速降低袁
同时袁螺旋输送机布置时倾斜角度也将影响物料的输
送效果遥 另外倾斜角度的大小还会影响填充系数袁倾
斜角度对填充系数的影响见表 1遥 倾斜角度越大袁允
许的填充系数越小袁螺旋输送机的输送能力越低遥 因
此袁在满足使用条件的前提下袁螺旋输送机尽量避免
倾斜布置袁而最好采用水平布置曰若工艺需要采用倾
斜布置袁为了提高输送效率袁倾斜角度也不宜太大袁一
般倾斜角度 =100毅耀200毅遥若一级不能满足要求袁可采
用多级倾斜布置袁以减少损耗遥
2.8 传动功率

螺旋输送机的驱动功率袁是用于克服在物料输送
过程中的各种阻力所消耗的能量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部分院淤使被运物料提升高度 (水平或倾斜)所需的
能量曰于被运物料对料槽壁和螺旋面的摩擦所引起的
能量消耗曰盂物料内部颗粒间的相互摩擦引起的能量
消耗曰榆物料沿料槽运动造成在止推轴承处的摩擦引
起的能量消耗曰虞中间轴承和末端轴承处的摩擦引起
的能量消耗遥从另外的角度袁也可以这样分院物料与料
槽间摩擦消耗的功率曰物料与螺旋叶片间摩擦消耗的
功率曰轴承处摩擦消耗的功率曰提升物料及物料颗粒
间相互运动消耗的功率遥

这样袁螺旋输送机的电动机驱动功率袁就由机构
运动过程中所产生的阻力来决定遥阻力主要由以下几
个部分组成院淤物料与料槽之间的磨擦阻力曰于物料
对螺旋的摩擦阻力曰 盂物料倾斜向上输送时的阻力曰
榆物料悬挂轴承下的堆积阻力曰虞物料被搅拌所产生
的阻力曰愚轴承的摩擦阻力遥在计算功率的时候袁为简
便起见袁可以总结螺旋输送机功率为以下几个主要部
分遥 即总的轴功率 应包括物料运行需要功率 1袁空

载运转所需功率 2袁以及由于倾斜引起的附加功率 3
三个部分袁并且

1= /367曰 2= /20曰 3= /367越 sin /367曰
= 1+ 2+ 3= /376+ /20+ sin /367 (14)
式中院 要要要螺旋输送机的驱动功率(kW)曰 要要要

输送量(t/h)曰 要要要输送距离(m)曰 要要要倾斜高度渊m冤袁
= sin 曰 要要要螺旋外径(m); 要要要物料运行阻力系数遥
对于电动机驱动功率为

= (15)
式中院 要要要功率储备系数袁一般取值为 1.2耀1.4曰

要要要电动机传动效率袁 臆0.9袁 一般为了方便取以
0.9计算遥

对于连续运行系统中的螺旋输送机袁由于整个系
统连续作业袁且自动化程度很高袁任何一个部位发生
故障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转遥 因此袁这种场合
使用的输送机应有较大的功率储备遥
3 结语

螺旋输送机是一种连续的物料输送机械袁由于连
续运输机在工作原理尧结构特点尧输送物料的方法和
方向以及其它一系列特性上各有不同袁 因此种类繁
多遥 在螺旋输送机的设计中袁主要是根据输送物料性
质尧输送量尧输送距离尧输送倾角尧螺旋转速来确定螺
旋输送机的生产率和功率遥 设计参数主要有两类袁一
类为设计常量袁它是根据客观规律袁具体条件所确定
的已知数据或者是预先给定的参数遥另一类为设计变
量袁它是设计中可变化的需要确定的结构参数遥 由于
饲料原料多种多样袁 而且原料的特性随原料的种类尧
产地尧湿度以及备料净化方式及效果等各种因素的不
同而改变袁因此袁在确定螺旋输送机的主要参数时袁要
从其输送机理尧物料的特性等方面入手袁尽可能进行
多种试验袁取得一些设计参数袁才能设计出较符合物
料特性的螺旋输送机遥

螺旋输送机对于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袁提高劳动
生产率袁实现物料输送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袁都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未来螺旋输送机发展方向和趋势
是院淤大运量尧高速度尧长使用寿命曰于低能源消耗曰盂
智能化发展曰榆空间可弯曲输送曰虞组合复合化输送袁
向着大型化发展曰愚扩大使用范围曰舆环保意识设计袁
减少污染袁实现绿色设计的目标遥

（参考文献若干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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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惠文 陆国敢 杜仲明

邓惠文，广西彼得汉预混饲料有限公司，工程师，530023，
广西南宁市长岗路五里三号。

陆国敢、杜仲明，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8-04-14

我公司一台 350制粒机(环模直径为 350 mm袁孔
径 2.5 mm)专用于生产颗粒乳猪料遥

2004年新机使用后袁 环模内固定压辊的支承轴
频繁出现断轴故障袁 平均 20 d换轴一次袁 最短 2 d一
次袁每次 1~2根遥 设备生产厂家人员分析故障原因后
认为院频繁发生断轴是由于颗粒料含乳清粉成分偏大
所引起遥

断轴问题不仅影响颗料饲料正常生产袁还增大制
粒生产成本遥 为解决频繁断轴故障袁2年多来袁厂家先
后采用增大支承轴轴径(从 准=18 mm增大至 22 mm)袁
更换压辊轴套等多种改进措施袁 使断轴频率稍有降
低袁但故障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遥

为找到消除断轴办法袁2007 年我们对故障原因
进行分析袁依据分析结果袁加工 2支有弹性的支承轴
并安装上机试用袁结果表明院在制粒工艺参数相同情
况下袁弹性支承轴寿命超过 210 d渊至 2008年 6月 21
止冤袁尚未发生断轴现象袁很好地解决了断轴问题袁且
产量不下降遥

同时我们了解到同行的制粒机也存在类似的问

题遥 为给同型号制粒机用户提供一个参考袁现将解决
支承轴断裂方法介绍如下遥
1 支承轴的作用与环模尧压辊的结构关系渊见图 1a尧
图 1b冤

从 图 1a尧图 1b 可见袁制粒装置的环模内有 2个
压辊渊含压辊轴冤袁2根支承轴和一块前板曰支承轴的
一端分别以螺纹紧固在座板上袁另一端分别穿接前板
中间 2个孔位对前板起支撑作用袁前板对 2个压辊的
悬臂端起固定作用 渊压辊悬臂轴端有摆动的角度 y1袁
所以需由前板固定冤遥 2个压辊与环模有装配间隙 茁1尧
茁2遥 当环模转动时袁两个压辊随环模转动袁当粉料被喂
入环模和压辊形成的挤压区即被逐步挤压袁并从环模
孔挤出形成颗粒料遥

支承轴 环模 前板

环模

压缩区

压辊与环模间隙 茁2茁1

压辊

压辊轴

A
X

A

M

M

渊a冤

前板

环模

压辊

压辊轴套

压辊轴
座板支承轴

茁2

F1-F2 F2 -F1

X y1 y1 y1

吟F=F2-F1

渊b冤
图 1 支承轴与压辊、环模的结构

2 断轴原因分析

我们分析袁挤压粉料过程压辊是有振动的袁而振
动结果引起支承轴断裂遥造成压辊振动的原因是 2个
压辊受到往复变化挤压力而引起的遥从图 1a中可见袁
当粉料被压辊挤压出环模过程中袁粉料对压辊同样产
生很大的挤压力曰由于喂入到两个压辊间隙粉料量瞬
间不能绝对相等袁因此间隙 茁1尧茁2所形成的挤压力渊X
轴向冤分别对 2个压辊产生方向相反尧大小不等的推
力 F2和原F1袁由于 F2原F1屹0袁所以动态推力差 驻F=F2原F1
随之产生曰若 驻F足够大且在往复变化的条件下袁2个
压辊渊与前板冤便发生 X轴方向振动遥

压辊振动还与环模转速有关袁环模每转动一定角
度都可能使 驻F方向和大小发生变化袁 如按环模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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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360 r/min分析袁压辊振动频率应远大于 6 Hz遥
由于压辊和前板渊见图 1a冤产生 X 轴方向振动袁

而起支撑前板作用的支承轴体强度不足以抑制振动

的发生袁所以其悬臂端也随前板一起振动曰振动使轴
体产生反复弯折作用袁而轴体揉性又不够袁一段时间
后袁材料产生应力疲劳袁继而引起断轴袁这是支承轴断
裂的主要原因(见图 2)遥

L

P
ymax

图 2 支承轴的弯曲状况

除 X方向的振动外袁如果考虑到挤压粉料时环模
会有微小的弹性变形和径向跳动袁前板渊因压辊挤压
粉料而产生的扭转矩 M冤袁 压辊轴与衬套间隙磨损增
大等因素影响袁压辊与前板振幅会更大袁支承轴受力
状况更为复杂袁更容易发生断轴情况遥
3 解决断轴方法

断轴的发生证明支承轴是处于振动受力状态的,而
解决断轴简易方法是改变支承轴的结构以适应振动的

要求遥 据此分析我们重新设计支承轴并满足以下要求:
淤 支承轴的尺寸符合原轴装配要求曰
于 支承轴固定后能承受前板产生的扭转矩 M曰
盂 支承轴的截面积 S逸原轴 S1袁保证支承轴的强

度要求曰
榆 考虑支承轴自振频率远大于 6 Hz曰
虞 保证轴端的最大振幅处于材料的弹性极限范

围内遥在环模的约束下,支承轴悬臂端振动的幅度 茁是
有限的(茁臆1.5 mm),设计支承轴端点挠度 ymax逸茁max遥 按
轴悬臂梁挠度公式渊参见叶机械工程设计手册曳冤计算院

max=原 3
3 逸1.5 mm

式中院 要要要轴端载荷渊N冤曰
要要要杆长渊mm冤曰
要要要材料弹性模数渊MPa冤曰
要要要截面轴惯性矩渊mm4冤遥
按上要求袁我公司所加工的弹性支承轴在使用中

达到了预期效果并验证上述分析和计算是正确的遥图
3所示是外形图袁图 3中弹性段具体结构是以多薄片
组合而成遥

M22

212 mm
119 mm M24

弹性段

图 3 支承轴外形

通过改变支承轴结构解决断轴难题袁我们的体会
是袁有上述类似现象的 350制粒机用户袁如将原有支
承轴改为弹性轴后袁轴体寿命可延长 5倍以上袁甚至
可消除断轴现象曰这对降低制粒成本和稳定生产均有
明显效果遥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工 艺 设 备邓惠文等：350制粒机支承轴断轴故障与解决

日前，国家农业部将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自主研发构建的猪蓝耳病预防控制平台列为唯一成功技术向全

国推广使用。

猪蓝耳病学名为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1987年在美国首先发现，1995年开始在中国流行。猪群一旦感染蓝耳病，就会造
成母猪繁殖障碍和仔猪发育迟缓，并且在猪群中循环传播，很难从猪群中净化，对养猪业造成长期危害。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国家兽医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经过二十年努力，利用先进的病毒致弱技术，研制成功了猪繁殖与呼吸

综合征活疫苗。同时又对毒株的结构基因进行研究，构建了以伪狂犬疫苗毒为载体的重组活载体疫苗。通过对这些技术的优

化整合，哈兽研构建了我国唯一的猪蓝耳病防控技术平台。

这个防控技术平台有多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中灭活疫苗和弱毒疫苗是国内唯一获准销售的猪蓝耳病灭活疫苗，

有效率达 90%，已生产 3 000多万头份，为我国控制猪蓝耳病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国外同类技术相比，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研制
的疫苗和相关技术具有生产成本低廉、高效和安全的明显优势，国际市场前景广阔。

窑信息采撷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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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杰 陈 鹏 郭福有 李春雨 杨纯芬

摘 要 试验选取 55周龄快大黄羽肉种鸡 1 350只，随机分为 9组，每组 10个重复，每重复 15
只。在夏季高温环境下[平均舍温（30.09依3.12）益]，进行不同能量和蛋白质水平对肉种鸡生产和孵化性
能影响的试验。采用 3个能量水平（11.08、11.29、11.50 MJ/kg）伊3个蛋白水平（15.5豫、16.5豫、17.5豫）
的双因子交叉试验设计 9种不同能量、蛋白水平的日粮进行饲喂，试验期 8周。试验结果表明，不同蛋
白水平对种鸡生产性能有显著影响，低蛋白水平的 D、G两组比高蛋白的 C、F、I三组在日均采食量、产
蛋率、合格种蛋率、受精率、活胚率、入孵蛋孵化率等指标上均表现优异，有些指标差异达显著水平

（P<0.05）。而不同能量水平对这些指标影响不显著。所以夏季高温环境下，过多提高日粮的蛋白质水
平不一定有利于提高或保持种鸡的产蛋和孵化性能。试验得出的最适宜营养水平为：代谢能 11.29耀
11.50 MJ/kg，蛋白质 15.5豫，蛋能比为 13.48耀13.73 g/MJ。

关键词 黄羽肉种鸡；夏季高温；蛋白质；能量；生产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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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袁 蛋鸡产蛋的最适温度为 13耀23 益袁在
这个温度范围内袁蛋鸡的产蛋性能及饲料利用率都较
高遥 而高温环境对蛋鸡的生产性能有较大的影响袁高
温时鸡散热减少袁 需通过加快呼吸频率来增加散热袁
而呼吸加快等生理活动抑制下丘脑的摄食中枢袁导致
采食量减少袁并使机体生理功能紊乱袁这直接导致家
禽生产性能下降遥通常需要提高日粮的营养素浓度缓
解热应激的影响袁以维持正常的生产水平遥但是袁如果
过高提高日粮的营养浓度袁一方面鸡在热应激环境中
能量维持需要降低袁并不需要过高的能量曰另一方面
增加蛋白质摄入量的同时也增加了热增耗袁这反而加
重了热应激的影响遥 因此袁有必要研究热应激下鸡适
宜的营养调控方式袁为蛋鸡生产提供指导遥目前袁国内
外在不同能量和蛋白水平对蛋鸡及肉鸡生长和胴体

品质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袁但对肉种鸡产蛋及孵化性
能影响的研究未见报道遥 为此袁本试验旨在探讨夏季
高温环境下快大黄羽肉种鸡产蛋后期适宜的代谢能尧
粗蛋白质水平袁为此时肉种鸡的饲料配制及生产提供
科学依据遥
1 材料和方法

1援1 试验动物及饲养管理

选 55 周龄快大岭南黄羽父母代肉种鸡 1 350
只袁 随机分成 9组袁 每组设 10个重复袁 每个重复 15
只曰饲养于同一开放舍内袁两层全阶梯笼养袁每笼 3只,
自由饮水和采食袁常规饲养管理和免疫遥 试验期为 8
周,选择夏季高温季节进行(7耀9月),平均舍温 (30.09依
3.12) 益袁平均湿度为渊74.83依8.02冤%遥
1援2 试验日粮及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 3渊代谢能水平冤伊3渊蛋白质水平冤双因
子试验设计遥 试验设计及日粮营养水平分别见表 1尧
表 2遥

表 1 试验设计

项目
15.5%
16.5%
17.5%

11.08 MJ/kg
A
B
C

11.29 MJ/kg
D
E
F

11.50 MJ/kg
G
H
I

1援3 试验方法及测定指标

1.3.1 鸡舍温度尧湿度记录
记录每日 8:00尧14:30尧17:30 鸡舍内的温度和湿

度袁计算平均值为每日平均温度尧湿度遥
1.3.2 生产及孵化性能测定

试验期间袁每日观察试验种鸡的健康状况袁记录
各组各重复的死亡鸡数尧日采食量尧产蛋数尧合格种蛋
数尧破蛋数尧软壳蛋数和畸形蛋数遥 种蛋孵化后袁记录
各组各重复的入孵数尧光蛋数尧活胚数尧死蛋数尧毛蛋
数尧健苗数和次苗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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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组饲料原料组成及营养水平

项目
原料组成(%)
玉米
麦麸
棕榈油
豆粕
鱼粉(64.5%)
石粉
磷酸氢钙
1%预混料
总计
营养水平
ME(MJ/kg)
CP(%)
赖氨酸(%)
蛋氨酸(%)
钙(%)
有效磷(%)

A
63.6
5.0

19.0
2.5
7.6
1.3
1.0

100.0
11.08
15.5
0.81
0.39
3.20
0.41

G
65.0
1.7

21.3
2.0
7.6
1.4
1.0

100.0
11.50
15.5
0.82
0.39
3.20
0.41

I
53.8
5.0

30.9
7.6
1.7
1.0

100.0
11.50
17.5
0.95
0.40
3.22
0.41

B
62.6
0.3
26.8
7.6
1.7
1.0

100.0
11.08
16.5
0.86
0.39
3.21
0.41

C
58.8
0.9

30.0
7.6
1.7
1.0

100.0
11.08
17.5
0.93
0.40
3.22
0.41

D
66.65

0.3
21.5
1.5
7.6

1.45
1.0

100.0
11.29
15.5
0.81
0.39
3.20
0.41

E
60.5
1.9
27.3
7.6
1.7
1.0

100.0
11.29
16.5
0.86
0.39
3.21
0.41

F
56.1
3.0

30.6
7.6
1.7
1.0

100.0
11.29
17.5
0.94
0.40
3.22
0.41

H
57.7
4.0
28.0
7.6
1.7
1.0

100.0
11.50
16.5
0.88
0.39
3.21
0.41

1援4 数据处理

数据记录统计后袁用 SPSS13.0软件的 GLM模型
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及 Duncan's法多重比较分析遥
2 结果与分析

2援1 夏季高温下不同能量和蛋白水平对黄羽种鸡采

食量的影响渊见表 3尧表 4尧表 5冤
双因素方差分析后由表 3尧表 4 可见袁日粮能量

水平对日均采食量影响不显著渊P>0.05冤袁可能是夏季
高温下肉种鸡的能量维持需要降低了袁采食量不增加
也可满足其能量需要曰而日粮蛋白水平对日均采食量
影响极显著(P<0.01)袁其中粗蛋白为 16.5豫和 17.5豫的
组采食量显著高于 15.5豫的组袁推测是高蛋白饲料中
含有较多的豆粕袁改善了日粮的适口性袁刺激了种鸡
的采食遥 由表 5可见能量和蛋白交互作用极显著(P<
0.01)袁低能量高蛋白的 C组采食量最高袁低蛋白的 A尧
D尧G组均比较低,差异显著(P<0.05)遥

2援2 夏季高温环境下不同能量和蛋白水平对黄羽种

鸡产蛋率的影响

由表 3尧表 4 可见袁能量水平同样对产蛋率影响
不显著渊P>0.05冤袁这同样说明袁夏季高温环境下种鸡
不需要增加能量来维持产蛋曰而日粮蛋白水平对产蛋
率影响极显著渊P<0.01冤袁蛋白水平高的黄羽种鸡产蛋
率反而低遥 进一步分析表明两者的交互作用极显著
渊P<0.01冤袁由表 5可见袁中高能量低蛋白的 D尧G 组产

蛋率比中高能量高蛋白的 F尧I二组提高了 5耀6个百
分点袁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这可能是日粮中过高的蛋
白质水平增加了热增耗袁加重了代谢负担袁高温环境
下热应激反应加重袁降低了种鸡的产蛋率遥
2援3 夏季高温环境下不同能量和蛋白水平对黄羽种

鸡合格种蛋率的影响

同样由表 3尧表 4 可见袁日粮能量水平对合格种
蛋率影响显著渊P<0.05冤遥 这说明袁在夏季高温环境下

热应激专栏马杰等：夏季高温环境下快大黄羽肉种鸡产蛋后期最适能量和蛋白质水平的研究

项目
11.08 MJ/kg
11.29 MJ/kg
11.50 MJ/kg

日均采食量渊g/d冤
117.88依13.23
117.92依14.40
117.53依13.27

产蛋率渊豫冤
53.23依14.33
52.68依14.67
52.91依14.60

合格种蛋率渊豫冤
88.60依12.87b

88.48依13.61b
87.47依14.01a

产合格种蛋率渊豫冤
47.01依13.83
46.45依14.16
46.17依14.27

表 3 不同能量水平对种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注院同一指标中肩标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含有相同字母或不标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表 5尧表 6尧表 8同遥

表 5 能量和蛋白交互作用对种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项目
A组
B组
C组
D组
E组
F组
G组
H组
I组

能量渊MJ/kg冤
11.08
11.08
11.08
11.29
11.29
11.29
11.50
11.50
11.50

产蛋率渊豫冤
52.26依14.4bc
53.17依14.24cd
54.25依14.30de
55.34依14.30e
52.00依14.82bc
50.74依14.54ab

55.79依14.02e

53.24依14.51cd
49.70依14.65a

合格种蛋率渊豫冤
87.11依13.66ab
89.51依12.06c
89.19依12.74c
89.44依12.25c
87.31依13.41ab
88.69依14.97bc

89.13依12.81c

86.24依14.20a
87.03依14.81a

产合格种蛋率渊豫冤
45.39依13.75b
47.40依13.71c
48.23依13.89cd
49.45依14.07d
45.12依13.92b
44.78依14.04b

49.67依13.94d

45.70依13.88b
43.14依14.23a

蛋白渊豫冤
15.5
16.5
17.5
15.5
16.5
17.5
15.5
16.5
17.5

日均采食量渊g/d冤
114.88依12.68a
117.91依11.90b
120.84依14.33d
115.33依14.47a
119.86依12.70cd
118.57依15.54bc

114.44依13.43a

119.70依13.91cd
118.45依11.83bc

项目
15.5豫
16.5豫
17.5豫

日均采食量渊g/d冤
114.88依13.54a
119.16依12.89b
119.28依14.02b

产蛋率渊豫冤
54.46依14.32c
52.80依14.53b
51.57依14.62a

合格种蛋率渊豫冤
88.56依12.95
87.69依13.31
88.31依14.23

产合格种蛋率渊豫冤
48.17依14.05b
46.07依13.87a
45.39依14.21a

表 4 不同蛋白水平对种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注院同一指标中肩标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袁含有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袁表 7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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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提高日粮能量水平袁 减少了畸形蛋和破壳蛋袁相
应提高了合格种蛋率曰而日粮蛋白水平对合格种蛋率
的影响不显著渊P>0.05冤遥 由表 5看出袁在两者的交互
作用下袁 中高能量低蛋白的 D尧G组的合格种蛋率均
达到 89豫以上袁 而 F尧H尧I 组的合格种蛋率分别为
88.69豫尧86.24豫和 87.03豫袁D尧G 两组均显著高于 H尧I
两组(P<0.05)袁和产蛋率的变化一致遥 说明日粮中过高
的蛋白加重了种鸡热应激袁降低了产蛋率袁同时也降
低了合格种蛋率遥
2.4 夏季高温环境下不同能量和蛋白水平对黄羽种

鸡产合格种蛋率的影响

由以上分析发现,能量和蛋白对种鸡的产蛋率和
合格种蛋率有不同的影响效果,由表 3尧表 4尧表 5 可
见,鸡产合格种蛋率变化规律和产蛋率非常相似,日粮
能量水平同样对产合格种蛋率影响不显著渊P>0.05冤曰
蛋白水平对其影响却极显著(P<0.01),蛋白质水平高的

种鸡产合格种蛋率反而低遥 中高能量低蛋白的 D尧G组
产合格种蛋率比中高能量高蛋白的 F尧I二组提高了 5耀
6个百分点(P<0.05),可见蛋白质对种鸡产蛋的影响较
大,产蛋率高的产合格种蛋率也高遥
2援5 夏季高温环境下不同能量和蛋白水平对种蛋孵

化性能的影响渊见表6尧表 7尧表 8冤
表 6 不同能量水平对种蛋孵化性能的影响（豫）

项目
11.08 MJ/kg
11.29 MJ/kg
11.50 MJ/kg

受精率
91.33依5.96
91.90依6.24
92.47依5.80

18日活胚率
87.93依6.69
87.98依7.54
88.32依7.30

入孵蛋孵化率
81.45依8.54
81.83依8.57
82.30依8.72

健雏率
91.77依8.23
92.62依6.22
92.34依5.66

表 7 不同蛋白水平对种蛋孵化性能的影响（豫）
项目

15.5豫
16.5豫
17.5豫

受精率
92.54依5.86b
92.40依5.43b
90.76依6.55a

入孵蛋孵化率
82.25依8.83b
83.03依7.19b
80.30依9.45a

健雏率
91.52依6.16
92.99依5.53
92.21依8.31

18日活胚率
88.89依6.76b
88.77依6.50b
86.56依7.98a

表 8 能量和蛋白交互作用对种蛋孵化性能的影响

项目
A组
B组
C组
D组
E组
F组
G组
H组
I组

入孵蛋(枚)
3 456
3 752
3 630
3 684
3 394
3 475
3 691
3 525
3 418

受精蛋渊枚冤
3 137
3 448
3 317
3 454
3 139
3 108
3 436
3 272
3 217

18日活胚率渊豫冤
87.57依7.78abc
89.10依5.66bc
87.12依6.40ab

90.02依5.66c
88.48依6.68bc
85.43依9.18a
89.07依6.54bc
88.75依7.13bc
87.13依8.10ab

入孵蛋孵化率渊豫冤
80.56依10.20ab
83.13依6.54b
80.67依8.34ab

83.53依7.69b
82.45依7.43b
79.50依9.95a
82.67依8.23b
83.51依7.59b

80.73依10.02ab

健雏率渊豫冤
90.90依5.90
92.65依5.64
91.75依11.69
92.07依6.37
93.17依6.36
92.62依5.94
91.59依6.23
93.16依4.50
92.27依6.06

出雏数渊只冤
2 784
3 119
2 928
3 077
2 798
2 764
3 051
2 944
2 759

种蛋受精率渊豫冤
90.76依6.88ab
91.89依5.17bcd
91.37依5.72abc

93.76依4.50d
92.48依6.01bcd
89.45依7.18a
93.09依5.60cd
92.83依5.10bcd
91.50依6.55bc

双因素方差分析后由表 6尧表 7 可见袁日粮能量
水平对种蛋受精率影响不显著渊P>0.05冤袁但蛋白水平
对受精率影响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袁高蛋白水平组受
精率较低遥 两者的交互作用由表 8可见袁 中高能量低
蛋白的 D尧G组的受精率最高袁 分别达到了 93.76豫和
93.09豫袁 而高蛋白的 C尧F和 I组的受精率仅分别为
91.37豫尧89.45豫和 91.50豫袁D 组显著高于 C尧F尧I三组
渊P<0.05冤遥 这说明袁在夏季高温下提高日粮蛋白水平
加重了热应激袁降低了黄羽种鸡的受精率遥
2援6 夏季高温环境下不同能量和蛋白水平对种蛋活

胚率的影响

由表 6尧表 7尧表 8发现袁日粮能量水平对 18日活
胚率影响不显著渊P>0.05冤曰蛋白水平对活胚率影响差
异极显著渊P<0.01冤袁高蛋白水平降低了种蛋活胚率遥
B尧D 和 G 组的活胚率较高袁 分别达到了 89.10豫尧
90.02豫和 89.07豫袁 而高蛋白的 C尧F和 I组的活胚率
仅为 87.12豫尧85.43豫和 87.13豫袁D组显著高于 C尧F尧I
三组渊P<0.05冤遥 这再次说明夏季高温环境提高日粮蛋

白水平加重了热应激袁也降低了合格种蛋的品质遥
2援7 夏季高温环境下不同能量和蛋白水平对入孵蛋

孵化率的影响

同样由表 6尧表 7尧表 8可见袁日粮能量水平对入
孵蛋孵化率影响不显著渊P>0.05冤曰日粮蛋白质水平对
入孵蛋孵化率影响极显著渊P<0.01冤袁高蛋白水平的入
孵蛋孵化率较低遥 同样是中低蛋白水平的 B尧D尧G和
H 组的入孵蛋孵化率均较高 袁 分别为 83.13豫尧
83.53豫尧82.67豫和 83.51豫袁 而高蛋白水平的 C尧F和 I
组的入孵蛋孵化率仅为 80.67豫尧79.50豫和 80.73豫袁B尧
D尧G尧H组均显著高于 F组渊P<0.05冤遥 这与产蛋率尧受
精率尧活胚率的结果一致遥
3 讨论和结论

夏季高温环境下家禽采食量减少袁一般认为需要
增加日粮中能量浓度以满足动物机体能量的需求袁但
本试验得到的结果是能量水平对于种鸡生产及孵化

性能基本没有影响袁这可能是高温环境中袁家禽本身
的能量需求不高袁虽然采食量有所减少袁但如果能量

热应激专栏 马杰等：夏季高温环境下快大黄羽肉种鸡产蛋后期最适能量和蛋白质水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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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仍可以满足本身的需求袁 就不会摄取更多能量袁
也有可能本试验设置的能量梯度跨度不大袁没有造成
显著影响遥同样袁一般认为采食量的减少袁摄入的蛋白
质也减少袁所以应该提高日粮中蛋白质水平来弥补蛋
白质的缺乏袁但本试验得到的结果是增加日粮蛋白质
水平反而降低了生产性能袁可能是过剩的蛋白质产生
的热增耗比碳水化合物尧脂肪高袁增加了畜禽的代谢
负担袁加重了热应激袁使鸡处于不良状态袁从而产生了
由产蛋到种蛋孵化一系列负面影响袁 所以高温环境
中袁盲目提高蛋白质水平不一定有利遥

此外袁分析还发现日粮中能量和蛋白两个影响因
素之间存在较强的交互作用遥 高能量水平下袁低蛋白
组优于高蛋白组袁而低能量水平下袁高蛋白组反而优
于低蛋白组曰 同样的结果出现在不同的蛋白水平中袁
高蛋白水平下袁低能量组优于高能量组袁而低蛋白水
平下袁高能量组优于低能量组遥 因此推测蛋白和能量
这两个因素是相互影响的袁当其中一个因素达到较高

的水平时袁鸡本身可能会产生某种调节机制袁降低另
一个因素的需求量袁 过量反而会对鸡造成不利影响遥
所以当两个因素处于一高一低水平时袁生产性能反而
较好袁但以上只是推测袁还需要更进一步研究证实遥不
过在高温环境下袁蛋白质的量对鸡的影响似乎更大一
些袁因为中高能低蛋白要优于其它的各种组合袁而蛋
白质一旦升高袁生产性能便迅速降低遥 因此高温环境
下袁盲目提高营养水平是不可取的袁能量和蛋白两者
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才能保证生产袁对发挥动物
在不同阶段的生产潜能很重要遥本试验的结果是夏季
高温条件下袁可适当降低蛋能比袁以缓解热应激袁但前
提是满足能量和蛋白需求遥 适宜的营养水平为院代谢
能 11.29耀11.50 MJ/kg袁蛋白质 15.5豫袁蛋能比为 13.48耀
13.73 g/MJ遥

（参考文献 17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张学智，mengzai007@163.com）

远离应激误区 开创科学抗应激新理念
姚浪群 于畅游

姚浪群，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博士，100081，北京
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
于畅游，北京爱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收稿日期：2008-05-12

1 关注动物应激 构建和谐畜牧业

经过近 20年的实践袁 畜牧生产集约化和工业化
在给畜牧业带来了革命性变化的同时袁也严重暴露出
变革的背后存在着这一体系所无法克服的问题要要要
畜禽应激综合征袁畜禽应激的危害正日益突出并已成
为阻碍畜牧业发展最活跃的因素之一遥当前畜牧生产
中出现的免疫失败问题尧疾病混合感染问题尧生物安
全问题尧畜产品品质问题尧动物福利问题等无不与应
激密切相关遥

随着动物品种日趋成熟尧营养日趋完善袁解决畜
禽应激问题将是 21世纪我们即将面临的一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遥 无视动物的基本需求和痛苦袁只会最终给
人类自己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遥 2003年的野非典冶尧2005
年的野禽流感冶和野链球菌病冶尧2006年的野高致病性蓝
耳病冶袁可谓是最有力的见证袁给我们人类敲响了一个
又一个警钟遥 应激是万病之源袁这一野隐形杀手冶不仅

残酷地吞噬着我们的饲养成本袁同时给我们人类带来
前所未有的灾难遥

著名动物营养学家张子仪院士提出, 对待类似禽
流感的传染病问题,应该在野防重于治冶的基础上强调
野养重于防冶或野养防并举冶曰要给动物以友好舒适的饲
养环境,符合正常生理需求的营养条件,增加动物自身
的抗逆能力(抗应激能力),在野养冶和野防冶上狠下功夫,在
尊重科学发展的原则上,寻求人类与自然的长期共荣尧
和谐相处之路遥 因此,畜牧业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寻求人
畜长期共存共荣的科学发展的过程遥 用一句话来讲,就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关注动物应激,构建和谐畜牧业遥
2 远离应激误区

如前所述袁畜禽应激综合征一直是困扰着我国养
殖业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袁它时刻阻碍着现代畜
牧业向高产尧高效和优质方向发展遥 自从加拿大生理
学家 Selye在 1936年提出应激学说袁国内外学者进行
了大量有关动物应激与抗应激的研究工作袁也总结出
很多卓有成效的抗应激技术遥

近几年袁我国动物抗应激添加剂也犹如雨后春笋
般大量涌现袁这些产品虽然填补了国内抗应激添加剂
空白袁但其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尧作用机理也各不相同袁
令饲料企业技术经理们常常不知如何正确选择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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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应激添加剂遥根据笔者多年来对动物应激与抗应激
技术的深入研究与反复实践袁结合目前市场上普遍存
在的一些共性问题袁发现大家对动物应激与抗应激的
认识上存在着诸多误区遥
2.1 一味地追求野镇静安神冶作用

多年以来袁 人们一直进入了一个很大的误区院只
要提到抗应激袁就是让动物镇静安神袁让猪不打架不
咬尾尧让鸡不啄肛不啄羽遥殊不知袁这种传统的抗应激
观念其实很不科学袁曾给我们饲料行业带来了巨大的
经济损失袁我们有试验为证渊见表 1尧2冤

表 1 氯丙嗪对生长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项目
对照组
氯丙嗪组
某产品组

头均始重(kg)
30.12依0.46
29.71依0.46
29.96依0.46

头均末重(kg)
52.27依7.31
50.33依7.59
49.96依5.59

头均采食量(kg)
2.25依0.96
2.12依1.05
2.17依0.98

日增重(g/d)
738.56依41.14
687.22依51.63
666.56依36.

料肉比
3.05依0.86
3.09依0.94
3.24依0.97

注院淤资料来源院姚浪群等袁1999曰 于氯丙嗪组添加 100 g/t氯丙嗪曰盂某产品渊为市售的具有镇静安神作用之产品冤组添加
量为 100 g/t曰 榆试验期 30 d遥

表 2 安定对育肥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项目
对照组
安定组

头均始重(kg)
50.33依7.59
50.55依4.06

头均末重(kg)
79.99依27.53
76.87依26.18

头均采食量(kg)
2.74依16.83
2.66依39.16

日增重(g/d)
872.55依0.05
756.54依0.10

料肉比
3.15依0.25
3.52依0.30

注院淤资料来源院姚浪群等袁2000曰 于安定组添加 10 g/t安定曰盂试验期为 34 d遥

从表 1尧表 2 两个试验的结果不难看出袁日粮中
添加镇静安神类药物也许从表面上可以缓解或抑制

猪的打架咬尾现象袁但对改善猪的生产性能并无积极
意义袁反而不利于猪的正常生长遥 这可能是因为长期
在动物日粮中添加镇静安神类药物可使动物长期处

于一种被动睡眠状态袁 违背了动物正常的生活规律
渊生物钟冤袁同时镇静剂在麻醉中枢神经系统的同时也
将麻醉机体整个消化系统袁不利于消化遥

众所周知袁野应激冶渊stress冤是指机体对外界或内部
的各种非常刺激所产生特异性应答反应的总和袁是动
物体对机体内外刺激或挑战的反应渊response to chal鄄
lenge冤遥在现代应激概念中袁应激反应的目的是动员机
体的防御机能克服应激源的不良作用袁保持机体在极
端情况下的稳态遥然而这种野稳态冶的维持常常需要机
体付出惨痛的代价袁强烈应激或应激时间过长都会给
动物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内在损害渊如机体免疫力显
著降低尧胃肠道粘膜屏障损伤等冤袁而所谓的猪打架咬
尾尧鸡啄肛啄羽,仅仅是应激反应的外在表现遥 因此市
场上宣称能够消除猪打架咬尾和鸡啄肛啄羽袁起到镇
静安神的抗应激添加剂,只是暂时掩盖了其外在的应
激反应表象,并没有就应激对动物机体造成的内在损
伤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预防和修补,可谓治野标冶不治
野本冶遥 况且,经过我们多年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养殖场
内猪的打架咬尾现象其实并不严重,适当的打架咬尾
是猪的天性所为,不会影响猪正常的生长速度袁用不
着大惊小怪遥因此,过分强调或一味地追求抗应激添加
剂镇静安神的效果,只会背离抗应激的本质遥

2.2 电解质尧酸制剂微量化袁根本没有实际作用
热应激时袁 在饲料中添加 NaHCO3尧KCl尧NH4Cl尧

K2SO4等电解质或有机酸制剂 渊如柠檬酸尧 延胡索酸
等冤袁均可以很好地缓解呼吸性碱中毒袁调节体液电解
质平衡遥 试验研究表明袁电解质尧酸制剂在热应激时袁
每吨全价饲料有效添加量至少 1耀3 kg以上袁 有时甚
至高达十几千克遥 然而袁目前市场上抗应激产品添加
量一般不超过 200 g/t全价饲料袁由此可见袁抗应激添
加剂中添加量很低的电解质尧酸制剂显然无法起到相
应的作用袁只能依靠另行添加遥
2.3 过分强调诱食

应激条件下袁畜禽采食量普遍下降袁这是应激给
动物带来的最致命的生产表现遥有关应激影响动物采
食量的机理虽还不十分明了袁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
究显示袁应激引起采食量降低可能与体内糖皮质激素
分泌过高导致机体神经肽 Y分泌减少尧胃肠粘膜屏障
受损等有关渊见图 1冤遥

在应激条件下袁特别是断奶应激尧热应激时袁常常
引起畜禽胃肠道粘膜应激性溃疡袁通常呈现出多发性
糜烂尧单个或多发性溃疡遥此时袁若添加强诱食性的添
加剂袁虽然表面上畜禽采食量有所增加袁但过多的采
食会加重应激动物消化负担袁会进一步加剧应激性溃
疡程度袁从而出现消化不良或者腹泻现象袁物极必反遥
提高的采食量只有真正被动物消化吸收了才有意义袁
而消化吸收的前提就是必须尽最大可能地维持畜禽

胃肠道粘膜屏障的完整性和消化内环境的稳定遥 因
此袁对于应激动物袁只有先行做好预防或修复胃肠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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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屏障工作袁提高采食量才有真正意义袁而实质上袁
胃肠粘膜结构完好袁 畜禽食欲也就自然会反馈性提
高遥所以袁过分强调诱食或盲目使用某些诱食剂是欠
妥当的遥

应激源
中枢神经系统

下丘脑

神经肽 Y

食欲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

糖皮质激素 瘦素渊Leptin冤

胃肠粘膜屏障受损

⊕ 兹

兹

图 1 应激、神经内分泌与食欲的关系

2.4 过分依赖单一的维生素

纵观文献材料袁以往国内外学者研究单一抗应激
剂渊药物冤的添加效应虽多袁但由于应激对动物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袁 不同的应激对动物的影响是不同的袁单
一抗应激添加剂作用有限尧不可能完全或最大程度地
消除或缓解应激袁因此袁针对不同应激源袁研究抗应激
剂的配伍组合和综合抗应激效果尧开发和使用专用型
复合抗应激添加剂袁是现今乃至今后的发展方向遥

VC 和 VE 是抗热应激时常用的抗应激添加剂遥
热应激时袁 添加 VC能有效调节鸡血浆皮质酮浓度尧
补偿因皮质酮浓度增加而造成的毒副作用曰 添加 VE
能提高家禽细胞钙浓度使得从细胞到血液的肌酸酐

激酶渊CK冤的溢出物升高袁使家禽具有忍受重度热应
激的能力袁 同时 VE可显著提高淋巴细胞的转化率尧
免疫球蛋白 IgG浓度和新城疫 H1抗体效价袁 显著增
强免疫功能遥 然而单独添加 VC和 VE只能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热应激导致的损害袁并且添加量过大并不能
起到相应的抗应激促生长作用遥 因此袁过分依赖维生
素抗应激根本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抗应激多重效果遥
2.5 过分强调添加成本袁并过分夸大抗应激效果

一直以来袁 人们不知不觉进入了一个价格误区院
总认为抗应激添加剂添加成本就应该在 3耀4元/t左
右遥 我们很惊讶袁不知是谁赋予了抗应激产品这一成
本约束遥 然而事实上袁我们许多技术经理至今仍没有
意识到袁应激给畜禽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外显或潜在的
危害是何等严重袁抗应激的重要性仍没有引起人们的
足够重视遥

当今袁随着养殖业发展所带来的应激危害的日益

突出袁抗病营养或应激营养研究正在兴起袁这将给抗
应激技术赋予新的内涵遥当人们意识到应激营养与常
规营养渊如微量元素尧维生素尧氨基酸等冤具有同等生
物学和营养学意义时袁也就不会局限于现今这种成本
的压力桎梏袁也就愿意为野应激冶在配方中留出相应的
成本空间了遥

另外袁低添加量(40耀50 g/t)和低价格(20耀40元/kg)
是目前市场上大多数抗应激添加剂的特点袁并宣称作
用功效齐全袁可以镇静安神尧诱食尧减少疾病发生尧促
生长等等遥 从科学的角度袁如此低添加量的抗应激产
品同时还必须具备如此多的功效袁该产品必须添加世
上少有的野灵丹妙药冶遥 而世界上是否存在如此野灵丹
妙药冶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遥因此饲料厂在选择抗应激
添加剂时袁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袁从科学的角度分析
应激以及应激的危害袁从应激导致的动物体内在损伤
着手袁合理选择真正有效的抗应激添加剂遥
3 开创科学抗应激新理念

在国家野九五冶重点科技攻关专题野畜禽应激与抗
应激添加剂的研究与开发冶尧国家野十五冶重点科技攻
关项目野畜产品品质与降低畜产公害营养调控技术研
究冶等大量研究基础上袁我们发现袁不同的应激源给畜
禽造成的内在损害具有本质上的相似性袁主要表现为
机体免疫力显著降低尧胃肠道粘膜屏障损伤以及机体
组织的过氧化等袁而机体免疫力尧胃肠道粘膜屏障及
组织氧化机能是动物机体极其重要的三项生理功能袁
对维持机体正常健康状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遥因此袁
笔者认为袁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应激所带来的危害袁必须
采取野防重于治冶和野防治并举冶的措施袁着重解决提升
动物免疫机能尧 保护和修复胃肠粘膜屏障功能和提高
机体抗氧化能力这 3个问题袁 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野先治本后治标袁最后达到标本兼治冶的抗应激思路遥

然而袁应激是一顽症袁实质上要想从根本上消除
应激对畜禽的影响还任重而道远遥我们一方面在不懈
地探索应激发生机制与应激调控技术的同时袁就是运
用现有抗应激新技术尽最大可能来缓解或减轻应激

给畜禽带来的危害遥
随着抗应激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入袁特别是分子神

经生物技术在应激与抗应激研究中的应用袁将把抗应
激药物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袁一些特异性受体
阻断剂或激动剂袁如糖皮质激素受体阻断剂尧多巴胺
受体阻断剂 Pincaide 及中枢处受体激动剂 Kyiazine
等的发现将为抗应激添加剂研究开辟新的方向遥

（参考文献 15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崔成德，cuicengde@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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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应激对鸡的危害及降低热应激的综合措施
张福平 华时尚 姜海波

张福平，贵州大学动物科学学院，讲师，550025，贵州
贵阳。

华时尚、姜海波，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8-05-23

热应激是指鸡对其生理不利的热环境下产生的

非特异性应答反应的总和遥常伴随鸡生理和行为上的
变化袁如出现鸡采食量下降尧饲料效率降低尧生产性能
下降袁甚至出现休克和死亡等现象遥 夏季高温季节多
发生热应激袁应采取综合措施袁减少热应激的发生袁发
挥其最大生产性能遥
1 热应激对鸡的危害

1.1 热应激对鸡行为的影响

高温时鸡呼吸频率加快袁 可由正常时的每分钟
20次增加到每分钟 120~160次,使通过呼吸道蒸发的
水分增多,从而加快散热袁所以鸡表现为张口呼吸遥 同
时,鸡的心率加快,外周血管扩张袁从而使外周循环血
量增加尧流速加快,加速体表散热遥 鸡在行为上则表现
为羽毛蓬松尧翅膀伸展袁最大程度地增大体表散热面
积遥高温可以抑制摄食中枢袁同时使饮水中枢兴奋袁使
鸡表现为不愿采食袁甚至拒绝采食袁而饮水量成倍增
加遥 鸡为了有效散热袁一般伏立不动袁翅膀伸展袁避免
因运动而增加自身热量的产生遥 由于采食量减少袁饮
水量增加袁排出较湿的粪便袁甚至水样粪便遥

鸡出现热应激时袁 血液循环发生明显的变化袁流
经体表尧 上呼吸道和肌肉的血液量增加袁 而进入肝尧
肾尧胃肠道和生殖道的血液量相应减少袁这样的血液
循环模式有利于散热袁但机体对营养成分的吸收和利
用受到限制袁从而使其生产性能降低遥
1.2 热应激对鸡采食量的影响

热应激时机体由于加强散热和抑制产热过程袁使
维持基础代谢的能量降低袁 鸡的采食量减少遥 Payen
(1966)研究表明,在 21~30 益范围内,气温每上升 1 益,
采食量下降 1.6%曰在 32耀38 益范围内,气温每上升 1 益,
采食量下降 4.6%遥
1.3 热应激对鸡消化机能的影响

高温减少了鸡的采食量袁 而消化率有所提高袁但
在严重热应激下袁消化功能失调袁亦可引起消化率下

降遥高温时袁采食量大幅度下降袁提高消化率的微小作
用远不能弥补采食量下降的损失遥

由热应激引起的甲状腺功能降低可能导致十二指

肠结构和功能的改变遥 另外某些消化酶渊淀粉酶尧麦芽
糖酶冤活性的降低也影响营养物质的消化遥 Bonnet等
(1997)发现在排除采食量影响的前提下袁热应激时日
粮干物质尧蛋白质尧脂肪尧淀粉的消化率都显著下降袁
矿物质沉积也下降遥 Wolfenson等(1987)认为慢性热应
激减缓了肉鸡前段消化道的血液流动袁从而影响了营
养物质的消化吸收遥 阮晖等研究在热应激条件下袁肉
鸡小肠内总蛋白水解酶活性尧脂肪酶活性和淀粉酶活
性均显著下降袁平均日增重与消化酶活性呈极显著正
相关袁表明消化酶活性下降是应激导致生产性能下降
的重要原因遥

采食量下降时,能量的摄取相应的减少,蛋白质的
吸收减少,特别是大部分氨基酸的消化率降低遥 同时
由于饮水量增加,胃肠道内消化酶浓度降低,一定程度
上影响到营养成分的消化率, 从而影响其生产性能遥
在蛋鸡上表现为蛋重降低尧蛋壳变薄尧产蛋率下降遥
1.4 热应激对鸡甲状腺机能的影响

甲状腺的功能状态与机体代谢产热以及热调节

有关遥 甲状腺激素几乎作用于机体所有的器官和组
织袁对生长尧发育尧代谢和组织的分化等各方面均有影
响遥甲状腺激素的分泌与大脑皮层接受外界的冷热刺
激有关遥 大量的研究表明袁高温环境中鸡的甲状腺功
能发生改变遥 James渊1989冤和 Fox渊1980冤报道袁在 24 益
时雏鸡甲状腺的分泌率为 40.6 益时的 2.5 倍以上遥
Miller(1975)报道蛋鸡处于高温应激时血清 T4 浓度降
低 40%袁甲状腺滤泡缩小了 15.8%遥
1.5 热应激对鸡肾上腺机能的影响

当发生热应激时袁肾上腺活动增强袁肾上腺素分
泌增加袁这是机体应对不良环境条件的一种防御性反
应遥 肾上腺皮质类固醇分泌增加袁以调节盐尧糖尧蛋白
质及脂肪的分解遥但姜礼胜对 5耀8周龄肉鸡热应激的
研究结果显示袁32 益下 16 h袁 皮质酮水平显著下降袁
120 h后显著高于对照组遥这说明高温初期袁机体为了
减轻产热负担而降低代谢袁 但持续高温时机体循环尧
呼吸功能增强袁使体内生化反应加快袁代谢率逐渐升
高遥 此外袁张乐萃等研究表明袁高温时肾上腺重量(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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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量和相对重量)也增加遥
1.6 热应激对血液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热应激所造成的呼吸急促可引起血液中的 CO2
和 H+浓度下降并导致酸碱不平衡袁 通常称之为呼吸
性碱中毒遥 Dridi(1993)报道袁热应激时蛋鸡血液 pH值
显著升高,而碱储(BE)下降袁热应激环境下蛋鸡血浆中
K+尧Na+尧Cl-显著下降袁 血浆 P水平比应激的第 1 d显
著上升袁随后在整个实验期中受热应激影响而保持下
降遥因此袁认为热应激可引起代谢性酸中毒袁原因在于
此期间的低血氯尧 低血钙和低血磷所致遥 Odom 等
渊1986冤研究表明蛋鸡 35 益热暴露 1 h后出现呼吸性
碱中毒遥 Koelkebeck等(1994)认为袁蛋鸡热暴露后动脉
血二氧化碳分压下降尧HCO3-浓度下降袁 动脉血 pH值
升高遥
1.7 热应激对鸡免疫功能的影响

Siegel(1984)认为热应激可导致垂体原肾上腺活动
增强袁由此引起血清皮质醇的突发性升高袁并且导致
免疫抑制遥 张乐萃(1998)研究指出袁热应激时脾脏尧法
氏囊和胸腺重量降低袁 法氏囊滤泡减少而且变小袁脾
脏生发中心不明显袁盲肠扁桃体淋巴细胞疏松遥 热应
激使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受到明显的抑制遥鸡
的免疫生物学指数显著下降袁许多疾病随之发生遥 例
如院肉仔鸡猝死症尧鸡大肠杆菌病尧鸡慢性呼吸道病尧
沙门氏菌病尧传染性法氏囊病尧传染性支气管炎尧新城
疫等疾病遥
1.8 热应激对内脏各器官组织形态学的影响

唐玉新等(1995)认为热应激时一致的病理学变化
为肺充血尧 出血遥 呼吸毛细血管与肺房结构损伤袁肺
气原血屏障有明显超微结构破坏遥 王述柏等渊1999冤研
究证实热应激可导致免疫器官组织学结构发生水肿尧
萎缩和细胞坏死病变遥 宁章勇等渊2003冤的研究证实袁
高温引起肉仔鸡呼吸尧消化和内分泌器官的组织形态
学改变遥
2 防止蛋鸡高温热应激的措施

2.1 调整日粮营养水平

高温时鸡采食量减少袁当温度高于 25 益时袁每升
高 1 益袁鸡采食量递减 1.7%袁最终导致产蛋量下降袁
蛋重减轻袁蛋壳质量下降遥为确保蛋鸡产蛋袁必须合理
调配日粮袁使其保持适宜的营养水平袁以补偿由于热
应激所引起的养分摄入量减少遥根据鸡的采食量调整
日粮营养水平袁使鸡虽然采食少但每日仍可摄入足够
的代谢能和相应的粗蛋白质遥在鸡的采食量难于增加
时袁为提高鸡能量的日摄取量袁可以通过提高日粮中
的能量水平进行调整遥 在炎热环境下袁提高能量水平

可增加鸡的能量摄入量遥 实践证明袁用 3%耀5%的油脂
代替部分能量饲料袁对提高母鸡的产蛋率有良好的作
用袁且以植物油(如大豆油中亚油酸含量高尧维生素 E
丰富)较好遥 因为油脂与碳水化合物相比袁其代谢产生
的热增耗少袁可减少代谢应激袁同时袁可增加饲料的适
口性和利用率遥 蛋白质的含量在日粮中需达 16%以
上袁并可以增加 2%的鱼粉代替豆粕袁充分满足蛋鸡对
必需氨基酸的需求遥
2.2 改变饲喂方式

为了提高蛋鸡采食量袁 应避开高温时间喂食袁避
免鸡群采食时应激性增加袁 可在早晚凉爽时喂料袁早
晨应提早饲喂袁晚上延长饲喂时间袁中午炎热时可不
饲喂或少喂袁也可只喂青绿饲料遥
2.3 降低饲养密度

鸡群密度过大袁影响散热袁从而使热应激更加恶
化遥 可以在高温来临前适当降低鸡群密度遥 笼养蛋鸡
7 只/m2袁平养蛋鸡 4 只/m2遥
2.4 喂给鸡清洁凉水

高温环境下袁鸡的呼吸加快袁鸡体水分蒸发量大袁
应保证蛋鸡每天能饮到充足洁净的凉水,水温以 10 益
左右为宜袁最好是流动水袁使用乳头式饮水器时袁要注
意有足够的饮水器袁 同时饮水器的位置要适当袁应每
间隔 1 h 左右在水管末端放一次水袁以保持水管内的
饮用水有较低温度遥
2.5 高温季节降温措施

2.5.1 鸡舍的建筑设计

为了获得良好的通风效果, 鸡舍要建在开阔地
带曰鸡舍朝向要合理袁利于冬季采光,夏季避光,又使夏
季主风能进入鸡舍曰鸡场建筑物布局要合理,如呈品
字型排列袁舍间距要大于屋顶高度的 4耀6倍曰鸡舍的
通风口尧窗户设置合理,布局均匀曰适当增大鸡舍的高
度(炎热地区应保持 3 m),减少跨度(最好不超过 9 m,
否则应考虑机械通风冤遥
2.5.2 减小鸡舍的辐射热和反射热

在鸡舍周围植树(尤其是遮荫效果好的大树袁如桐
树)袁搭置遮荫凉棚袁或种植藤蔓植物遥 鸡舍房顶增加
厚度袁或内设顶棚袁房顶外部涂以白色涂料遥在房顶上
安装喷头袁对房顶喷水遥
2.5.3 加大通风量

采取自然通风的开放性鸡舍应将门窗及通风孔

全部打开,密闭式鸡舍要开动全部风机昼夜运转遥 当
气温过高袁 通过加大舍内换气量舍温仍不能下降时袁
应考虑纵向通风袁同时增加气流速度袁以期达到降温
的目的遥 一般商品鸡饲养场可采用电风扇吹风袁使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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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温尤其是头部温度下降遥
2.5.4 风机湿垫降温

用麻布尧刨花或蜂窝状纸帘等吸水尧通气材料做
成蒸发垫袁安装在进风口上袁由水管不断向蒸发垫上
淋水袁排风机安装在鸡舍的另一端袁靠负压使空气经
过湿垫进入鸡舍遥 其降温效果受空气湿度的影响大袁
空气湿度越大袁降温效果越差袁故我国北方地区使用
较多遥一般湿垫面积大袁通风量大袁风速慢袁水温低袁降
温效果好遥
2.5.5 喷雾降温

气候炎热时袁开放式鸡舍可采取屋顶喷水渊安装
循环喷洒器冤降温袁此法主要用于屋顶隔热能力较差
的鸡舍院北方干燥地区可利用舍内喷雾消毒系统来降
温袁目前袁我国已有鸡舍专用的喷头及装置遥从长远看
最好使用风机湿垫降温系统袁使进入鸡舍的空气通过
湿垫的蒸发吸热而降温遥
2.6 添加抗热应激物质

2.6.1 添加维生素

高温下鸡群对维生素 A的绝对摄入量没有影响袁
但对维生素 E尧维生素 C和 B族维生素的摄入量影响
较大袁添加量应调整为正常量的 2耀3倍遥 饲料中的维
生素 C易氧化袁随着时间延长袁效价逐渐降低袁加上炎
热夏天鸡对维生素 C的需求量加大袁因此必须在饲料
或饮水中添加维生素 C遥 维生素 C能抑制体温升高袁
提高采食量和饲料转化率袁也可促进受损组织细胞的
修复袁提高机体免疫力袁缓解热应激遥一般在饮水中添
加量为 150耀200 mg/kg遥 维生素 E能调节机体电解质
和酸碱平衡袁缓解因高温时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而引
起的免疫抑制袁减少热应激袁提高产蛋量和日增重袁降
低死亡率遥 一般饲料中添加量为 200耀300 mg/kg遥
2.6.2 添加电解质

许多试验表明在饮水或饲料中添加电解质可缓

解热应激造成的危害遥 Teeter渊1985冤研究饲喂含 0.5%
NaHCO3的日粮能显著提高肉鸡的增重速度和采食
量袁 在日粮中添加 3.0%的氯化铵或饮水中添加 0.5%
的氯化铵可以把血液 pH值从 7.52降至 7.35袁并且成
活率上升遥 但 Teeter指出袁在日粮中添加碳酸氢钠有
增加未喘息鸡碱中毒的可能性袁而增加氯化铵又有增
加酸中毒的现象遥 为此袁在日粮中添加 1%氯化铵外袁
再补加 0.5%碳酸氢钠效果较好袁 能使受慢性热应激
的鸡增重率提高 9%遥
2.6.3 添加中草药物

中草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尧微量元素及其它活性
成分,能够增强免疫功能,全面协调生理代谢,从而减轻

热应激的不良影响遥中草药添加剂可增强免疫力,助消
化促食欲,提高产蛋率,增强机体抗热应激的能力遥 据
资料报道,采用具有清热解暑尧败毒杀菌尧健脾化湿作
用的藿香尧金银花尧板蓝根尧苍术尧龙胆草等组成野清暑
散冶,在夏季蛋鸡日粮中添加 1%, 可使饲料转化率提高
5.45%耀13.20%,产蛋率提高 9.37%耀11.29%遥
2.6.4 添加防止热应激的药物

除添加以上营养素来缓解热应激外袁也可添加一
些药物来加以缓解遥 甜菜碱具有独特的甜味和香味袁
可以增加食欲袁提高摄食量袁甜菜碱具有镇静作用袁使
鸡在高温应激条件下保持安静遥在饲料中还可添加阿
散酸尧酶制剂尧黄霉素尧酸化剂等饲料添加剂来帮助蛋
鸡缓解热应激遥
3 小结

降低鸡热应激不能单单从一个方面入手袁应全盘
考虑袁如从场址选择尧鸡舍设计尧饲养制度尧管理措施
等多个方面入手袁保持适宜的环境温度袁才能保证鸡
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性能袁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遥

（参考文献 26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刘敏跃，lm-y@tom.com）

热应激专栏 张福平等：热应激对鸡的危害及降低热应激的综合措施

为了满足行业发展的需要和行业内国际间交流的进

一步加深，将中国的饲料企业更好、更快地推向国际市

场，与国际接轨。2008年，《饲料工业》推出了英文版，目

的是让外国的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一些行业资讯、发

展动态、政策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增进企业间的国际合

作，推动中国乃至全球饲料行业的发展。

为此，《饲料工业》向业内征集优秀的英文稿件，内

容涉及人物专访、名企展示、行业年度报告、工厂管理、

企业介绍、产品质量展示、学术专栏、政策分析以及企业

国际合作等栏目，同时设置版块部分，介绍国内外的行

业信息、资讯和新产品的展示。真诚希望您踊跃投稿，积

极参与。

《饲料工业》（英文版）通过英文媒体平台把国内最全

面的技术信息和研究成果展示给读者，使中国的饲料工

业逐步走向世界，使外国的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行业

发展，促进国内外饲料行业、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让《饲

料工业》（英文版）与您一同成长。

投稿信箱：eslgy@126.com

联系电话：1370004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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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应激对奶牛的危害及预防措施
王书然 陈志伟

近年来袁由于温室效应的影响使全球平均温度升
高尧夏季高温时间变长袁所以容易造成家畜热应激的
发生遥 奶牛由于其生理特点更容易遭受热应激袁对生
产效益影响较大袁因此袁如何减少奶牛热应激带来的
负面影响成为研究热点袁本文综述了热应激对奶牛的
危害及预防措施遥
1 热应激的产生原因及判断方法

1.1 热应激发生的原因

奶牛在 10~21 益的环境温度下袁机体靠物理调节
便可维持体温恒定袁一般称这个温度范围为野等热范
围冶遥奶牛在等热范围内的生产效率最高袁但当环境温
度高于等热范围的上限时袁 奶牛就可能发生热应激袁
奶牛的热应激是指奶牛对于不利于其生理的高温环

境产生的非特异性应答反应的总和遥 奶牛体型较大袁
单位体重的表面积小袁奶牛代谢和生理过程可以产生
大量的热袁如果环境温度过高袁汗腺不发达的奶牛蒸
发散热受阻袁 机体就会动用额外的能量用来降低体
温袁并带来一系列的生理生化反应袁生产性能尧繁殖性
能等方面均受不同程度的影响袁对奶牛机体造成严重
的危害遥
1.2 判断热应激的方法

1.2.1 根据生理变化

根据人对环境的感觉来判断奶牛是否处于热应

激状态是不科学的袁通常根据奶牛的体温尧呼吸频率
和生产性能等生理指标变化来判断院如有 70%的奶牛
的体温超过 39.4 益时袁牛群已经处在轻度的热应激状
态中,如体温超过 40 益袁奶牛处在严重的热应激状态曰
若有 70%以上的个体呼吸频率高于 80 次/min袁 奶牛
已开始处于热应激状态,若高于 85 次/min袁奶牛则处
于严重的热应激状态曰当温度升高时,若奶牛采食量
或产奶量下降 10%以上,显示牛群已开始处于热应激
状态,若下降 25%以上,奶牛则处于严重热应激状态遥
1.2.2 根据环境指标

当牛舍温度达到 30 益尧 相对湿度为 70%以上时
牛群已经处在轻度的热应激状态曰 当牛舍温度超过
35 益袁相对湿度超过 80%时袁牛群则处在强度热应激
状态遥

温湿指数(temperature-humidity,THI)是判断奶牛
是否处于热应激的常用环境指标遥 计算公式为院THI=
0.72(Td+Tw)+40.6袁其中 Td是干球温度(益)袁Tw是湿球
温度(益)遥当 THI大于 72时袁奶牛处在热应激状态袁其
中 73~77为轻度袁78~89为中度袁90以上是严重热应
激袁奶牛生命会受到威胁遥 布仁(2000)报道袁当 THI超
过 70时对黑白花奶牛的产乳量开始影响袁 随 THI的
升高袁影响会增大遥
2 热应激对奶牛的影响

2援1 对奶牛的生产性能的影响

2.1.1 对采食量的影响

热应激会导致奶牛采食量下降袁 当环境温度在
22~25 益时袁奶牛采食量开始下降袁30 益时急剧下降袁
40 益以上时不耐热的奶牛品种将停止采食遥由于采食
量降低袁奶牛机体摄入的营养物质减少袁从而使奶牛
生产性能下降遥 高温使采食量下降的机制如下院高温
作用于下丘脑厌食中枢袁抑制采食曰甲状腺素 T3尧T4分
泌减少使胃肠道蠕动减缓袁食糜过胃时间变长袁通过
胃壁上的伸张感受器作用于下丘脑的厌食中枢袁反馈
减少采食量曰温度升高袁奶牛散热加强袁流经全身皮肤
表面的血量增多袁导致消化道内血量不足袁使消化道
内充盈而胃的紧张度升高袁也可抑制采食遥
2.1.2 对产奶量和乳成分的影响

热应激引起采食量下降袁造成奶牛营养物质摄入
不足袁同时高温抑制了乳腺组织的形成与发育尧减少
乳房内的血流量袁一系列因素导致产奶量下降遥 赵波
(2003)指出袁当环境温度高于 26 益时袁奶牛产奶量比
15 益时下降 25%袁当环境温度高于 35 益时袁产奶量会
下降约 50%袁体温每升高 0.6 益袁采食量下降 1.4 kg袁
产奶量下降 1.8 kg遥 李建国等(1998)报道袁热应激期奶
牛各阶段泌乳量均显著低于非热应激期渊P<0.01冤袁泌
乳前期奶牛对热应激的反应较泌乳中尧 后期奶牛敏
感袁产奶量下降幅度较大遥 魏学良(2005)报道袁在 3~5
月份和 10~2月份重庆部分地区奶牛的日平均泌乳量
均高于 6~9月份袁热应激状态下奶牛的泌乳性能下降

王书然，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科学与医学学院，010018，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农业大学（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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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33.5%遥 艾晓杰等(2004)报道袁热应激温度范围
和产奶量之间呈强负相关(r=-0.829 2)袁而日照对产奶
量的影响较小(r=-0.086 1)遥

高温热应激还会导致牛奶品质降低,乳脂尧乳蛋白尧
乳糖及非脂固形物均可因高温而下降(艾晓杰,2004)遥
刘瑞生(1998)报道高温与乳脂率呈负相关袁27 益以上
温度时袁乳脂率开始下降袁相关系数为-0.23袁高温与
非脂固形物相关系数为-0.61袁 夏季乳脂中短链脂肪
酸下降袁长链脂肪酸增加遥
2.2 对繁殖性能的影响

我国各地牛的受胎率在夏季都受到程度不等的

影响(张勇袁2003)遥李建国等(1998)报道袁热应激可显著
地降低母牛受胎率袁当环境温度由 4 益上升到 28.1 益
时袁母牛受胎率下降 13.1%(P<0.05)袁胎衣不下发病率
上升 23.33%(P<0.01)遥 温度是影响母牛受胎率的主要
因素(r=-0.947 2),在高温环境下,奶牛脑垂体释放 FSH
(卵泡刺激素)减少袁使母牛血清中孕酮水平增高和雌
二醇尧LH水平降低袁使卵细胞的分化尧发育不良而导
致奶牛不发情尧隐性发情尧不排卵或排卵迟缓袁早期胚
胎死亡增加袁易导致流产遥高温使体温升高袁子宫血流
量减少袁 生殖道温度升高而不利于受精卵发育和附
植袁增加胚胎早期死亡率遥

同时热应激引起奶牛代谢紊乱袁通向胎盘的血管
扩张尧血液供应过多袁绒毛膜绒毛在腺窝内膨胀袁使分
离困难袁导致胎衣不下增多遥
2.3 对内分泌尧血液生化指标和免疫力的影响
2.3.1 对内分泌的影响

樊华等(2007)报道由于热应激引起奶牛甲状腺和
腺垂体机能降低袁 导致奶牛血清中甲状腺素 T3尧T4和
PRL(腺垂体前叶分泌的一种生乳激素袁对奶牛泌乳的
启动和维持具有重要作用) 水平显著的降低袁 以增加
机体对炎热环境的适应遥 皮质醇参加机体的热调节袁
急性热应激时奶牛血清皮质醇水平升高袁而慢性热应
激时则降低袁樊华等(2007)报道夏季奶牛血清中皮质
醇水平显著降低遥 有利于机体降低代谢率袁减少产热
以缓解热应激遥
2.3.2 对血清生化酶的影响

酶是机体新陈代谢催化剂袁一种酶在体内的活性
高于或低于正常水平袁 就会引起机体新陈代谢障碍袁
如乳酸脱氢酶(LDH)在糖分解和异生过程中起着重要
作用袁而肌酸激酶(CK)是能量代谢的关键酶之一遥 樊
华等渊2007)报道热应激使奶牛代谢活动降低而导致
血清中乳酸脱氢酶(LDH)活性显著降低(P<0.05)曰肌肉
能量供应不足袁 肌肉中的肌酸激酶逸出而使血清中

CK活性极显著升高(P<0.01)袁表明热应激使泌乳奶牛
内分泌紊乱遥 魏学良(2005)报道高温使奶牛血清中总
蛋白尧白蛋白和球蛋白出现下降袁碱性磷酸酶活性下
降 38.96%袁琢-淀粉酶降低 8.52%袁 而天门冬氨酸转氨
酶升高 3.47%遥
2.3.3 对血清中矿物质含量的影响

樊华等渊2007冤报道热应激显著降低奶牛血清中
Ca尧Na尧K 水平(P<0.05)袁但对血清 Mg无显著影响(P<
0.05)袁与李建国(1998)的试验结果相同遥可能的原因是
高温使奶牛采食量下降袁 使 Ca尧Na尧K等矿物质摄入
量不足袁同时高温使皮肤蒸发增加袁最终导致血液电
解质平衡丧失袁在夏季袁Ca的缺乏可使母牛易发生产
后瘫痪的几率明显高于春尧秋尧冬季(宋维龙,2005)遥
2.3.4 对免疫指标的影响

白细胞参与机体抵御疾病尧免疫应答和内分泌等
重要机能的调节遥高温条件下红细胞总数和血红蛋白
含量下降可能是导致奶牛高温热应激供氧不足的主

要因素遥 蔡亚非(2005)在平均日气温为 37.5(高温 )尧
26.5(临界高温)和 5.5 益(对照)条件下分析奶牛外周血
常规中发现袁夏季高温热应激对奶牛外周血液中白细
胞尧 红细胞和血红蛋白的影响很大袁 白细胞计数
(WBC)尧红细胞计数(RBC)和血红蛋白(HGB)在 37.5 益
最低袁随着温度下降而逐步上升袁红细胞平均血红蛋
白浓度在高温下明显高于对照组遥

在热应激的情况下的奶牛机体抵抗力变弱袁会引
发多种疾病(赵波,2003)遥 李建国等(1998)报道袁热应激
可显著降低荷斯坦奶牛 酌-球蛋白水平袁 说明热应激
使荷斯坦奶牛出现免疫抑制袁导致血清免疫球蛋白合
成下降遥
3 热应激的预防措施

发生热应激的热源来自两个方面袁环境热量渊包
括太阳辐射和环境温度升高冤和体内代谢产生的热
量遥因此袁为了减少夏季奶牛的热应激袁应该从这两个
方面进行调节遥
3.1 通过营养调控降低热应激

3.1.1 调整日粮结构和营养水平

在夏季高温季节袁能量是高产奶牛日粮中第一限
制性养分袁 炎热季节奶牛日粮消化能 DE 浓度应达
1.42~1.46 MJ/kg DM渊刘瑞生袁2005冤,有试验研究表明袁
在日粮中添加蜜糖尧脂肪酸钙尧棕榈油等能量物质或
适当地加大精料的用量袁 均可以起到缓解夏季奶牛
热应激的作用曰高温使奶牛体蛋白分解代谢加强袁提
高日粮中的蛋白质水平可以提高产奶量渊李如治等袁
1987;金鑫能,1989)曰热应激状态下袁奶牛采食量下降袁

热应激专栏 王书然等：热应激对奶牛的危害及预防措施

19



同时蒸发尧呼吸等生理因素使得钙尧钾尧钠和镁等矿物
质不能满足机体营养需要袁热应激期间袁钾的需要量
应增加到饲料干物质的 1.9%袁补充钾或钠最好用钾尧
钠的碳酸盐袁氯化盐会引起产奶量下降袁同时应全面
地考虑日粮阴阳离子的平衡遥 李秋凤等(2003)报道袁
DCAB(日粮阴阳离子平衡日粮)对热应激奶牛的生产
性能具有显著影响, 可显著的提高产奶量和 4%标准
乳产量,且不影响乳蛋白含量和乳脂率遥 夏季高温提
高精料的饲喂量,减少青贮饲料的饲喂,并加大鲜嫩多
汁青饲料的饲喂量,同时保证奶牛的充足的饮水量遥
3.1.2 日粮中添加抗热应激物质

在奶牛日粮中加入抗热应激物质可以减缓夏季

高温对奶牛带来的负面影响遥 孙齐英等(2005)在武汉
地区夏季用泌乳牛进行饲喂尿酶抑制剂预混料的对

比试验发现袁饲喂尿酶抑制剂可提高 9.5%的产奶量袁
对乳成分和采食量没有影响遥李振(2007)将黄芪尧金银
花尧 党参等 11味中草药按一定比例混合配合成中草
药抗应激剂加入到奶牛日粮中袁可显著的提高荷斯坦
奶牛产奶量和乳脂率尧乳蛋白和乳固形物含量遥 李建
国(2006)报道日粮中添加 6尧12 g/d烟酸袁可使在高温
条件下奶牛的产奶量分别提高 13.20%尧9.39%袁对 4%
标准乳量无影响袁不影响乳蛋白和乳脂率(P<0.05)袁添
加烟酸能提高血糖含量袁 降低奶牛血清尿素氮含量袁
使游离脂肪酸含量降低袁经过综合分析试验牛的生产
性能和血清生化指标的变化袁夏季给奶牛补饲烟酸有
助于减缓热应激遥

何德肆等(2005)研究添加不同抗应激剂对奶牛血
液尧乳和毛中微量元素影响袁结果表明院日粮中添加维
生素 C袁显著提高血液中 Zn(P<0.01)尧Cr和 Se(P<0.05)
的含量曰添加复合抗热应激剂能提高血液中 Fe尧Cr的
含量袁但是显著地降低了 Co的含量曰添加中草药抗应
激添加剂能提高血液中 Fe尧Se和毛中 Cr 的含量袁乳
中 Zn尧Cr含量呈下降趋势遥 添加维生素 C尧复合抗热
应激剂和中草药抗应激剂能有效地防止奶牛中暑现

象的发生袁缓解奶牛热应激袁增加奶牛干物质的摄入
量和产奶量遥
3.2 环境调控措施

通过改变物理环境预防或减缓奶牛的热应激是

至关重要的袁营养调控只有在物理环境改良的基础上
才能达到效果遥 通过改善牛舍内尧外环境可以减轻热
应激对奶牛的影响袁如牛舍屋顶加上隔热性能好的牧
草顶棚或在房顶墙面涂刷石灰浆袁可有效地阻止热的
传导曰运动场选择隔热性能好且辐射系数小的材料搭
建袁 在牛舍和运动场周围植树种草袁 可减少热辐射

30%~40%遥
当气温高于奶牛皮温时袁 机械通风非常有效袁有

研究统计,当牛舍空气流通度达到 1.8~2.7 m/s的风速,
奶牛体温可下降 0.3~0.4 益曰 喷淋降温系统是实用且
有效的畜禽降温方法,通过水分的蒸发带走大量的热
量,在实际中,将通风与喷淋相结合的散热效果更好遥
3.3 管理措施

调节饲喂时间袁尽量避免在每天气温最高的时刻
饲喂奶牛袁并增加饲喂次数袁保证奶牛充足的饮水袁在
水中添加适量的食盐可加速排汗袁缓解热应激曰保持
牛体和牛舍卫生袁牛舍每天要彻底的清洗袁及时清理
粪便袁保持牛舍内清洁与干燥遥 同时应注重牛舍内灭
蚊蝇等工作尧坚持牛舍消毒袁做好传染病的防检工作袁
定期注射流行热疫苗遥
4 小结

热应激对奶牛的危害很大袁奶牛一旦发生热应激
很难恢复原有的生产性能袁故在夏季高温季节来临前
提前做好准备袁加强对奶牛的护理袁减少热应激带来
的危害遥 在实际工作中袁要根据当地的条件选择具体
的预防措施袁以经济尧合理的方式降低热应激对奶牛
的危害袁 随着对热应激产生的生理机制的研究深入袁
对热应激的预防将会出现更直接尧有效的措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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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的热应激及抗热应激添加剂的应用研究
王继强 龙 强 李爱琴 张宝彤

摘 要 在现代养鸡生产中，环境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其中以高温造成的影响最为显著。高温可

造成热应激，导致鸡采食量下降、生长速度缓慢、饲料转化率降低，甚至造成死亡。文中在综合文献资

料的基础上，对热应激鸡生理变化及抗热应激添加剂的应用进行了论述，以供养殖者参考。

关键词 热应激；添加剂；应用

中图分类号 S815.3
1 鸡的热应激

热应激是指动物机体对热应激源非特异性防御

应答的生理反应袁而高温是最常见的热应激源遥 鸡是
恒温动物袁 具有非常发达的热调节功能遥 一般认为袁
16耀26 益是鸡生存的舒适环境温度袁 能通过自身的产
热与散热保持其体温的相对恒定袁26耀32 益是尚能维
持正常生理功能的温度范围袁 超过 32 益机体散热受
阻袁物理调节不能维持机体的热平衡袁将导致机体的
热应激遥
2 热应激的生理变化

2.1 对呼吸的影响

热应激时袁机体散热受阻袁这时体温就会升高袁为
了保持热平衡袁只能通过提高呼吸率袁加大肺通气量遥
大脑的呼吸性神经中枢高速运转袁耗氧量增加袁以增
加呼吸道的蒸发和对流散热袁表现为热性喘息遥 林飞
宏等渊2007冤报道袁高温刺激可使肉鸡的呼吸频率由
25 次/min增加到 150 次/min遥热性喘息会使机体通过
呼吸道失水增多袁CO2排出量增加袁 血液中 H垣浓度降
低袁造成机体的酸碱平衡破坏袁出现呼吸性碱中毒遥
2.2 对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热应激初期袁热喘息使血中 CO2排出增多袁血液
pH值上升遥机体为了代偿袁通过肾排出血液中 Na垣尧K垣

等碱性离子来降低血液 pH值袁 引起了血 Na垣和血 K垣

水平的降低袁从而导致血浆渗透压降低遥 热应激一段
时间后袁血清 Na垣水平开始上升袁甚至超出正常水平袁
而 K垣则进一步下降遥 血清钙和磷含量也因为热应激

而下降袁但血清磷浓度下降速度更快袁从而使血清钙
和磷的含量明显降低遥 热应激导致血清中碱性磷酸
酶渊AKP冤尧乳酸脱氢酶渊LDH冤活力降低袁肌酸磷酸激
酶渊CPK冤活性增加遥 LDH的活性降低袁说明发生热应
激时袁 体内糖的分解代谢以有氧为主曰CPK 活性增
加袁表明发生热应激后袁因采食量减少袁糖元含量降
低袁肌肉供能不足袁造成肌肉中 CPK 溢出袁血中 CPK
浓度提高遥
2.3 对内分泌激素的影响

当环境温度上升时袁外周神经把热刺激传入中枢
神经系统袁下丘脑分泌肾上腺皮质释放激素袁作用于
垂体前叶袁以增加肾上腺皮质激素的释放袁肾上腺皮
质激素通过血液到达肾上腺袁使皮质激素合成和释放
增多遥 血液醛固酮分泌增加袁加强机体保 Na垣排 K垣袁代
偿鸡体在高温期所丧失的水分袁 维持机体的体液平
衡遥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袁甲状腺机能受到抑制袁T3尧T4
的分泌减少袁抑制了体内的代谢功能袁而正常剂量的
甲状腺素可促进蛋白质的合成袁 增加体重遥 陈静等
渊2006冤研究了高温对肉鸡内分泌激素的影响袁当温度
由 24 益提高到 30 益时袁肉鸡血清甲状腺素 T3的含量
降低了 30.74豫袁醛固酮的含量提高了 15.6豫遥
2.4 对免疫机能的影响

热应激可抑制鸡的免疫功能遥高温可降低血液中
免疫球蛋白浓度袁减少血液中淋巴细胞的数量袁使巨
噬细胞吞噬能力下降袁 而且随着热应激时间的延长袁
显著妨碍了肉仔鸡免疫器官的发育袁 降低了胸腺尧法
氏囊和脾脏相对体重的重量遥这是因为热应激促使体
内产生的皮质酮整合到淋巴组织胞浆和胞核中而产

生细胞毒性作用袁抑制抗体尧淋巴细胞激活因子和 T
细胞生长因子的产生遥 王刚渊2002冤研究证实袁热应激
使肉仔鸡胸腺重尧法氏囊重尧脾重分别降低了 22.58豫尧
19.7豫尧16豫袁T淋巴细胞率降低了 12.68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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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热应激对生产性能的影响

张伟武等渊2006冤报道袁环境温度高于等热区时袁
每升高 1 益袁鸡的耗料量减少 1.4%~1.6豫曰当环境温
度超过 30 益后袁采食量明显下降遥这是由于发生热应
激时袁采食中枢的兴奋受到部分抑制袁维持所需要的
能量降低袁从而导致鸡的采食量降低遥 小肠在热应激
过程中容易受到损伤遥 宁章勇等(2006)研究了热应激
对肉鸡小肠形态的影响,通过电镜扫描发现袁热应激
导致肉鸡十二指肠尧空肠尧回肠绒毛顶端轻微破裂袁肠
绒毛局部区域水肿尧 断裂和成片绒毛严重缺失等现
象 ; 十二指肠尧 空肠和回肠绒毛高度分别降低了
26.4豫尧33.9豫和 31.1豫遥 林海等渊2001冤报道袁34.7 益环
境可使 49日龄肉鸡小肠食糜中蛋白酶尧 脂肪酶和淀
粉酶的活性分别降低了 27.5豫尧32.89豫和 29.32豫遥 吴
长德等(2005)研究了热应激对肉仔鸡增重和蛋白质利
用率的影响 , 热应激 21 d 后 , 肉鸡的增重降低了
20.79豫,蛋白质的利用率降低了 12.14豫袁饲料报酬降
低了 8.71%遥 温度过高也影响了蛋鸡的产蛋率尧蛋重
和蛋品质遥高温使蛋鸡产蛋率下降袁蛋形变小袁蛋壳变
薄变脆袁破蛋率上升遥
4 抗热应激添加剂的应用

4.1 维生素 C
VC 的主要功能是参与细胞间质胶原蛋白的生

成袁维持毛细血管的通透性袁刺激肾上腺皮质激素等
激素合成袁促进抗体的形成袁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袁并具
有解毒尧抗氧化尧抗坏血病等作用遥 VC对热应激期糖
皮质激素具有调节作用袁日粮中添加 VC可抑制高温
期糖皮质激素的分泌遥糖皮质激素包括皮质醇和皮质
酮渊抗应激激素冤,热应激时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加,
促进体内蛋白质分解袁以动员能量袁增强机体对外部
不良环境的适应能力袁但过高的糖皮质激素也将引起
免疫抑制遥 李小林渊1996冤研究表明袁热应激使鸡血清
皮质酮浓度明显提高,甲状腺激素分泌降低,造成代谢
紊乱和生产性能降低遥 夏东等(1999)证实,补饲 VC的
肉仔鸡在热应激期间血清皮质酮含量明显降低遥文杰
等(2000)在肉鸡日粮中添加 200 mg/kg维生素 C,肉鸡
血清皮质酮浓度由 17 ng/ml降低到 7.2 ng/ml遥盛清凯
等(2007)在蛋鸡日粮中添加 400 mg/kg维生素 C酯,蛋
鸡血清肌酸磷酸激酶(CPK)含量降低了 16.46豫遥 CPK
是动物热应激的一个重要指标袁CPK 活性的降低袁表
明添加维生素 C可以降低热应激的不良影响遥郑学斌
等(2003)在三黄鸡日粮中添加 300 mg/kg维生素 C酯,

与对照组相比袁肉鸡的日增重提高了 6.8豫袁试验组成
活率提高了 7豫遥夏季高温期间袁家禽维生素 C推荐量
为每千克日粮院肉鸡 100耀200 mg袁蛋鸡 100耀150 mg袁
肉鸭 100耀150 mg袁火鸡 150耀200 mg遥
4.2 甜菜碱

甜菜碱又名三甲基甘氨酸袁因其是最早从甜菜蜂
蜜中提取出来而得名遥甜菜碱具有抗热应激作用是由
于其具有调节细胞内水和离子平衡的功能遥甜菜碱是
渗透压激变的缓冲物质袁当组织细胞渗透压发生变化
时或面临热应激的情况下袁 甜菜碱能被细胞吸收袁防
止水分流失及盐类的进入袁提高钠钾泵的功能袁稳定
细胞膜及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袁调节细胞渗透压
和电解质平衡遥黄志毅等渊2004冤研究了高温环境下添
加甜菜碱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袁 与对照组相比袁
0.1%甜菜碱组肉鸡日增重提高了 31.8豫袁采食量提高
了 8.3豫袁料重比降低了 18.45豫遥黄志毅等渊2005冤研究
了甜菜碱对热应激肉鸡内分泌激素的影响,与对照组
相比袁0.1豫甜菜碱组肉鸡血清 T3提高了 5豫,皮质酮的
含量降低了 26.29豫,IGF-玉的含量提高了 41.13豫遥 许
丽渊2005冤研究表明袁在肉鸡日粮中添加 0.07%甜菜
碱袁可以稳定鸡血清中钠尧钾尧氯离子的水平袁维持热
应激下血液中的酸碱平衡遥 黄晶等渊2002冤报道袁炎热
夏季袁在鸡饲料或者饮水中添加 0.1豫甜菜碱袁有明显
的抗热应激效果袁提高了鸡对高温的耐受力遥
4.3 酸化剂

热应激时袁血液中 CO2和 HCO3原水平下降袁导致
pH值升高袁可能发生呼吸性碱中毒遥在饲料中添加酸
化剂袁可使血液 pH值下降袁调节酸碱平衡袁从而避免
或者缓解了热应激对家禽的不良反应遥某些有机酸如
柠檬酸尧延胡索酸能参与机体三羧酸循环袁形成能量
的途径比葡萄糖短袁在热应激时袁可用于 ATP的紧急
合成遥延胡索酸本身还有镇静作用袁抑制中枢神经袁使
机体活动减少遥 李国庆等渊2006冤报道袁在鸡饲料中添
加 1豫的延胡索酸袁能明显减缓热应激反应袁起到增进
食欲袁提高增重的效果遥 窦晓利等渊2006冤在蛋鸡日粮
中添加 0.1%有机酸化剂 , 肉鸡血液 pH 值降低了
2.14豫袁缓解了热应激性碱中毒对肉鸡的影响遥马玉胜
等(2001)研究了夏天在肉仔鸡日粮中添加柠檬酸对其
生产性能的影响袁在肉鸡日粮中添加 0.1%柠檬酸袁日
增重提高了 9.4豫袁饲料利用率提高了 4.8豫袁经济效益
提高了 14.6豫遥 孙小琴等渊2001冤研究了高温条件下在
蛋鸡日粮中添加柠檬酸的效果袁 与对照组相比袁0.1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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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酸组蛋鸡产蛋率提高了 9.69豫袁饲料报酬提高了
7.6豫遥 一般来说袁夏季高温在鸡饲料中添加 0.1豫柠檬
酸或 1豫延胡索酸抗热应激效果明显遥
4.4 有机铬

铬主要是通过葡萄糖耐受因子协同和增强胰岛

素的活性袁参与碳水化合物尧脂肪尧蛋白质和核酸的代
谢而发挥作用遥当鸡处于热应激时袁机体的垂体原肾上
腺皮质激素系统被激活袁分泌糖皮质激素袁糖皮质激
素释放的增加导致动员组织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参与

分解袁以提供糖异生的原料袁导致糖元降解和糖元异
生作用的增强袁葡萄糖利用率的增加导致动员组织中
的铬参与代谢袁最终导致动物生产性能降低袁免疫力
下降遥 呙于明等渊1998冤试验表明袁高温热应激使肉仔
鸡血清葡萄糖含量显著提高袁补铬显著降低了高温热
应激 14 d时肉仔鸡的血清葡萄糖浓度袁 说明补铬降
低了热应激导致的糖异生作用遥 任艳渊2003冤研究表
明袁在肉仔鸡日粮中添加 0.4 mg/kg有机铬袁血清葡萄
糖的浓度降低了 33.15豫遥 詹凯渊2001冤研究了热应激
期酵母铬对蛋鸡内分泌激素的影响袁在蛋鸡日粮中添
加 0.4 mg/kg酵母铬袁血清胰岛素水平提高了 45.54豫袁
甲状腺素 T3的含量提高了 186.96豫遥表明热应激期间
补充有机铬能增强胰岛素和甲状腺素的生物学作用袁
增强了机体的合成代谢遥王刚等渊2001冤在热应激肉鸡
日粮中添加 0.4 mg/kg吡啶羧酸铬袁 肉鸡日增重提高
了 14.72豫袁饲料报酬提高了 16.19豫遥郑艺梅等渊2004冤
在热应激蛋鸡日粮中添加 30 mg/kg铬袁蛋鸡的产蛋率
提高了 3.05豫袁鸡蛋的品质也有了明显的改善遥 常娟
等渊2006冤报道袁有机铬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热应激蛋
白质的利用袁改善生产性能袁吡啶羧酸铬和酵母铬在
抗热应激效果上无明显差异袁 从经济效益方面考虑袁
铬添加 0.4 mg/kg为宜遥
4.5 茶多酚

茶多酚渊TP冤是儿茶素尧花青素尧黄酮与黄酮类等
集于茶叶中的多酚复合物的总称遥茶多酚具有抗氧化
作用尧提高机体免疫力及抗应激等功能遥 在热应激的
状态下袁动物体内产生过量的自由基袁引发生物膜渊细
胞膜尧线粒体膜冤的结构异常和功能障碍遥茶多酚具有
很强的抗氧化能力袁可有效清除氧自由基和脂类自由
基袁从而有效缓解热应激对机体的损伤遥王妍琪(2004)
研究了热应激状态下茶多酚对肉仔鸡甲状腺素及抗

氧化性能的影响袁与对照组相比袁 30 mg/kg茶多酚组
甲状腺素 T3的含量提高了 2.54豫袁SOD酶活性提高了

4豫袁GSH-PX的活性提高了 5.7豫袁并发现可使血清钠
离子含量提高 2.11%,钾离子含量提高 10.38豫袁维持
了热应激肉仔鸡血清酸碱平衡遥刘海军渊2005冤研究表
明袁热应激期间添加茶多酚可以明显降低肉仔鸡血清
血糖尧血清肌酸激酶的含量袁并可以改善机体的免疫
力遥综合考虑袁茶多酚通过提高机体抗氧化酶的活性袁
维持血清酸碱平衡袁改善机体免疫力等措施来减轻热
应激对鸡的影响袁以添加 30 mg/kg茶多酚抗热应激效
果最好遥
4.6 共轭亚油酸

共轭亚油酸渊CLA冤是一类天然的尧具有生理活性
的尧含有共轭双健的亚油酸同分异构体混合物遥 大量
动物模型研究表明袁共轭亚油酸具有降低免疫刺激诱
导的降解反应尧增强机体免疫力和减轻热应激反应等
生物学功能遥CLA具有抗热应激功能是由于其具有较
强的抗氧化能力袁并能减轻热应激对家禽免疫细胞的
负效应遥 高云英等渊2006冤研究了热应激状态下添加
CLA对蛋鸡免疫功能的影响袁 添加 20 g/kg CLA可使
蛋鸡血清 IL-茁尧IL-6降低 16.44豫和 22.04豫袁 机体总
抗氧化能力提高了 38.51豫袁 甲状腺素 T3 提高了
23.81豫遥 Johnson渊1997冤研究认为袁热应激引起动物代
谢及内分泌异常袁 最终导致生产性能和免疫降低袁均
是由于 IL-茁尧IL-6等炎性细胞的阻止作用而引起的遥
该试验表明,日粮中添加 CLA使蛋鸡血清炎性细胞因
子上升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抑制袁增强了机体细胞的免
疫遥 高云英等(2006)试验进一步证实了袁添加 20 g/kg
可使热应激蛋鸡血清 T尧B淋巴细胞转化率及 CD4垣尧
CD8垣细胞亚群等细胞免疫指标分别提高了 73.55豫尧
20.13豫尧60豫和 42.41豫遥 这表明袁CLA通过改善热应
激期间细胞的免疫力袁调节内分泌激素尧提高机体抗
氧化能力而发挥作用遥 从提高生产性能尧改善机体免
疫力袁减轻热应激角度出发袁添加 1豫耀2豫CLA 效果
较好遥
5 小结

此外袁中草药添加剂尧小苏打尧大豆黄酮等在减轻
鸡的热应激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效果遥 总之袁热应激给
养鸡业带来巨大的损失袁抗热应激添加剂的使用对于
减轻热应激对家禽内分泌激素的影响袁 改善生产性
能袁提高经济效益等发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遥

（参考文献 31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刘敏跃，lm-y@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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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试验旨在探讨饲喂全价基础日粮的基础上补饲青绿饲料对不同性别肉仔鸡屠宰品质的

影响。选择 1日龄健康 AA肉鸡 360只（公母各半），根据不同性别随机分成 4组，每组 3个重复，每重
复 30只。分别设为玉裔、域裔、玉意、域意组。玉裔和玉意为对照组，饲喂全价基础日粮，域裔和域意为
试验组，全期补饲新鲜青绿饲料。分别于第 14、28、42日龄（d）时取样进行屠宰品质分析。结果表明：淤
各试验日龄公鸡的体重高于母鸡（P<0.05或<0.01）；42日龄时公鸡的屠宰率和半净膛率高于母鸡（P<
0.05），腹脂率低于母鸡（P<0.05）。于补饲青绿饲料能显著提高肉仔鸡胸肌率(P<0.05)和降低腹脂率(P<
0.05)，42日龄时公鸡和母鸡的胸肌率分别提高了 14.9%和 16.4%，腹脂率分别降低了 20.8%和 22.2%。
盂补饲青绿饲料对肉仔鸡屠宰率、半净膛率、全净膛率和腿肌率无显著影响。榆总体上补饲青绿饲料
对母鸡屠宰品质的影响作用更大。

关键词 肉仔鸡；性别；屠宰品质

中图分类号 S816.5+1
Effect of fodder supplementation on slaughter performance of broilers with different sex

Dai Sifa, Wen Aiyou, Wang Lixin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experiment was to research effect of fodder supplementation on slaugh鄄
ter performance of broiler chickens. 360 healthy one-day-old AA broilers (male and female in half)
were chosen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3 repetitions in each group and 30 of each) ac鄄
cording to sex respectively. 玉裔and玉意 were controlled groups which were fed with complete basic
diet, 域裔and域意 were experimental groups fed with fodder supplementation during experimental peri鄄
od. Examples were taken at the age of 2, 4, 6- week old for measure about slaughter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ed, 淤 male had higher weights at the experimental ages (P<0.05 or 0.01), higher slaughter
yield and semi-eviscerated yield (P<0.05), and lower abdomen fat yield at age of 42-day-old (P<0.05).
于 Fodder supplementation increased(P<0.05) breast meat yield (10.0% of male and 16.4% of female at
42 day-old) and decreased (P<0.05) abdomen fat yield (20.8% of male and 22.2% of female). 盂 Fodder
supplementation had no effect on yields of slaughter, semi-eviscerated, eviscerated and thin meat. 榆
Fodder supplementation tend to had more effect on female slaughter performance.
Key words broilers曰sex曰slaughter performance

戴四发 闻爱友 王立新

戴四发，安徽科技学院动物科学学院，讲师，233100，安徽
省蚌埠市东郊凤阳县城安徽科技学院 232信箱。

闻爱友、王立新，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8-05-12
绎 安徽省高校青年教师科研资助计划项目(2007JQ1107)；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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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遗传育种技术袁显著提高了肉仔鸡的生长速
度袁同时也带来诸如胴体品质下降尧腹脂过度沉积等
一系列问题遥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以及肉仔鸡屠
宰分割等深加工业的发展袁人们已不再只重视肉仔鸡

活重袁而更关注其屠宰品质和肌肉品质等袁即倾向于
蛋白质含量高袁脂肪含量低袁风味独特袁肉质细嫩袁口
感好的绿色鸡肉食品遥 青绿饲料具有蛋白质品质优
良袁各种必需氨基酸特别是蛋氨酸尧赖氨酸尧色氨酸含
量较多袁钙尧磷丰富且比例适当袁同时也是维生素的良
好来源(除 VD外),且鲜嫩多汁袁适口性好袁消化率高遥
但以追求产量为目标的集约化养禽业似乎已将青绿

饲料排除在常规饲料之外,金光明等曾研究证实了青
绿饲料代替部分基础日粮在土种鸡生产上的可行性,
我们也曾试验分析了补饲青绿饲料对肉仔鸡生长性

能的影响,证实了青绿饲料在肉鸡饲养方面同样具有
和草鸡(或土鸡)一样的可行性,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

《饲料工业》·圆园园8年第 圆9卷第 15期 试验研究

24



于满足肉鸡的生物学需要,提高采食量袁改善精神和
健康状况遥 根据饲养经验,农村传统散养鸡的优良品
质与较多的采食青绿饲料有关,为了进一步探讨补饲
青绿饲料在肉仔鸡生产中的应用价值, 本试验以 AA
肉鸡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该方法对肉仔鸡屠宰品质的
影响,为优质绿色鸡肉食品的生产提供科学参考遥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动物和分组

选择 1 日龄渊d冤健康 AA 肉鸡苗公母各 180 只袁
根据不同性别分别随机分成 4组袁 每组 3个重复袁每
重复 30只遥 公鸡设为玉裔和域裔组,母鸡设为玉意和
域意组,各组平均体重渊平均为 42.1 g冤经方差分析差
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玉裔和玉意为对照组袁饲喂基础
日粮袁域裔和域意为试验组袁饲喂基础日粮的基础上
全期补饲青绿饲料至 42 d渊屠宰日龄冤遥
1.2 日粮和饲养管理

基础日粮为玉米-豆粕型全价粉料袁 根据肉仔鸡
饲养标准进行适当调整后配制遥 选用新鲜苜蓿叶尧青
菜叶尧黑麦草尧菊苣和胡萝卜作为青绿饲料渊经试验分
析袁平均干基质量分数为 32.6%冤袁洗净切碎后混合袁
每天视实际采食情况进行少量多次的补饲遥饲养期为
42 d袁厚垫料地面平养方式袁自由采食和饮水遥 光照制
度尧控温制度尧饲养密度等采用常规法进行遥基础日粮

成分和营养水平见表 1遥
表 1 基础日粮成分和营养水平

成分
黄玉米
小麦麸
豆粕
鱼粉
磷酸氢钙
石粉
蛋氨酸
食盐
微量元素预混料
维生素预混料

含量渊%冤
60.35

4
25
8
1
1

0.18
0.32
0.125
0.025

营养水平
代谢能(MJ/kg)
粗蛋白(%)
钙(%)
有效磷(%)
赖氨酸(%)
蛋氨酸(%)

12.1
20.3
1.1

0.46
1.13
0.58

1.3 测定项目和方法

以重复组为单位分别于第 14尧28尧42 d晨喂前各
取样 3只渊停食 8 h冤袁称取样鸡活重袁口腔放血法宰杀
并立即置于 65 益热水中浸烫 1.5 min取出袁 除净羽
毛袁吸水纸擦干后进行屠宰品质指标分析渊参考全国
家禽育种委员会 1984年颁布的 野家禽生产性能与计
算方法冶冤遥 分析指标包括屠宰率尧半净膛率尧全净膛
率尧胸肌率尧腿肌率尧腹脂率遥
1.4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1.5软件对数据进行 t检验袁数据表示
为野平均值依标准差冶遥
2 结果与分析渊见表 2冤

表 2 肉仔鸡屠宰品质

玉裔
241.9依10.9a

93.2依1.6
80.8依0.9
63.5依1.1
15.9依0.1
19.1依0.2*

1.4依0.0*
1 215.0依49.5aa

91.5依5.1
83.2依1.2a

68.9依2.3
19.1依0.1
20.2依0.6
1.9依0.1*

2 196.6依107.1aa

92.9依2.3a
85.4依0.9a
72.0依3.6
20.1依0.9
21.5依0.7
2.4依0.2*

域裔
242.4依10.0
93.9依2.6
82.3依6.2
61.1依1.3
17.1依0.8*
17.4依0.2
1.3依0.2

1 172.5依38.4
90.3依1.5
81.5依1.8
69.2依1.5
20.8依0.3*
20.1依0.6
1.7依0.0

2 284.0依94.8
90.7依5.9
83.4依0.6
73.3依2.7
23.1依1.6*
21.7依1.4
1.9依0.0

玉意
224.5依5.3
91.2依3.5
80.2依5.0
63.0依3.7
16.5依0.1
18.6依0.7*

1.5依0.1*
1 062.5依45.9

90.3依1.6
82.0依0.3
66.9依1.4
19.9依0.4a
19.6依0.5
2.0依0.1*

1 824.5依56.6
88.5依1.4
80.3依3.0
69.1依4.2
21.3依1.3
20.7依0.4
2.7依0.2a**

域意
222.9依15.5

92.3依2.4
83.2依1.2
60.1依0.3
18.2依0.2*
16.6依0.6
1.3依0.1

1 022.5依38.9
89.2依6.4
80.0依0.6
67.5依0.9
22.1依0.1*
20.0依0.1
1.7依0.1

1 960.6依91.1
85.6依2.2
78.0依1.3
71.2依0.5
24.8依0.8*
21.0依0.1
2.1依0.1

组别

注院同行中袁玉裔与玉意间比较袁a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aa表示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曰玉裔与域裔袁玉意与域意间比较袁
* 表示差异显著(P<0.05)袁** 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遥

14 d

28 d

42 d

项目

活重渊g冤
屠宰率(%)
半净膛率(%)
全净膛率(%)
胸肌率(%)
腿肌率(%)
腹脂率(%)
活重(g)
屠宰率(%)
半净膛率(%)
全净膛率(%)
胸肌率(%)
腿肌率(%)
腹脂率(%)
活重(g)
屠宰率(%)
半净膛率(%)
全净膛率(%)
胸肌率(%)
腿肌率(%)
腹脂率(%)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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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4日龄时肉仔鸡屠宰品质分析
由表 2可知袁 与玉意相比袁 玉裔的活重高 7.8%

(P<0.05)袁屠宰率尧半净膛率尧全净膛率和腿肌率略高
(P>0.05),胸肌率和腹脂率略低(P>0.05)遥 域裔和域意的
胸肌率分别比对照组高 7.5%(P<0.05)和 10.3%(P<0.05),
腹脂率分别低 7.1%(P<0.05)和 13.3%(P<0.05)袁腿肌率
分别低 8.9%(P<0.05)和 10.8%(P<0.05)袁屠宰率和半净
膛率略有上升袁全净膛率略有下降遥 总体以母鸡试验
组变化程度更大遥
2.2 28日龄时肉仔鸡屠宰品质分析

由表 2 可知袁与玉意相比袁玉裔的活重高 14.4%
(P<0.01)袁 半净膛率高 1.5%(P<0.05)袁 胸肌率低 4.0%
(P>0.05)袁屠宰率尧全净膛率和腿肌率略高袁腹脂率略
低遥 域裔和域意的胸肌率分别比对照组高 8.9%(P<
0.05)和 11.1%(P<0.05)袁腹脂率分别低 10.5%(P<0.05)
和 15.0%(P<0.05)袁屠宰率和半净膛率略有下降袁全净
膛率略有上升袁腿肌率几乎不变遥 总体以母鸡试验组
变化程度更大遥
2.3 42日龄时肉仔鸡屠宰品质分析

由表 2 可知袁与玉意相比袁玉裔的活重高 20.4%
(P<0.01)袁 屠宰率和半净膛率分别高 5.0%(P<0.05)和
6.4%(P<0.05)袁全净膛率和腿肌率分别高 4.2%(P>0.05)
和 3.9%(P>0.05),胸肌率和腹脂率分别低 5.6%(P>0.05)
和 11.1%(P<0.05)遥域裔和域意的胸肌率分别比对照组
高 14.9%(P<0.05)和 16.4%(P<0.05),腹脂率分别低 20.8%
(P<0.05)和 22.2%(P<0.01)袁屠宰率和半净膛率略有下
降袁全净膛率和腿肌率略有上升遥 总体以母鸡试验组
变化程度更大遥
3 讨论

随着国内外饲料工业和养禽业的发展袁除了一般
散养式的家禽生产和种禽生产外袁现代化尧集约化的
商品家禽特别是肉仔鸡的生产都是将青绿饲料排除

于常规饲料之外的袁故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在以全价
配合饲料为日粮的基础上同时进行青绿饲料补饲的

饲养方式在肉鸡生产中的应用价值袁并在前期分析生
长性能和肌肉品质的同时针对屠宰品质进行了比较遥

屠宰品质是衡量禽类产肉性能的主要指标渊如屠
宰率和全净膛率越高则肉用性能越好冤袁 在分割肉生
产中显得尤为重要遥肉鸡的生产实质上是肉仔鸡的生
产袁一般从体成熟和方便生产管理的角度出发袁很少
考虑到性别这个遗传因素袁但从实际的生产性能和效
益方面分析袁6耀7周龄的肉仔鸡确实又存在着明显的

性别差异渊公肉仔鸡的生产性能和效益明显更高冤袁试
验结果渊见表 2中的对照组冤表明袁各不同试验日龄时
均表现出了公肉仔鸡的屠宰率尧半净膛率尧全净膛率
和腿肌率不同程度地高于母肉仔鸡(其中 42 d屠宰率
和半净膛率差异明显)袁 而胸肌率和腹脂率则不同程
度地低于母肉仔鸡渊其中 42 d腹脂率差异明显冤的规
律遥关于性别对肉鸡屠宰品质的影响国内外仅见有极
少量的研究袁结论也都基本一致遥 Young等的研究显
示了母肉仔鸡具有更高的胸肌率渊P<0.05冤遥 张红等报
道袁8周龄公尧母漂阳鸡间屠宰率尧半净膛率尧全净膛
率尧胸肌率和腿肌率等指标差异均不显著渊P>0.05冤遥
刘定发等对 16周龄黄羽肉鸡进行了分析袁 发现公鸡
的屠宰率和腿肌率显著大于母鸡袁胸肌率显著小于母
鸡渊P<0.05冤遥

试验结果同时显示袁补饲青绿饲料主要使肉仔鸡
的胸肌率明显提高袁腹脂率明显降低遥 对其它指标均
无显著影响袁 但总体上使屠宰率和半净膛率略有降
低袁全净膛率和腿肌率略有升高的现象遥 补饲青绿饲
料对胸肌率和腹脂率的影响程度随着日龄的增加而

增大袁且对母鸡的影响程度大于公鸡袁如补饲到 42日
龄时袁 公鸡和母鸡的胸肌率分别提高了 14.9%和
16.4%袁腹脂率分别降低了 20.8%和 22.2%袁这是因为
补饲青绿饲料对母鸡的采食量和生长性能的影响程

度更大遥进一步分析袁青绿饲料蛋白质品质优良袁富含
饲用纤维袁各种必需氨基酸特别是蛋氨酸和赖氨酸含
量较多袁也是多种维生素的良好来源袁且具有鲜嫩多
汁尧适口性好尧消化率高的特点袁如其中的蛋氨酸尧赖
氨酸尧维生素和饲用纤维等都是有利于提高胸肌率和
降低腹脂率的因素遥
4 小结

综上所述袁在饲喂全价日粮的基础上补饲青绿饲
料能有效地改善屠宰品质袁 满足现代消费者需求袁利
于分割肉的生产袁是一种低成本的可行途径袁在实际
生产中可以借鉴运用遥但这种方式也存在增加饲喂工
作量和青绿饲料难以保存的问题袁需要进一步在生产
工艺和设施方面进行探讨遥

（参考文献 11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刘敏跃，lm-y@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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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生源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抗氧化能力
和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刘 垒 王永才 周勤飞 刘亚力

摘 要 为了研究普生源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抗氧化性能和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试验选择体

重 15 kg断奶仔猪 40头，随机分成对照组和 3个试验组，每组 10头。对照组饲喂基础饲粮，试验组分
别在基础饲粮中添加 50、100、200 mg/kg的普生源。试验期为 30 d。30 d后，每组随机选取 4头断奶仔
猪，进行前腔静脉采血，测定抗氧化指标和免疫指标。结果表明，平均日增重、血清中 SOD活性、T淋巴
细胞百分数和 T淋巴细胞转化率，添加普生源 100 mg/kg和 200 mg/kg组显著或极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或 P<0.01）；200 mg/kg组料肉比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试验各组平均日采食量差异不显
著；随着普生源添加量的增加，血清中 MDA含量有降低趋势，但各组间差异不显著。试验结果提示，饲
粮中添加适量的普生源，可以提高断奶仔猪生长性能和抗氧化能力，增强细胞免疫功能。

关键词 普生源；断奶仔猪；生长性能；抗氧化性能；细胞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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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体内大量自由基的产生袁 会破坏细胞和细
胞器的生物膜袁进而造成癌症尧动脉硬化尧衰老尧溶血
性贫血等疾病袁给动物生产造成很大的损失[1]遥 特别
是断奶仔猪袁 消化道及其消化酶系尚未完全建立袁免
疫体系发育不完善袁更容易受到氧自由基损害袁进而
影响其生长发育遥 普生源是一种抗氧化饲料添加剂袁
其生物学功能多样袁特别是体内抗氧化作用袁可维持
生物膜完整袁提高畜禽免疫力袁进而促进畜禽的生长遥
本试验通过在断奶仔猪饲料中添加普生源袁研究体内
抗氧化与动物生长性能尧 细胞免疫功能等方面的关
系袁为机体抗氧化添加剂在饲料中更广泛地应用积累
资料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的分组与处理

试验选择体重渊15 kg冤尧年龄尧胎次相近的渝荣玉
系断奶仔猪 40头袁公母各半袁随机分成对照组和 3个
试验组袁每组 10头遥 每组 2 个重复(一个重复 3裔尧2
意袁另一重复 2裔尧3意)袁每重复 5头猪遥对照组饲喂基
础饲粮袁 试验组分别在基础饲粮中添加 50尧100尧200
mg/kg的普生源遥普生源由长沙某公司提供袁主要活性
成分为二氢吡啶尧谷胱甘肽渊GSH冤等遥

1.2 试验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饲养标准参照 NRC渊1998冤[2]和中国瘦肉型猪饲养
标准渊2004冤袁营养成分参照中国饲料成分及营养价值
表渊2006冤[3]进行配制渊见表 1冤遥

表 1 基础饲粮组成及营养成分(%)
原料
玉米
豆粕
鱼粉
大豆油
大豆
乳清粉
磷酸氢钙
石粉
赖氨酸
小苏打
预混料
合计

组成(%)
58.22
19.52
5.00
2.03
4.00
8.00
1.13
0.88
0.12
0.10
1.00

100.00

营养水平
消化能 DE渊MJ/kg冤
粗蛋白(%)
钙(%)
总磷(%)
可消化磷(%)
赖氨酸(%)
蛋氨酸(%)
胱氨酸(%)
苏氨酸(%)
色氨酸(%)

14.20
19.62
0.90
0.70
0.50
1.15
0.35
0.31
0.77
0.23

1.3 饲养管理

试验于 2007 年 7 月 22 日~8 月 27 日在重庆市
畜科院育种猪场进行遥 试猪分组后每重复饲养于一
栏袁预试期 7 d袁正试期 30 d遥自由采食和饮水袁按猪场
常规饲养管理程序进行饲养管理遥记录试验期间耗料
量尧日采食量以及猪只健康状况遥
1.4 测定指标及方法

1.4.1 生长性能指标

试验开始和结束时每头猪空腹 16 h后称初重和
末重袁以计算平均日增重渊Average Daily Gain, ADG冤
和料肉比渊Feed /Gain, F/G冤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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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可知袁试验组的 T淋巴细胞百分数均高于
对照组,添加普生源 100 mg/kg和 200 mg/kg组的 T淋
巴细胞百分数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显著高于添

加 50 mg/kg组(P<0.05)曰试验组的 T淋巴细胞转化率均
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袁添加 100 mg/kg组的 T淋
巴细胞转化率最高袁极显著高于其余各组(P<0.01)遥 可

ADG渊g/d冤越末重渊kg冤-初重渊kg冤
饲养时间渊d冤 伊1 000

平均日采食量(Average Daily Feed Intake, ADFI)院
记录每重复每天喂料量渊kg冤和剩余料量渊kg冤袁平均日
采食量按以下公式计算遥

ADFI(g/d)越总饲喂量(kg)-总剩料量(kg)
饲养时间(d)伊每重复头数 伊1 000

F/G =平均日采食量渊g/d冤
日增重渊g/d冤

1.4.2 血清生化指标

饲养试验结束后袁 从每重复中随机选出 2头猪袁
前腔静脉采血 5 ml袁 其中 2 ml用于 ANAE阳性率和

淋巴细胞转化试验袁3 ml分离血清-20 益保存用于测
定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产物丙二醛遥

T淋巴细胞百分数院 采用 琢-醋酸萘酯酶染色法
(ANAE)袁检测 200个淋巴细胞袁计算 ANAE阳性率[4]遥

T淋巴细胞转化率院形态学检测法[5]遥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邻苯三酚自氧化法测定[6]遥
过氧化终产物丙二醛(MDA):硫代巴比妥酸法测定[7]遥

1.5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和方差分析袁 试验
结果用平均数依标准差表示遥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普生源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见表 2)
表 2 普生源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项目
平均初重渊kg冤
平均末重渊kg冤
平均日采食量 ADFI渊g/d冤
平均日增重 ADG渊g/d冤
料肉比 F/G

对照组
15.11依2.89
25.74依6.12

759.25依85.28
350.00依11.28a

2.23依0.67a

50 mg/kg组
15.13依2.58
25.73依3.70

766.22依77.89
350.98依49.88a

2.21依0.28ab

100 mg/kg组
16.11依3.32
26.70依5.48

734.14依29.33
380.25依89.52b

1.96依0.44ab

200 mg/kg组
15.70依2.96
26.30依3.39

740.08依48.12
412.28依92.02b

1.84依0.39b

注院同行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袁无肩标或肩标相同大小写字
母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下表同遥

从表 2可知,添加普生源后对各组断奶仔猪的平
均日采食量没有产生显著影响(P>0.05)曰添加 100 mg/kg
和 200 mg/kg 组平均日增重显著高于对照组和添加
50 mg/kg组(P<0.05),并且随着普生源在饲粮中添加量
的增加平均日增重有增加的趋势,其余各组间差异不
显著(P>0.05)曰随着普生源在饲粮中添加量的增加料
肉比有降低趋势, 添加 200 mg/kg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袁其余各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遥 由此可见,
普生源可以促进断奶仔猪生长,改善饲料报酬遥
2.2 普生源对断奶仔猪血清中 SOD活性和 MDA含

量的影响渊见表 3冤
从表 3可知袁添加普生源 100 mg/kg组和 200 mg/kg

组的血清 SOD活性与对照组相比袁 得到了显著提高
渊P<0.05冤袁添加 50 mg/kg组也比对照组提高了 25.2%
渊P>0.05冤遥 血清 MDA的含量随着饲粮中普生源添加
量增加袁有降低趋势袁但各组间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因此袁 普生源在饲粮中的添加能够提高血清 SOD活
性袁降低血清中 MDA的含量遥
2.3 普生源对断奶仔猪 T淋巴细胞百分数和淋巴细
胞转化率的影响(见表 4)

表 3 普生源对断奶仔猪血清中 SOD活性和 MDA含量的影响
项目
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渊U/ml冤
丙二醛 MDA (nmol/ml)

对照组
43.90依4.18a

34.85依4.44
50 mg/kg组
54.95依4.07ab

32.68依2.36
100 mg/kg

60.83依5.60b

29.55依3.82
200 mg/kg组
59.73依5.37b

28.78依4.90

表 4 普生源对断奶仔猪 T淋巴细胞百分数和 T淋巴细胞转化率的影响（豫）
项目
T淋巴细胞百分数
T淋巴细胞转化率

对照组
68.25依3.10aA
21.58依1.67A

50 mg/kg组
71.13依5.95aAB
35.90依4.53B

100 mg/kg组
81.75依1.04bB
46.63依3.13C

200 mg/kg组
81.00依0.71bB
35.65依2.4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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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饲粮中添加普生源可提高 T淋巴细胞百分数和 T
淋巴细胞转化率,增强仔猪免疫力水平,添加 100 mg/kg
组和 200 mg/kg组效果最明显遥
3 讨论

自由基是极其活跃的物质袁对蛋白质尧脂质化合
物尧糖尧核酸及组成细胞的成分都能产生影响遥由于多
价不饱和脂肪酸特殊的化学结构袁使其成为自由基损
害的主要对象遥 自由基和多价不饱和脂肪酸作用袁引
起脂质过氧化袁并形成脂质过氧化物遥 过多的脂质过
氧化最终分解产生丙二醛能与蛋白质尧核酸等生物大
分子结合形成脂褐质沉积于细胞中,影响细胞代谢和
正常的功能遥生物体内存在着可以清除自由基的抗氧
化酶袁如超氧化物歧化酶渊SOD冤等遥 SOD广泛存在于
生物体的各种组织中袁 可使超氧阴离子 O2原歧化为
H2O2而被清除遥 血清中 SOD活力高低间接反映了机
体清除自由基的能力遥 MDA可以反映机体脂质过氧
化产物生成速率和强度袁 也间接反映组织 LPO损伤
程度[8,9]遥 仔猪断奶期间会有很大的应激袁大量的自由
基会随之产生袁导致 SOD活性明显下降袁MDA含量急
剧上升遥

本试验饲粮中添加普生源袁可以抑制血清中 SOD
活性下降和 MDA的含量升高袁 起到很好的抗氧化作
用遥 邹晓庭等(2005)[10]报道袁饲粮中添加二氢吡啶可提
高蛋鸡肝脏中 SOD活性遥鲁雅琴等(2006)[11]报道袁还原
型谷胱甘肽可以降低人脑组织 MDA含量袁 提高脑组
织 SOD活性遥高姝娟等(1997)[12]报道袁一定浓度的谷胱
甘肽可降低 MDA含量, 部分抑制牛心肌线粒体的脂
质过氧化遥

T淋巴细胞转化率是衡量 T 淋巴细胞在外来因
子刺激下增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遥当机体受到抗原
(如结核菌素或植物凝集素 PHA等)的刺激时袁T淋巴
细胞就可以转化为 T淋巴母细胞袁进一步转化为致敏
T淋巴细胞遥T淋巴细胞转化率越高袁意味着 T淋巴细
胞在外来因子的刺激下增殖反应上升袁机体细胞免疫
能力上升[13,14]遥 另外袁T淋巴细胞百分数也是一个常用
的细胞免疫指标遥 武现军等渊2000冤[15]报道袁在雏鸡饲
粮中添加二氢吡啶袁可以提高 T淋巴细胞百分数遥 本
试验结果与前人研究相似袁这说明普生源确实有增强
机体细胞免疫功能的作用遥对于免疫系统发育还不完
善的早期断奶仔猪来说袁细胞免疫功能的增强意味着
机体对病原菌的抵抗力增强遥

彭小兰(2007)[16]报道袁在饲粮中添加二氢吡啶袁可
提高肥育猪日增重和饲料转化率遥 李成会等(2007)[17]

报道袁饲粮中添加二氢吡啶袁可以提高肥育猪日增重袁

降低料肉比遥 张延涛(2001)[18]报道袁饲粮中添加 GSH袁
可提高蓝塘猪和大白猪的日增重袁降低料肉比遥 本试
验饲粮中添加普生源袁 可以提高断奶仔猪平均日增
重袁降低料肉比袁与前人结果一致遥这可能是因为饲粮
中添加普生源后袁 断奶仔猪的抗氧化性能大大提高袁
增大了小肠粘膜面积袁 有利于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吸
收袁提高了饲料利用率曰保护免疫细胞细胞膜袁增强仔
猪免疫力和抗病力袁减轻了仔猪断奶应激遥
4 结论

综合以上试验结果,饲粮中普生源添加 100 mg/kg
和 200 mg/kg袁 可以降低断奶仔猪料肉比袁 提高日增
重曰提高血清中 SOD活性袁降低 MDA的含量曰提高淋
巴细胞中 T淋巴细胞数量袁增强 T淋巴细胞的转化能
力遥由此可见袁饲粮中添加适量的普生源袁可以提高断
奶仔猪生长性能和抗氧化能力袁增强细胞免疫功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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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选用 30日龄健康 AA肉中鸡 150只，随机分成 5个处理，进行了不同形式脂肪对肉
用仔鸡的代谢能值测定。试验基础日粮由玉米、豆粕等常规原料组成，能量、蛋白质水平分别为：

12.04 MJ/(kg DM)和 19.32豫，其它营养物质水平按 AA肉中鸡标准供给。试验日粮分别由 90豫基础日
粮和 10豫动物油、豆油、固体脂肪 A和固体脂肪 B组成。通过排空强饲法，试验鸡禁食 24 h后，收集
24 h内源排泄物，48 h强饲 40 g试验日粮后，收集 24 h表观排泄物，采用套测法模型得出鸡的表观代
谢能和真实代谢能。研究结果表明，动物油、豆油、固体脂肪 A和固体脂肪 B的表观代谢能值分别为
29.31、31.03、32.18和 32.90 MJ/kg；真实代谢能值分别为 30.19、31.95、33.08、33.84 MJ/kg；方差分析表
明，不同类型油脂对肉仔鸡的表观代谢能和真实代谢能值差异极显著（P<0.01）。两种固体脂肪的代谢
能值均高于豆油和动物油，固体脂肪 A高于固体脂肪 B，动物油最低。

关键词 肉仔鸡；动物油；豆油；固体脂肪；代谢能

中图分类号 S816.4
快速生长的肉鸡需要高能量日粮袁日粮中不添加

脂肪不能满足良种肉鸡的能量需要袁对集约化饲养的
肉鸡袁通过添加脂肪提高生长速度袁缩短生长周期袁是
提高出栏率尧饲料利用率袁增加经济效益普遍使用的
方法遥与玉米尧饼粕中含有的能量比较袁利用脂肪供给
能量可减少鸡的应激袁减少猝死症遥然而袁饲料脂肪的
成本仍然是较高的袁肉鸡体重的增加带来的经济效益
能否超过添加脂肪增加的成本曰 脂肪添加多少合适曰
添加哪种脂肪效果最好遥只有了解各种脂肪的利用效
率袁特别是能量转化效率袁才能科学合理的使用脂肪袁
利用较高成本的油脂换来高的生产利润袁所以研究不
同形式油脂对肉鸡的代谢能值的影响十分重要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豆油和猪油渊鲁南牧工商公司冤尧固体脂肪 A[商
品名称脂肪王(白)]尧固体脂肪 B[商品名称脂肪王(黄)]
渊龙口新龙公司冤遥
1.2 试验动物

1.2.1 试验动物选择

选用体重基本一致的 30 日龄健康 AA 肉中鸡
150只,随机分成 5个处理,每个处理 10个重复,每笼 3

只,自由饮水遥
1.2.2 试验动物处理

将塑料瓶盖用手术缝合线缝合在每只试鸡的肛

门周围,待鸡适应 2 d后,进行早饲前空腹称重并详细
记录数据, 试验鸡禁食 24 h后, 将塑料瓶安装在瓶盖
上,收集 24 h内源排泄物曰然后每个处理的每只鸡一
次投饲 40 g各自日粮,随后开始计时并收集 24 h排泄
物遥饲料样品的收集尧取样尧分析等与常规方法相同,排
泄物的收集采用收集瓶将粪尿一起收集,置 4 益保存遥
1.3 试验设计

试验的第 1组为对照组袁 强饲基础日粮 40 g曰其
它 4组为试验组袁分别在基础日粮的基础上袁用 10豫
不同类型的脂肪替代基础日粮混合成试验日粮袁并同
样强饲 40 g遥 试验设计见表 1遥

表1 强饲试验设计

30
30
30
30
30

基础日粮
100%
90%
90%
90%
90%

油脂
0

10%猪油
10%豆油

10%固体脂肪 A
10%固体脂肪 B

强饲日粮组成

第 1组
第 2组
第 3组
第 4组
第 5组

项目 鸡数渊只冤

1.4 日粮组成

试验基础日粮同饲养试验袁由玉米尧豆粕等常规
原料组成渊见表 2冤袁日粮能量尧蛋白质指标参考 AA肉
中鸡饲养标准供给袁 分别为院12.04 MJ/渊kg DM冤和
19.32豫袁其它营养物质水平按 AA鸡标准供给遥 各试
验组日粮由 90豫基础日粮和 10豫油脂组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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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试验日粮组成（豫）
项目
玉米
次粉
豆粕
油脂
预混料
合计

第 1组
64.30
4.00
29.00
0.00
2.7
100

第 3组
57.6
3.6
26.1
10
2.7
100

第 4组
57.6
3.6
26.1
10
2.7
100

第 2组
57.6
3.6
26.1
10
2.7
100

第 5组
57.6
3.6
26.1
10
2.7
100

1.5 试验方法

排空强饲法院排空时间 24 h曰强饲量 40 g遥
代谢能计算院套测法袁待测脂肪占基础日粮的比

例为 10豫遥
1.6 样品分析

粗蛋白质院凯氏半微量定氮法测定遥
总能院氧弹式热量计测定遥

1.7 数据统计处理

利用 SPSS 软件统计处理袁Duncan's 法进行多重
比较遥
2 结果与讨论

2.1 试验鸡体重比较渊见表 3冤
表 3 各组试验鸡体重比较

项目
第 1组
第 2组
第 3组
第 4组
第 5组

试验鸡数
30
30
30
30
30

体重(kg)
1.11依0.02
1.09依0.04
1.14依0.08
1.16依0.03
1.13依0.05

从表 3中数值可以看出袁不同脂肪类型脂肪组体
重基本一致袁因此初始体重差异不会影响本研究的测
定结果遥
2.2 不同形式脂肪对肉仔鸡代谢能值影响渊见表 4冤

表 4 不同形式脂肪对肉仔鸡代谢能值影响

项目
动物油
豆油
固体脂肪 A
固体脂肪 B

AME(MJ/kg)
29.31依0.04A
31.03依0.04B
32.18依0.12C
32.90依0.09D

TME(MJ/kg)
30.19依0.04A

31.95依0.05B
33.08依0.09C
33.84依0.10D

注院同列不同肩注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遥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院不同类型油脂对肉仔鸡的表
观代谢能和真实代谢能值影响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遥
两种固体脂肪的代谢能值均高于豆油和动物油袁固体
脂肪 A低于固体脂肪 B袁动物油最低遥由此说明袁不同
类型油脂对肉仔鸡的表观代谢能和真实代谢能值影

响有明显差异袁肉鸡饲喂两种固体脂肪均能获得较高

的代谢能袁脂肪能量的转化效率较高遥 以本试验条件
下豆油的代谢能值为 100豫袁动物油尧固体脂肪 A和固
体脂肪 B的表观代谢能值为豆油的 94.5豫尧103.7豫和
106.0豫曰 真代谢能值为豆油的 94.5豫尧103.5豫和
105.9豫遥

从数值上看袁 不同类型脂肪的代谢能值都较低袁
其原因可能是本研究是采用饲养对比试验和消化代

谢试验同步进行袁代谢试验只能选用肉中鸡作为试验
动物来反映肉仔鸡的消化利用率袁试验鸡日龄为 30耀
37日龄袁此时对脂肪的转化效率偏低袁如果应用肉大
鸡或成年鸡进行测定袁结果可能要高于以上数值遥
3 讨论与结论

动物油尧豆油尧固体脂肪 A和固体脂肪 B的表观
代谢能值分别为 :29.31尧31.03尧32.18 和 32.90 MJ/kg曰
真实代谢能值分别为院30.19尧31.95尧33.08尧33.84 MJ/kg;
不同类型油脂对肉仔鸡的表观代谢能和真实代谢能

值差异极显著渊P < 0.01冤遥 两种固体脂肪的代谢能值
均高于豆油和动物油袁 固体脂肪 A低于固体脂肪 B袁
动物油最低曰豆油的测定结果比常规值更低袁是否与
市售豆油的质量有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遥

（编辑：刘敏跃，lm-y@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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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试验采用单因子完全随机试验设计和尼龙袋法，研究添加 0、1%、3%、5%、7%、9%葡萄糖
保护豆粕，对 3头中国荷斯坦奶牛不同时间点内瘤胃蛋白质降解率及其动态降解率的作用效果。结果
表明，蛋白质降解率与瘤胃内培养时间密切相关。培养时间延长，降解率增大。在各时间点，提高葡萄

糖添加量可使蛋白质降解率逐渐降低，所有试验组与未处理组差异均极显著（P约0.01），CP有效降解率
降低最高达 24.82豫，添加水平为 7%、9%两组组间差异不显著（P跃0.05）。试验证明葡萄糖与豆粕复合
加热处理可有效抑制奶牛瘤胃蛋白质降解，且研究表明葡萄糖适宜添加水平为 7%。

关键词 葡萄糖；豆粕；蛋白质降解率

中图分类号 S816.79
动物性蛋白饲料在反刍动物中禁用后袁植物性蛋

白质饲料便成了动物营养学家们研究的热点袁豆粕的
氨基酸组成与动物需要接近袁 是优质的植物性蛋白袁
占有很大的比例袁然而豆粕在奶牛瘤胃中降解率却很
高袁因此研究过瘤胃蛋白对反刍家畜营养研究的深入
和我国奶牛生产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渊冯仰廉等袁1996冤[1]遥如何降低在瘤胃的降
解率袁使到达小肠的蛋白质更多袁提高产奶量袁国内外
对过瘤胃营养保护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研究袁主要方法
有化学保护法尧热处理法尧血包被法等遥本研究用瘤胃
尼龙袋法评定不同处理(不同添加量下葡萄糖非酶褐
化)豆粕的奶牛瘤胃蛋白质的降解率袁以评定不同添
加量下葡萄糖非酶褐化处理保护豆粕的效果,为实际
生产提供参考依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与日粮

选择 3头状况良好袁年龄尧体重尧胎次尧泌乳期相
近的中国荷斯坦奶牛袁安装永久性瘤胃瘘管遥 TMR日
粮由扬州大学奶牛场生产袁主要由精料补充料尧营养
料尧微贮啤酒糟尧苜蓿干草尧玉米青贮料构成袁其中精
料补充料由玉米尧大麦尧菜籽粕尧豆粕尧DDGS尧碳酸氢
钙等组成袁营养料主要为脂肪酸钙等袁TMR 日粮营养
水平见表 1遥
1.2 饲养管理

每天饲喂 3 次渊8院00尧16院00尧22院00冤袁自由饮水遥

畜舍保持通风尧干燥遥
表 1 TMR营养水平

干物质
54.0%

CP
10.4%

总可消化 CP
7.7%

粗纤维
8.8%

脂肪
2.69%

NND
1.33

Ca
0.53%

产奶净能
4.18 MJ/kg

1.3 试验设计

1.3.1 饲料处理

试验豆粕来源于扬州大学牧场原料部袁蛋白含量
为 45%曰葡萄糖由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遥 按表 2的方法对豆粕和葡萄糖进行处理遥

表 2 豆粕和葡萄糖处理方案

项目
葡萄糖(/DM)
豆粕(g)
温度(益)
时间(min)
含水量(/DM)

1
0

200
-
-

11%

2
0

200
115
60

25%

7
9%
200
115
60

25%

3
1%
200
115
60

25%

4
3%
200
115
60

25%

5
5%
200
115
60

25%

6
7%
200
115
60

25%

1.3.2 样品采集与处理

按冯仰廉渊1984冤[2]所述方法袁将尼龙袋于晨饲 2 h
后通过瘘管投入瘤胃腹囊处袁每头牛放 5根绳袁每根
绳系 2个袋遥 尼龙袋用细涤纶线双道缝合袁针孔用防
水耐温胶密封袁规格为 19 cm伊14 cm袁孔径 45 滋m袁装
料后袋口用细线缝合遥 称量 5 g 左右样品装入称重
后的尼龙袋中并标号袁缝紧袋口袁用电子天平渊感量
0.000 2 g冤准确称量袁每个样品做一个平行样曰每 2个
平行样用尼龙绳缝于塑料软管渊直径 6 mm尧长 20 cm冤
上固定袁塑料软管上端系一粗尼龙绳袁将其固定于瘤
胃瘘管外部遥投样后袁在 2尧6尧12尧24尧36尧48 h这 6个时
间点各取一根绳遥 将取出的尼龙袋在冷水中浸泡 0.5 h
后,用流水缓慢冲洗,直到水澄清为止(一般 10~15 min)
渊Cherney 等袁1990冤 [3]遥 再将冲洗干净的尼龙袋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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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益烘箱袁烘至恒重渊约 48 h冤遥 取出回潮 24 h后,测
定残渣 CP含量遥
1.4 测定指标及方法

CP院按照常规成分分析方法测定[4]遥
1.5 计算方法

采用 =[( - )/ ]伊100%公式(Church,1988) [5]计算
待测饲料在瘤胃中不同时间点 CP降解率遥
式中院 要要要为待测饲料营养物质的瘤胃降解率(%);

要要要为待测饲料降解前营养物质的含量(g);
要要要为待测饲料降解后营养物质含量(g)遥

待测饲料有效降解率(ED)应用 椎rskov和 McDon鄄
ald(1979)[6]提出的数学指数模型 y= + (1-e- t)确定降解
常数 a尧b尧c遥
式中院 要要要表示被测饲料快速降解部分;

要要要表示慢速降解部分;
要要要表示慢速降解部分的降解速率遥
再由公式 ED=a+[bc/(c+k)]计算渊k为待测饲料瘤

胃外流速度,其计算数值实测为 0.05冤干物质动态降
解率(Lopz S F)[7]遥
1.6 数据处理

利用 Excel软件处理基础数据袁应用 SPSS15.0统
计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非线性拟合分析和多重比较遥
2 试验结果与讨论

日粮蛋白质在瘤胃中降解程度对日粮中蛋白质

消化具有重要影响袁因此研究瘤胃降解速率在奶牛饲
养中有重要地位遥
2.1 不同葡萄糖添加水平与豆粕复合加热后各时间

点瘤胃蛋白质降解率渊见表 3冤

表 3 蛋白质各时间点降解率(%)
2

28.82依0.05e
25.69依1.59e
19.82依0.21c

19.72依0.72c

15.85依0.51a
14.53依0.05a
25.96依0.51e

6
28.75依0.20ef
28.41依1.56e

26.74依0.74cde

25.10依0.24c
19.01依0.18a
19.09依0.49a

29.67依0.39e

12
40.19依2.56f
32.42依0.29d

30.38依0.17cd

29.05依0.19c
20.83依0.20a
19.98依1.25a

42.88依00.87g

24
55.48依0.28g
41.52依1.52f

38.22依0.31e

31.45依1.91c
23.20依1.12a
21.84依1.58a

57.23依1.04g

48
64.08依1.69g
54.17依0.64e
51.24依0.33e

44.78依2.70c
30.98依0.71a
28.20依0.26a
71.18依0.68i

36
61.59依0.74g
45.75依0.70e
42.81依1.03cd

41.99依1.28c
28.19依1.33a
26.49依0.08a
64.07依0.74h

瘤胃内降解时间渊h冤
0组
1%组
3%组
5%组
7%组
9%组
未处理组

项目

注院同列中肩标小写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相邻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相间表示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遥

由表 3可见,豆粕经加热和添加葡萄糖复合处理
后,蛋白质降解率均有不同程度下降遥 不同葡萄糖添
加量与时间点,蛋白质降解率下降幅度不同,其中,0组
与未处理组相比在 2尧6尧24 h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当
12尧36尧48 h时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在 24 h时 0尧1%组
和未处理组降解率增加最多袁 而 5%和 7%组在 36 h
增加最多遥 在各个时间点,葡萄糖添加量增加,蛋白质
降解率逐渐减少袁添加 5豫尧7豫尧9豫组较未处理组差异
均极显著渊P<0.01冤遥 1%与 0组在 12 h后差异显著渊P<
0.05冤,7%和 9%组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即当葡萄糖添
加量达到 7%时降解率逐渐趋于稳定遥

2.2 不同葡萄糖添加水平与豆粕复合加热后瘤胃蛋

白质动态降解率渊见表 4冤
瘤胃动态降解率是结合瘤胃内容物外流速度综合

评定饲料瘤胃消化特性的指标遥 由表 4可见,蛋白质动
态降解率和快速降解部分均有不同程度降低,未处理组
蛋白有效降解率最高,为 45.97豫,除与 0组差异显著外
(P<0.05),跟其它组均差异极显著(P<0.01),蛋白有效降解
率降低最高达到 24.82%,9%组蛋白有效降解率最低,且
与 7%组差异不显著(P>0.05)遥这表明葡萄糖加热处理降
低了饲料蛋白质的快速降解部分和蛋白质有效降解率,
而且从经济效益角度考虑 7%的添加量较为适宜遥

表 4 蛋白质动态降解率(%)
项目

a
b
c

ED

0组
18.30依0.141
52.60依3.536
4.70依0.849
43.60依0.53i

1豫组
23.80依1.556

55.70依1.046 5
1.60依0.283
37.09依0.84g

3豫组
19.60依0.566
53.40依3.394
1.75依0.071
33.43依0.10e

7豫组
15.60依0.849

33.45依1.378 9
1.60依0.283
22.63依0.23a

未处理组
20.15依0.071
61.45依3.323
3.65依0.495
45.97依0.57j

5豫组
19.65依0.212
58.95依17.466

1.25依0.354
30.97依0.59c

9豫组
14.85依0.919

33.95依2.481 9
2.20依2.263
21.15依0.19a

注院同行中肩标小写字母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相邻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相间表示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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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葡萄糖加热处理对豆粕 CP降解率的影响
过瘤胃保护技术是将蛋白质尧氨基酸或脂肪经过

技术处理将其保护起来袁 避免其在瘤胃内被发酵尧降
解袁使之直接进入小肠被消化利用袁从而达到提高饲
料利用率的目的遥添加葡萄糖加热处理豆粕的原理是
是在豆粕中添加一定量的还原性糖袁使糖醛基与游离
的氨基酸基团发生非酶褐化反应袁蛋白质结构发生变
化袁导致溶解度降低遥Nebraska-Lincoln 大学的研究者
(1988)用非酶促褐化技术处理豆粕袁将蛋白质与木糖
混合加热袁使之变褐袁发现过瘤胃蛋白质含量比对照
组增加了 2.5倍遥

本试验用葡萄糖加热处理豆粕袁经处理后豆粕的
瘤胃蛋白质降解率均低于未处理组遥说明葡萄糖处理
降低了蛋白质在瘤胃的降解率袁 提高过瘤胃蛋白数
量遥这一结果与国外学者报道基本一致渊Cleale袁1987曰
Can袁2002曰Tuncer袁2003冤遥 Cleale渊1987冤用戊糖尧己醛
糖尧己酮糖按 1尧3尧5 mol/渊mol 大豆粕赖氨酸冤配比袁
150 益加热 30尧60尧90 min后的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糖
浓度的增加袁瘤胃蛋白降解率直线下降[8]遥Can(2002)用
己醛糖作为非酶褐变剂对大豆粕进行保护处理加热

30和 60 min袁进行瘤胃降解率的研究袁结果发现 6%
水平处理组 2尧16尧24尧48 h的蛋白质降解率比 0水平
组降低袁即增加己醛糖水平增加了 UIP[9]遥Tuncer(2003)
分别用 0.5%尧1%尧2%的戊糖袁在 105 益加热 24 h对菜
籽粕和大豆粕进行处理袁试验结果也表明该处理对日
粮中的蛋白质避免瘤胃降解也有一定的保护效果[10]遥

Kari Ljk椎jel渊2003冤用 5 mol己醛糖/渊mol大豆粕
赖氨酸冤保护大麦和豌豆,100尧125尧150 益加热 5尧15尧
30 min,结果表明:加热使大麦和豌豆的瘤胃蛋白降解
率降低袁添加己醛糖对大麦中瘤胃蛋白降解率没有影
响袁但使豌豆的降低[11]遥 添加己醛糖对大麦的瘤胃蛋
白降解率没有影响袁这可能是大麦中还原糖的量和其
它碳水化合物的还原残片足够与游离赖氨酸残基连

接遥相反袁豌豆中碳水化合物与蛋白比例较低袁其赖氨
酸蛋白比值也较大麦高(Carroue袁1995)袁所以添加己
醛糖对大麦瘤胃蛋白降解率无影响遥这与本试验也是
一致的袁当添加到 7%葡萄糖水平后袁豆粕中赖氨酸残
基与葡萄糖的非酶褐化反应几乎达到最大袁因此蛋白
质瘤胃降解率下降幅度变小袁 且与 9%添加量差异不
显著遥
3.2 有待解决的问题

本试验虽证明豆粕经葡萄糖加热处理后袁可有效

免于被降解袁但豆粕蛋白过瘤胃后能否被小肠吸收的
问题还有待于研究袁特别是赖氨酸和必需氨基酸的利
用率遥
4 结论

4援1 葡萄糖加热处理豆粕可以降低饲料蛋白质在瘤

胃的消失率和降解率遥 从降解动力学分析袁葡萄糖加
热处理降低了饲料蛋白质的快速降解部分尧慢速降解
部分和有效降解率遥 CP 有效降解率降低最高达
24.82%遥
4援2 随着葡萄糖添加量的增加袁CP在各时间点的降
解率与其动态降解率逐渐降低袁并且从经济利益角度
考虑7%添加水平最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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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用 3头装有永久性瘤胃瘘管和十二指肠瘘管的荷斯坦奶牛，试验分 4个阶段。每个阶
段分别饲喂日粮玉（基础日粮+保护性蛋氨酸玉 30 g/d）、日粮域（基础日粮+保护性蛋氨酸域 30 g/d）、
日粮芋（基础日粮+保护性蛋氨酸芋 30 g/d）和日粮郁（基础日粮），研究棕榈油脂肪粉包被的蛋氨酸对
瘤胃液挥发性脂肪酸和菌体蛋白的影响。结果表明：对挥发性脂肪酸有提高乙酸和丙酸浓度，降低丁

酸浓度的趋势，但影响不显著（P跃0.05）；对菌体蛋白浓度略有提高，影响不显著（P跃0.05）。
关键词 奶牛；过瘤胃保护性蛋氨酸；pH值；NH3-N；挥发性脂肪酸；菌体蛋白
中图分类号 S816.79

在较长一个时期内袁 人们曾误认为瘤胃微生物
能合成反刍动物所需的全部必需氨基酸袁因而不需从
饲料中另外补充遥 后来的研究表明,即使瘤胃微生物
蛋白质的合成达到最大程度,进入小肠的氨基酸仍难
以满足高产奶牛的需要,从而影响奶牛的产奶性能和
牛奶质量遥 因此袁必须增加小肠可吸收的蛋白质和氨
基酸数量才能满足其营养需要遥 于是袁人们开始研究
增加反刍动物日粮中氨基酸渊特别是保护性氨基酸冤
的方法,以提高反刍动物小肠中可吸收氨基酸渊特别
是限制性基酸冤的数量[1]遥 蛋氨酸作为反刍动物的一
种限制性氨基酸,对其保护方法历来都是研究的热点
之一遥

利用瘤胃保护性氨基酸是增加反刍动物小肠可吸

收氨基酸数量最经济有效的方法遥 过瘤胃蛋氨酸在奶
牛营养的研究国外已经非常广泛, 且形成一套较为完
整的技术遥 如 Rulquin等(1993)[2]证实,饲喂过瘤胃蛋氨
酸增加了奶牛小肠蛋氨酸的供应量遥 由饲料途径给反
刍动物饲喂瘤胃保护性氨基酸是调控进入小肠氨基酸

数量和组成的最简便而又直接的方法(王洪荣,1998)[3]遥
这不仅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利用效率,而且可以减少氮
的排泄量及其在环境中的转化释放遥 但是,应用过瘤
胃蛋氨酸对泌乳奶牛的研究结果很不一致遥这可能是
由于不同来源过瘤胃蛋氨酸的瘤胃稳定性和瘤胃后

可利用性不同造成的遥决定瘤胃保护性蛋氨酸应用效

果的主要因素包括氨基酸的含量尧氨基酸在瘤胃中的
稳定性以及氨基酸在小肠的消化吸收率等遥

本试验旨在通过测定 3 种保护性蛋氨酸对瘤胃
挥发性脂肪酸和菌体蛋白的影响袁为选择和应用理想
的保护性氨基酸产品提供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和管理

选择 3头装有永久性瘤胃瘘管和十二指肠瘘管
的荷斯坦奶牛(平均年龄 4 岁袁体重 550耀600 kg )袁试
验牛单槽饲养袁每日 6:00尧 13:00 和 19:00饲喂袁自由
饮水袁饲喂 TMR全混日粮袁每天记录采食量遥
1.2 试验日粮及营养水平

按每头奶牛每天采食量来配制 TMR混合日粮袁
试验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1袁混合精料配方见
表 2遥

表1 奶牛试验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日粮成分
青贮
玉米粕
黄酒糟
胡萝卜
花生蔓
5%预混料
混合精料
苹果渣

采食量渊kg冤
18.00
3.00
5.00
5.00
1.00
0.15
5.5
7.00

营养水平
粗蛋白渊kg冤
UIP渊kg冤
NND
ADF渊kg冤
NDF渊kg冤

3.03
1.30
36.52
4.69
7.75

表 2 混合精料配方（%）
精料组成
玉米
DDGS
花生粕
菜粕
豆粕
棉粕

含量
56.00
8.00
5.00
4.00
13.00
7.50

精料组成
磷酸氢钙
碳酸钙
食盐
小苏打
氧化镁
预混料

含量
3.00
0.50
1.00
1.00
0.5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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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验材料

商品过瘤胃脂肪产品棕榈油脂肪粉曰商品用 DL-
蛋氨酸曰 向蛋氨酸中分别按照 30%尧40%尧50%加入溶
化后的棕榈油脂肪粉袁边加边搅拌袁在搅拌中迅速冷
却袁得到粉末状保护性蛋氨酸玉渊RPMet-玉冤尧保护性
蛋氨酸域渊RPMet-域冤尧保护性蛋氨酸芋渊RPMet-芋冤遥
1.4 试验设计

试验采用 3伊4不完全拉丁方设计袁试验分 4个阶
段袁每个阶段预饲期 15 d袁正式期 5 d遥 每头牛在 4个
阶段中分别饲喂日粮玉(基础日粮+RPMet-玉30 g/d)尧
日粮域(基础日粮+RPMet-域 30 g/d)尧日粮芋渊基础日
粮+RPMet-芋 30 g/d冤和日粮郁渊基础日粮冤遥
1.5 测定项目及方法

在正式期的前 48 h内,每隔 4 h采集瘤胃液 200 ml,
连续采集 2 d遥 四层纱布过滤后袁立即测定 pH值袁并
按采样要求采集样品放入干净的塑料瓶中低温保存袁
样本采集结束后袁测定 NH3-N浓度尧菌体蛋白和挥发
性脂肪酸遥 采集瘤胃液时间点分布详见表 3 遥

表 3 瘤胃液的采集时间点

第 1 d
第 2 d

08:00
10:00

12:00
14:00

4:00
6:00

16:00
18:00

20:00
22:00

24:00
2:00

1.5.1 挥发性脂肪酸的测定

利用 Agilent6890N型气相色谱仪袁内置 FAAP通
用型毛细管柱袁参数为 30 m伊0.32 mm伊0.25 滋m遥

气相色谱仪参数院色谱柱采用毛细管柱袁采用程
序升温袁60 益保留 2 min, 以 6 益/min的速度升温到
140 益,保留 1 min,再以 30 益/min的速度升温到 220 益,
保留 6 min袁汽化室渊进样口冤温度 180 益袁采用氢离子
火焰检测器袁检测温度 230 益遥

N2为载气,流速为 45 ml/min遥H2流速为 50 ml/min,
O2流速为 450 ml/min袁进样量为 1 滋l遥

试剂配制院
淤 配制 25%渊W/V冤 的偏磷酸溶液院将 25 g偏磷

酸溶在 100 ml双蒸水中遥
于 巴豆酸的配制院 在 100 ml的偏磷酸溶液中加

入 0.646 4 g的巴豆酸袁定容到 100 ml遥
盂 标准样品院准确称取色谱标准级乙酸 0.910 0 g尧

丙酸 0.370 0 g尧丁酸 0.176 5 g分别溶于双蒸水中袁再
各自定容至 100 ml遥

瘤胃液预处理院取 1 ml样品到离心管中袁再加入
0.2 ml的偏磷酸巴豆酸混合溶液袁原20 益冰箱保存过
夜袁解冻后 12 000 r/min 离心 5 min袁取上清液保存袁

测定前再 12 000 r/min离心 5 min遥 进样量为 1.0 滋l遥
1.5.2 菌体蛋白的测定

菌体蛋白测定参照 Cotta 等渊1982冤[4]和 Broderick
等渊1989冤[5]阐述的差速离心法进行遥

瘤胃液经两层纱布过滤后,于39 益 4 000 r/min离心
15 min去除原虫及饲料颗粒遥 将上清液在 15 000 r/min
下离心 20 min,弃去上清液,用 15 ml 0.85%生理盐水
重复洗涤尧离心尧沉淀共 2次,沉淀即为细菌组分遥 将上
述高速离心收集的细菌沉淀小心无损失地转移到消化

管中,按凯氏微量定氮法进行测定遥
试验样品处理流程见图 1遥

瘤胃液

上清液

沉淀

细菌物质

菌体蛋白质

尼龙布过滤低速离心袁4 000 r/min袁15 min

高速离心袁15 000 r/min袁20 min

0.85%生理盐水袁洗涤 2 次高速离心袁
15 000 r/min袁20 min

凯氏定氮法

图 1 试验样品处理流程

1.6 数据统计与分析

试验数据先用 Excel表格进行处理后袁再用 SPSS
软件 ANOVA单因子分类进行方差分析袁LSD法进行
多重比较遥
2 试验结果

2.1 不同 RPMets 对瘤胃挥发性脂肪酸及乙酸/丙酸
比值的影响渊见表4尧表 5冤
表 4 不同 RPMets对乙酸、丙酸、丁酸浓度的影响（mmol/l）
项目
乙酸
0 h
2 h
4 h
丙酸
0 h
2 h
4 h
丁酸
0 h
2 h
4 h

对照组

53.73依3.98
58.64 依6.35a
56.93 依4.63a

20.14依1.30
20.77依3.21
19.23依1.82a

5.80依0.50
6.37依0.65
6.49依0.59

RPMet-域组
56.56 依6.35
63.69 依4.78a

60.28 依7.10ab

22.04 依3.56
23.58 依2.14
22.70 依3.13b

5.66依0.32
6.17依0.25
6.53依0.45

RPMet-芋组
55.21 依5.63
59.58 依7.24a

57.04 依3.98a

20.18 依1.45
21.24 依1.74
20.92 依2.70a

5.71依0.44
6.25依0.54
7.04依0.39

RPMet-玉组
55.43 依3.56
65.13 依8.34b

64.64 依6.48b

22.28依2.53
23.41依2.50
21.57依2.62b

5.53依0.54
6.07依0.55
6.63依0.45

注院同行数据肩标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不同字母表
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以下各表同遥
由表 4可知袁饲喂后 0耀4 h 内袁随时间推移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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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丙酸浓度有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袁2 h达到高峰曰丁
酸呈现逐渐上升趋势遥 与对照组相比袁添加瘤胃保护
性蛋氨酸组有提高瘤胃液中乙酸和丙酸的趋势袁但大
部分时间点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P>0.05)曰对瘤胃液
中丁酸浓度影响不显著(P>0.05)遥

表 5 不同 RPMets对乙酸/丙酸比值的影响
项目
0 h
2 h
4 h

对照组
2.57依0.33
2.62依0.28
2.75依0.21

RPMet-域组
2.47依0.18
2.69依0.24
2.73依0.27

RPMet-芋组
2.54依0.20
2.70依0.15
2.80依0.23

RPMet-玉组
2.62依0.15
2.68依0.21
2.87依0.31

由表 5可知袁添加 3种瘤胃保护性蛋氨酸袁对乙
酸/丙酸比值影响均不显著(P>0.05)遥 随采食后时间推
移乙酸/丙酸比值略有增加遥
2.2 不同 RPMets对瘤胃菌体蛋白的影响
表 6 不同 RPMets对瘤胃菌体蛋白的影响(mg/100 ml)
项目
0 h
2 h
4 h
平均

对照组
80.02依5.63a
76.93依4.02a

61.69依4.39a
72.88依6.26a

RPMet-玉组
82.30依6.13a

79.25依5.94a
65.61依5.99a
75.72依4.73a

RPMet-芋组
87.70依7.10b
79.30依7.74a

69.57依4.08b

78.86依4.58b

RPMet-域组
78.27依7.04a
75.04依5.43a

64.97依5.56a

72.76依5.13a

由表 6可知袁 添加3种瘤胃保护性蛋氨酸后袁均
有提高菌体蛋白浓度的趋势遥 其中添加 RPMet-玉和
RPMet-域组与对照组差异均不显著 (P>0.05)曰 添加
RPMet-芋组采食后 0尧4 h和平均浓度与对照组差异
均显著(P<0.05)遥
3 讨论

3.1 瘤胃保护性蛋氨酸对瘤胃挥发性脂肪酸及乙酸/
丙酸比值的影响

随采食后时间推移乙酸/丙酸比值略有增加遥 瘤
胃补充蛋氨酸和过瘤胃保护蛋氨酸对瘤胃液挥发性

脂肪酸浓度没有显著影响袁其原因可能是:虽然蛋氨
酸降解产生的酮酸可被微生物发酵产生挥发性脂肪

酸袁 但其浓度相对于瘤胃内容物来说袁 不足以引起
VFA的显著变化遥杨维仁渊2004冤[6]研究表明袁瘤胃投饲
不同形式的蛋氨酸添加剂对试牛瘤胃液乙酸尧丙酸和
丁酸浓度没有显著影响(P>0.05),且乙酸/丙酸比值各
组差异不显著(P>0.05)遥 Robinson等(2005)[7]研究表明袁
向日粮中添加蛋氨酸袁 对瘤胃 pH值和挥发性脂肪酸
浓度没有影响遥郭玉琴渊2006冤[8]研究表明袁瘤胃补充保
护蛋氨酸袁瘤胃挥发性脂肪酸乙酸尧丙酸尧丁酸尧戊酸
及总 VFA浓度采食后有降低趋势袁4个处理组间差异
不显著(P>0.05)袁对不同时间点 VFA浓度影响不显著
(P>0.05)遥 以上报道与本试验结果基本一致遥

3.2 瘤胃保护性蛋氨酸对瘤胃菌体蛋白的影响

基础日粮中添加棕榈油包被蛋氨酸在瘤胃中能

缓慢释放蛋氨酸满足微生物对 Met的需要袁一定程度
上促进瘤胃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遥 Salter(1979)[9]发现袁
Met是瘤胃细菌生长的第一限制性氨基酸袁 提供 Met
可消除或减缓这种限制作用袁提高瘤胃微生物的生长
和繁殖袁促进瘤胃微生物蛋白的合成遥 Salbury(1971)[10]

用体外法试验证明袁Met和 Met 羟基类似物(MHA)加
速了瘤胃微生物的生长遥
4 结论

在本试验条件下袁 向奶牛基础日粮中添加 30 g/d
渊含蛋氨酸 15耀21 g/d冤的棕榈油脂肪粉包被蛋氨酸袁对
瘤胃挥发性脂肪酸影响不显著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瘤
胃微生物对蛋氨酸的需要袁提高了瘤胃微生物的生长
和繁殖袁促进瘤胃微生物蛋白的合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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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动物能将可再生资源类纤维素物质转化为动

物产品而被誉为野生物转化器冶,但反刍动物本身并不
能消化纤维素类物质, 所依赖的是与之共生的瘤胃微
生物遥 不同的反刍动物因其瘤胃微生物种群的不同,而
能利用各种不同类型的纤维素资源袁 甚至对其它物种
来说是毒草的植物,也可能是一些反刍类的美食遥 如在
南非的热带雨林貘可以利用树上的几片老叶维持生

命; 在干旱的沙漠中长颈鹿能够采食高高的刺槐的嫩
叶,而娇小的犬羚则偏爱刺槐下的小草;在高寒的青藏
高原,牦牛能够将粗糙的草类转化为优质蛋白遥 由此可
见,瘤胃微生物类群的多样和其发酵能力的强大,而这
一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宿主所提供的瘤胃这个天

然完美发酵罐, 使得微生物能够最大限度的存在和进
行发酵活动遥 对瘤胃微生物的纤维素降解方面的文章
较为常见, 而本文就微生物各类群的多样性和其在综
合发酵中的互作效应等的研究新进展作以一综述遥
1 瘤胃微生物的多样性

瘤胃是微生物生存和繁衍的乐园,包括瘤胃细菌尧
原虫尧真菌以及古甲烷菌等遥 其生物量巨大,在充分繁
殖时约占瘤胃液的 10%遥 瘤胃微生物的物种极为多样,
每毫升瘤胃内容物中有不同种类细菌 1010耀1011个尧原
虫 105耀106个尧厌氧真菌(游离饱子数为 103耀105包括 6
个属)和噬菌体(颗粒数为 105耀106个)(Mackie,2000)遥

广义遗传多样性指地球上所有生物所携带遗传

信息的总和(常罡,2004)遥 与高等生物相比袁微生物的
遗传多样性表现的更为突出,不同种群间的遗传物质
和基因表达具有很大的差异遥 目前,据 16S rDNA序列
同源分析建立的核糖体小亚基 16S rDNA和 18S rDNA
序列数据库(The ribosomal database project袁RDP)中,有
用于构建系统树的 16S rDNA序列 6 205个袁 而随着
研究的不断深入,还有新发现的序列不断上传,丰富瘤
胃微生物的基因库,足以说明其遗传多样性的丰富遥

狭义遗传多样性是指种内基因的变化袁包括种内

显著不同的种群间和同一种群内的遗传变异渊李璇袁
2004冤遥如安登第(2003)以序列相似率 97%为标准而界
定为同一种,在耗牛和晋南黄牛瘤胃微生物 16S rDNA
测序文库中分别有 42.39%和 29.9%的序列达到 97%
相似率而为同种袁 说明其种内的遗传变异度之大尧遗
传多样性之丰遥
1.1 瘤胃细菌

细菌约占瘤胃生物量的 50豫耀80%袁 并在瘤胃发
酵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渊Hungate袁1966冤遥16S rDNA系统
分类表明厚壁菌门渊Firmicutes,低 G+C革兰氏阳性菌冤
约为 59.7豫耀76.7%袁而 Bacteriodales比例约为 22.5豫耀
34.4%, 另外还含有比例较少的 Spirochaetes,Actinobac鄄
teria,和 Proteobacteria等类群(Ozutsumi等袁2005曰Sund鄄
set等,2007曰Tajima等,2007)遥根据其功能可分为纤维降
解菌尧半纤维素降解菌尧淀粉降解菌尧果胶降解菌尧蛋白
降解菌尧 脂肪降解菌尧 酸利用菌和乳酸产生菌等多类
群遥 Firmicutes 门,梭菌纲(Clostridia),梭菌目 (Clostridi鄄
ales)毛螺菌科渊Lachnospiraceae冤的瘤胃球菌属渊Ru鄄
minococcus冤在瘤胃中常被检测到遥如降解淀粉为主的
R. bromii渊Krause等袁1999冤曰降解纤维为主的 R. flave鄄
faciens在孙云章渊2005冤的研究中占测序克隆子中比
例为 2.08%曰在 Krause 等渊1999冤报道中占有 2.2%的
比例袁 是以粗饲为主的反刍动物瘤胃中的常在菌类遥
如报道认为纤维降解菌在以野生牧养的驯鹿瘤胃中

约 15豫耀35%渊Sundset等袁2007冤遥另外罗斯拜瑞氏菌属
能发酵包括木糖尧半乳糖尧棉子糖尧葡萄糖尧麦芽糖尧纤
维二糖尧蔗糖尧淀粉和糖原等几种 CHO袁主要产生或只
产生丁酸, 其 DNA的 G+C摩尔百分比是 42.3豫遥 据
16S rRNA(rDNA)进化树分析属于梭菌聚类渊Clostridial
clusters冤渊Pryde等袁2002冤遥

瘤胃中除有种类繁多的革兰氏阳性菌外尚存在一

定比例的同样种类繁多的革兰氏阴性菌渊安登第,2003冤遥
Sundset 等渊2007冤对 reindeer 瘤胃微生物 16S rRNA
gene的测序结果表明 Firmicutes clostridiales的比例为
测序克隆的 76.7%, 而革兰氏阴性菌 Bacteriodales渊Pre鄄
votella-Bacteroides系冤的比例为 22.5%遥 Ozutsumi 等
渊2005冤的研究中牛瘤胃 Bacteroides和 Prevotella分别
占有 34.4%和 2.6%的份额袁 而 Firmicutes 的比例为
59.7%遥 早期报道已分离 200多个细菌种类,由此可见
细菌之种类极为复杂 (Hungate,1966;Bryant和 B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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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袁但瘤胃中尚有大部分不可培养菌渊Amann 等袁
1995冤遥 如溶纤维丁酸弧菌在瘤胃中可利用的底物从
单糖到纤维素较为广泛袁也比较易于分离培养袁但有
些株系如在瘤胃中可以检测到有降解纤维素活性的

菌株在体外却难以培养成功袁表明瘤胃环境对其的重
要性遥新兴的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扩展了传统方法可以
研究的微生物范围袁 如大型瘤胃细菌 Quinella ovalis
以前从未被培养成功袁 但经过 16S rDNA序列分析而
被确定分类地位曰同时也表明其生物种类比原来认为
的更加复杂多样渊Krause 等袁1996冤袁如原来认为是同
种的菌株在遗传进化特性上可能相差甚远袁需要重新
分类曰而且由瘤胃混合微生物 16S rDNA(rRNA)文库
序列分析显示袁还有大量尚未认识的种类存在渊Tajima
等,1999尧2007冤遥 Sundset等(2007)测序发现在瘤胃细菌
的 121个克隆中有 6个新菌株(cluster XIVa)遥 这些研
究都一致地表明细菌种类之丰富和可研究的有限性遥
1.2 瘤胃原虫

自 1843年 Gurby和 Delfound在牛瘤胃液中首次
发现纤毛原虫后袁在其它反刍动物瘤胃内也陆续发现
原虫遥 瘤胃原虫分为鞭毛原虫渊Flagellate protozoa冤和
纤毛原虫渊Ciliate protozoa冤两大类遥幼龄反刍动物由于
所食母乳或开食料中的可溶性糖类发酵迅速而产生

很多的挥发性脂肪酸袁使得瘤胃 pH值较低袁此时瘤胃
中以鞭毛虫为主遥随着食物结构的改变袁pH值逐渐上
升而利于纤毛虫生长遥 Fonty等渊1984冤研究表明,在出
生后 15耀20 d时就有纤毛虫开始定植袁pH值在 6.0时
内毛虫开始定植袁 在 6.5时双毛虫和全毛虫开始定
植袁而鞭毛虫逐渐消失袁成畜瘤胃内以纤毛虫为主遥原
虫在瘤胃内容物中的数量虽少于细菌,但因其体积较
大,其生物量基本与细菌相当,因宿主个体不同约占瘤
胃微生物生物量的 30豫耀80%而异 (Ushida等袁1996)遥
其中全毛目(Holottricha)和旋毛目(Spirotrichicha)两目
25个属约有百余种之多, 并以内毛虫和双毛虫最多袁
约占纤毛虫总数的 85豫耀98%遥 Santra 等(2006)报道
Entodiniomorphid原虫是总量的 83.5%袁 其平均大小
为 85 滋m伊43 滋m(2耀168 滋m伊13耀104 滋m)曰而 Isotrichi鄄
dae原虫则占一小部分的比例,其平均大小为 105 滋m伊
52 滋m(39耀181 滋m伊23耀108 滋m)遥赵旭昌等渊1997冤报道
健康羊瘤胃纤毛虫大尧中尧小比例为 13.628.0遥 值
得注意的是纤毛虫因为个体大小的不均一性而容易

导致细胞计数与蛋白测定结果有所差异渊Faichney
等袁1997冤遥本研究室在近期的研究中也发现羽毛粉的
原虫蛋白产量比玉米蛋白粉低袁但原虫密度却大于后
者袁 因此进一步分类研究发现羽毛粉的中尧 小个体

Entodinium比例较玉米蛋白粉的高袁而部分大中类群
比例较低袁又通过计算的原虫个体平均蛋白量渊羽毛
粉组小于玉米蛋白粉组冤而证实和量化了渊Faichney
等袁1997冤所指出的差异遥

与细菌相比纤毛虫对不同微生态环境更为敏感

(高爱武,2003曰朱文涛,2005曰Brown等,2006)遥 该类群与
宿主的共进化和自身条件的依赖性使其种群数量和构

成因地域尧畜种尧季节尧食性尧瘤胃 pH值和稀释率等不
同各异,也可能在进化变异中产生新的种类遥 如苏格兰
高山草地放牧赤鹿尧 绵羊和驯鹿瘤胃纤毛虫夏秋季节
高于冬春季节,三种畜中绵羊的原虫量最低遥 Santra等
(1998) 研究发现维持水平下山羊瘤胃的原虫的数量极
显著高于绵羊,并且其中全毛虫和旋毛虫比例较高遥 额
尔很巴雅尔(1994)研究表明,同地区山羊瘤胃纤毛虫的
数量(8.35伊105 个/ml)高于牛和绵羊(3.2伊105 个/ml;2.3伊
105个/ml),种类则以牛瘤胃中最多,为 16个属 74种;绵
羊为 14个属 62种;山羊为 12个属 44种遥 Dehority等
(2003)从 1997耀2001年间收集非洲野生动物的瘤胃样
并测定其原虫的数量袁发现精料型的原虫数量大于中
粗料型, 并以野生型的瘤胃原虫量最少遥 Hristov等
(2001)研究表明,中等精料水平转为高精料水平时 En鄄
todinium从 89%上升到 91%, 而在中等精料水平时存
在的其它种属却未能检出, 并认为 Entodinium可以存
活于喂以高精料水平日粮的牛瘤胃中遥 Yanez Ruiz
(2004)研究则表明袁山羊和羯羊在以橄榄叶为日粮时
Holotricha完全没有检测到尧Entodiniomorphida密度较
低,而添加大麦和明豆渊faba beans冤后,Holotricha在瘤
胃液中出现尧Entodiniomorphida密度有显著增加遥上述
表明了特定条件下原虫的种群结构与丰度都存在较

大的变异,表现了原虫群体的条件依赖性和适应性遥
原虫严格厌氧和因为体壁较薄而易自溶等原因

而使分离和培养十分困难袁而免培养的小核糖体分子
技术为其研究提供了新的渠道袁而且还可能发现新的
种类遥 如 Kamati等(2003)用专一性的原虫引物 PSSU-
342f扩增 18S rDNA并进行克隆测序结果表明院 其中
所有克隆序列和 GeneBank渊基因库冤中的 10 个原虫
序列有 93豫耀98%的序列同源性袁 且优势原虫种类因
日粮的不同而不同遥 而 Shin等渊2004冤用 18S rRNA片
段测序则发现在瘤胃液分离出的可识别克隆片段中袁
有 69.6%为内毛虫尧31.4%为贫毛虫袁 同时 30.4%的克
隆片段是 GeneBank没有匹配的遥 Sylvester等渊2004冤
采用实时 PCR 研究也发现每纳克 PCR 产物中有
6.98伊109个原虫 rDNA拷贝袁而且还检测到 7.2伊105个
未知拷贝遥 Skillman等渊2006冤利用 RT-PCR和细胞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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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两种方法对瘤胃原虫进行定量袁同时对两种方法定
量结果的相关分析显示 RT-PCR 与细胞计数法有良
好的相关性渊R2=0.8冤遥 因此可见新技术手段的使用扩
大了可研究原虫的范围袁也提高了检测的可靠性遥 但
18S rRNA基因保守性较高袁 并不能很好地区分原虫
的种类和研究其多样性袁近年来保守程度相对稍低的
rDNA的内转录一区(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 1,ITS1)
又逐渐成为其系统发育与多样性研究的新素材渊林瑞
庆等袁2004曰吕召宏等袁2005曰林瑞庆等袁2006冤遥
1.3 瘤胃真菌

瘤胃真菌在反刍动物体内已进化数百万年遥 但直
到 1975年 Orpin首次证明瘤胃中曾被认为是带鞭毛
的原虫实际是厌氧真菌的游动孢子之后才被认识遥 国
内外学者已先后从绵羊尧奶牛尧水牛尧山羊和大象等动
物的胃肠道及粪样中分离出多种厌氧真菌, 计 6个属
16个种之多遥但其在瘤胃中生物量较小,又鉴于它们以
游走孢子和植物性菌体两种形态存在而较难准确估计

其数量和生物量, 以最大或然数法测定的瘤胃真菌数
量可达到 106个/g曰采用真菌细胞壁中的几丁质作为化
学标记物而估计的瘤胃厌氧真菌生物量约为瘤胃总生

物量的 8%遥 关于真菌的种或属特异性基因探针,甚至
真菌的酶或凝集素的特异性探针研究有望于能够解决

真菌生物量的准确估计问题 (Orpin和 Joblin,1997),分
子手段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真菌种类识别的范

围遥 如 Dore和 Stahl(1991)通过对 18S rRNA序列的分
析和比较将 Neocallimastix属分类于 Chytridiomycete遥
Bowman 等(1992)研究 Basidiomycetes尧Chytridiomycetes
和 Ascomycetes等的 18S rRNA分子进化关系遥 Brook鄄
man等渊2000冤用同样的方法集中研究了 Piromyces和
Neocallimastix两大属真菌的众多菌株遥 对于真菌种属
的鉴定和多样性研究同样也受到研究素材限制遥 如真
菌的 18S rRNA基因相互间具有 97%以上的相似性,因
此 18S rRNA基因也不能很好地区分厌氧真菌种类和
展示其多样性,近年来又更多地使用 ITS1这段在进化
过程中稳定而又有相对变化的序列来分析真菌, 对其
种属研究有一定的帮助遥如 Li和 Heath(1992)利用 ITS1
序列研究厌氧真菌的进化发育关系等遥
1.4 瘤胃古菌

Woesc等用 16S rRNA这把分子尺开拓性发现生
命的另一形式要要要古细菌遥 瘤胃古菌主要是甲烷菌
渊Sowers袁1995冤袁占瘤胃微生物 0.5豫耀3%遥 这类菌严格
厌氧袁并以产生甲烷为其终产物而显著区别于其它微
生物渊Bergey袁1994冤遥由于甲烷菌特别地通过合成甲烷
使纤维素菌尧原虫或真菌代谢中产生的氢移除袁而减

小了反馈抑制使得瘤胃其它类群能够有正常的活力

和发酵活动渊Steart 和 Bryant袁1988曰Joblin 等袁1990曰
Joblin, 1997曰赵玉华等袁2005冤遥 目前在瘤胃中已经分
离到甲烷短杆菌属渊Methanobrevibacter冤尧甲烷细菌属
(Methanobacterium)尧甲烷微菌属(Methanomicrobium)尧甲
烷八叠球菌属(Methanosarcina)等多属袁其中对可活动
甲烷微菌(Methanomicrobium mobile)尧反刍兽甲烷短杆
菌 (Methanobrevibacter ruminantium)尧巴氏甲烷八叠球
菌(Methanosarcina barkeri)尧甲酸甲烷杆菌(Methanobac鄄
terium formicicum)等研究的较多遥同样 16S rRNA也存
在由于保守性而产生的对甲烷杆菌种属分辨率过低

的问题袁研究人员对甲烷杆菌属以及相关 3个属所有
模式株和分离株总共 32 株菌进行了 mcrA渊甲基 CoA
还原酶冤部分序列的系统发育分析袁发现 mcrA 的氨
基酸同源性对种的鉴别具有比 16S rRNA 高的分辨
率遥 赵玉华和王加启渊2006冤采用 RT-PCR中的 Taq鄄
man probe技术检测对瘤胃甲酸甲烷杆菌进行定量袁
并和最大可能计数法进行对比袁结果表明与最大可能
计数法有很高的相关性袁 而且可以达到系统内 30个
拷贝的敏感度遥因此新研究素材的发现与使用和技术
手段的更新都将推进对瘤胃微生物袁尤其是其中弱势
类群的认识与研究遥
2 反刍动物瘤胃及其混合发酵

2.1 反刍动物瘤胃发酵特点

反刍动物在进化中获得的胃前发酵与再咀嚼功

能袁 使其成为哺乳动物中最为有效的粗饲料消化者袁
其瘤胃中消化粗饲料的微生物不仅决定了反刍动物

的消化特点袁还决定了它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遥 反
刍动物胃的容积巨大袁饱饲时瘤胃容积可占全消化道
的 64豫耀71%袁 总体重的 9豫耀13%渊Van Soest袁1994冤袁
且分隔成多室袁其中牛尧羊和黑鹿渊Cervus unicolor冤等
为四室渊Stafford袁1995冤袁骆驼缺乏瓣胃为三室袁鼷鹿
(Tragulus javanicus)也是三室渊Agungpriyono等袁1994冤遥
瘤胃中氧化反应电位低渊-300耀-350 V冤袁而且几乎可
以满足厌氧微生物的厌氧环境遥 虽然摄食尧饮水及反
刍再吞咽会将部分氧带入瘤胃袁经瘤胃壁也可渗入少
量氧袁但是饱饲和发酵活力正常的瘤胃中持续生产的
大量 CO2和 CH4袁加之随饲料进入的少量好氧菌或兼
性厌氧微生物也能迅速利用微量氧袁因而能使瘤胃内
保持几乎完美的厌氧发酵环境袁而优于其它厌氧发酵
系统渊如青贮窖尧阴沟淤泥等冤袁目前尚没有任何人工
系统能与之媲美遥综合其特点主要为院淤营养基质尧饮
水以及唾液的连续输入;于饲料未降解部分尧发酵终
产物的不断移出; 盂基本恒定的温度; 榆比较恒定的

反刍动物营养王梦芝等：瘤胃微生物类群的多样性及其综合发酵的研究进展

40



pH值曰虞相对稳定的渗透压渊赵广久袁2004冤遥
青贮发酵与瘤胃发酵具有基本相同的可利用基

质袁但青贮窖是一次装料袁发酵产物也不能移出袁乳酸
菌产生乳酸的积累使 pH值降低以便抑制竞争者袁并
最终抑制了自身的生长与繁殖袁故只有简单的几类微
生物生长袁 其中纤维素降解菌及其酶的活性对 pH值
也相对敏感袁所以容易受到影响渊朱伟云袁2004冤而不
能再正常生长 袁 纤维素也不能被有效分解 袁Van
Houtert渊1993冤认为瘤胃微生物达到最大生长速度的
适宜 pH值在 5.7以上遥 但瘤胃微生态中不仅类群多
样而且各个类群有各自的生态位和各自的作用袁同时
由于微生物间的交互饲喂尧互作关系以及及时外排的
特殊动态模式袁使得微生物种类繁多而且能够高效合
成和高效分解纤维素类物质遥如瘤胃原虫可改变淀粉
的消化位袁稳定瘤胃内 pH值袁同时体内具有氢化酶颗
粒袁在高氧分压条件下清除氧袁以维持瘤胃内厌氧环
境稳定遥因此去原虫处理意味着瘤胃微生物区系间生
态关系的失衡袁这将影响细菌和真菌菌群的群体结构
和代谢活力遥这同样也是去瘤胃原虫处理不利于瘤胃
发酵的一方面原因渊Gazi等袁2007冤遥
2.2 混合发酵的必然性

瘤胃微生物各区系间存在着协作关系渊Fondevila
和 Dehority袁1996冤袁如互作和交互饲喂渊Cross-feeding冤
等渊朱伟云袁2004冤遥瘤胃真菌及纤维素降解菌如 R.
flavefaciens可以产生大量的氢袁但瘤胃中并没有较高
的氢分压袁是由于甲烷菌通过合成甲烷使厌氧代谢中
产生的氢移除袁从而完成厌氧发酵渊Steart和 Bryant袁
1988冤遥 这种氢的种间转移导致了 ATP产量的增加和
代谢产物从还原性终产物向乙酸的转移袁从而使其容
易与甲烷菌形成一种稳定的互作关系遥研究也表明与
瘤胃甲烷菌共培养可以刺激真菌的生长袁并使许多特
异性酶的活性以酶依赖形式显著提高遥这种提高可能
是由于与甲烷短杆菌共培养降低了代谢产物负反馈

调节的原因渊Joblin等袁1990冤遥同时也极显著地提高了
真菌对纤维素或木聚糖的降解率渊Joblin, 1997冤遥 同瘤
胃真菌等一样原虫代谢中体内也产生大量的氢袁但其
与甲烷菌的互作方式有所不同袁甲烷菌寄居在原虫体
内尧体表等位置袁有些研究发现纤毛和胞肛也有甲烷
菌袁以之为附着体袁利用其代谢氢袁合成甲烷而完成这
一接力发酵遥 研究也证实了控制原虫后甲烷菌没有
附着物且 H2源减少袁导致产甲烷量下降渊Johnson等袁
1995曰Russell袁1998曰McGinn袁2004曰赵玉华等袁2005冤遥
Entodiniomorphid 原虫利用乳酸防止瘤胃 pH 值的下
降,有利于纤维素降解菌生长(Ushida 等 1991曰Ushida

和 Jouany 1996)遥 原虫除了本身具有较高的消化粗饲
料的能力,其存在还促进其它类群的对纤维素的发酵
能力遥 如 Epidinium分泌的酶可促进植物细胞间的分
离,使细胞壁物理裂解而利于细菌和真菌对纤维素的
附着;Isotrichidae可以提高真菌 Neocallimastix frontalis
的纤维素分解或木聚糖分解活力(Morgavi等,1994冤遥

细菌区系内各类群之间也存在交互和接力发酵

现象袁如埃希氏巨球菌发酵支链氨基酸产生支链挥发
性脂肪酸为纤维素降解菌所利用 渊Russell等袁1991冤曰
而 Roseburia属部分种类具有丁酰 CoA原乙酰 CoA 转
移酶的活性袁而无丁酸激酶活性袁当以葡萄糖为底物
进行体外培养时需要添加乙酸才能产生丁酸渊为纯乙
酸利用菌冤袁 而乙酸又是瘤胃中纤维素维降菌主要代
谢产物袁 丁酰 CoA-乙酰 CoA转移酶则可以转化乙酸
产生丁酸袁因此形成了菌种间的交互饲喂袁从而保证
了瘤胃发酵的流畅性(Duncan等,2002)遥 孙云章(2005)
研究表明 Roseburia菌占总测序克隆的 5.2%曰同时检
测到降解纤维的 R. flavefaciens菌比例为 2.08%袁也说
明了次级发酵菌对自然界最完美的 野瘤胃发酵罐冶的
重要性遥 研究也表明袁以全瘤胃液接种的发酵效果最
好渊吴宏忠等袁2003曰高巍等袁2004冤袁可见几乎所有的
发酵过程都无法由单一菌类来完成袁混合微生物协同
或接力作用保证了瘤胃的高效发酵遥因此瘤胃中混合
发酵不仅是必须也是必然的选择遥
3 结语

以上论述表明瘤胃微生物种类与其间的交互作

用是极为复杂的袁而且其混合发酵能够使得纤维素类
资源得到更为有效和广泛的利用遥然而文献表明可以
培养的瘤胃微生物占总的直接计数微生物的 12豫耀
80%渊Dehority和 Orpin,1988曰Hungate袁1966冤,这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对其的研究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也有局
限性,如作为研究材料的微生物 DNA的提取率(Tajima
等 ,1999), 用于定性或定量的研究素材 16S rDNA
渊rRNA冤尧ITS 或功能酶基因等本身的保守性或高变
性袁 各种研究技术如 FISH尧PCR尧DGGE尧SSCP或 RT-
PCR等的敏感性等渊王梦芝等袁2007冤遥 因此对于复杂
的瘤胃微生物无论使用何种手段尧 研究何种素材袁都
不能够完全地细分其种类尧精确地估计其数量和明晰
其代谢特点遥但相信瘤胃微生物多样性及其发酵功能
的研究袁会随着研究新素材的不断发现以及技术手段
的不断完善逐渐而趋近于客观和真实袁而使得这类特
殊微生物类群能够被充分利用于纤维素资源的有效

开发遥 （参考文献 66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张学智，mengzai0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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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氯霉素类药物概述

氯霉素类药物是应用广泛的广谱抗生素袁常用于
动物各种传染性疾病的治疗中袁对各类家禽尧家畜尧水
产品及蜂蜜制品各种传染性疾病的控制和治疗起重

要作用遥氯霉素最初是从委内瑞拉链丝菌的培养液中
提取制得袁现在基本使用化学合成法大量生产遥 其性
质稳定袁在干燥状态下可保存药效达 2年以上袁易溶
于有机溶剂袁25 益时 100 ml水中仅溶解 25 mg遥 水溶
液呈中性袁在酸性和中性溶液中较稳定袁遇碱类易分
解失效遥 其合成品具有左旋光性袁也称左霉素遥
2 氯霉素残留对人类健康的危害

2.1 骨髓造血机能紊乱

氯霉素对骨髓造血机能有抑制作用袁可引起血小
板减少性紫癜尧粒细胞缺乏症尧再生障碍性贫血尧溶血
性等袁多数在长期或多次用药的过程中发生遥
2.2 对早产儿和新生儿的毒性

在早产儿和新生儿肝内有些酶系统发育尚不完

全袁葡萄糖醛酸结合的能力较差袁因此影响氯霉素在
肝中的解毒作用曰此外袁肾脏排泄能力亦较弱袁能招致
药物蓄积中毒遥
2.3 胃肠道症状尧口部症状

胃肠道反应主要有腹胀尧腹泻尧食欲减退袁恶心尧
呕吐则少见遥 口部症状如口腔粘膜充血尧疼痛尧糜烂尧
口角炎和舌炎等遥
2.4 其它不良反应

可引起视神经炎尧视力障碍尧多发性神经炎尧神经
性耳聋以及严重失眠遥 有时发生中毒性精神病袁主要
表现为幻视尧幻听尧定向力丧失尧精神失常等遥
3 氯霉素残留对我国动物产品出口的影响

氯霉素残留问题已引起国际组织和世界上许多

国家和地区的高度重视遥 欧盟尧美国等均在法规中规
定氯霉素残留限量标准为野零容许量冶袁即不得检出遥

几年来袁我国出口到欧盟尧美国等地区的水产品尧

蜂蜜等多次因为氯霉素超标被限制袁损失达到数十亿
美元遥
4 氯霉素残留检测方法

近年来各种关于氯霉素残留的检测方法不断涌

现袁大致可分为三大类院第一类是生物测定法袁第二类
是理化分析法袁第三类是兼有生物和化学的酶联免疫
检测法遥
4.1 筛选检验方法

在实际工作中袁不可能也没必要对所有动物性水
产品进行各种复杂尧昂贵且耗时的分析检测遥 为能快
速确定动物食品中是否有氯霉素残留袁通常做法是遵
循一定程序袁对被测产品进行取样袁按规范要求对样
品进行筛选检验袁对筛选为阳性的样品再用更精确的
方法进行定量鉴定遥
4.1.1 微生物法

在快速筛选检验程序中袁 微生物法非常有效袁这
类方法简单尧费用少尧速度快袁因而广泛用于动物性食
品兽药残留的初筛遥
4.1.1.1 棉签法

棉签法又称现场拭子法袁是检测动物体中抗生素
残留的现场试验方法遥

该方法是用棉签渊拭子冤采取动物体内的组织液袁
然后将其放置于涂满枯草杆菌的培养基中保温过夜遥
观察是否在拭子周围出现抑菌环袁若有袁即表明组织
液中有抗生素存在遥如果该动物仅用氯霉素进行过治
疗袁则可以认为该组织中存在氯霉素残留遥 此方法在
几分钟内即可完成取样操作袁16耀18 h即可获得结果袁
是简便易行而又有一定准确性的检测方法袁比较适合
基层现场筛选检测遥 但是该检测法灵敏度较差袁检出
限较高袁多在 滋g/g级袁特异性差袁一般抗生素类药物
都有此类反应袁而且不能定量遥
4.1.1.2 杯碟法

样品经处理后袁注入牛津杯中袁与含菌液的检定
平板贴合袁培养后袁根据抑菌圈有无及大小判定结果遥
采用不同的试验菌种袁可检测不同的抗生素遥 此法检
出限为 0.25 滋g/g遥

这种方法与棉签法相比袁灵敏度高袁能够排除一
定的干扰袁但要进一步提高灵敏度很困难遥
4.1.2 免疫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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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分析是以抗原与抗体的特异性尧可逆性结合
反应为基础的新型分析技术遥免疫反应具有很高的选
择性和灵敏性袁因此袁免疫分析技术无论作为兽药残
留分析的检测手段还是样本净化方法都能使分析过

程特别是前处理步骤大大简化遥作为相对独立的检测
方法袁即基于竞争结合分析原理的免疫测定法袁包括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渊ELISA冤尧放射免疫测定渊RIA冤尧固
相免疫传感器等遥

目前使用最普遍的酶联免疫法渊ELISA冤袁具有操
作简便尧灵敏度高尧样品容量大尧仪器化程度和分析成
本低的优点袁 是目前最理想的残留筛选性分析方法
之一遥

ELISA是基于抗原和抗体反应而建立的遥由于氯
霉素是半抗原袁不能刺激机体产生抗体遥 要使半抗原
性物质具有免疫原性,就需使其与大分子载体物质(蛋
白质)相结合制备人工抗原,而后将其作为抗原进行使
用,动物体内即可产生相应特异性的抗氯霉素的抗体,
在此基础上建立酶联免疫竞争法测定氯霉素含量遥

此种方法灵敏度高袁检测下限可达 0.05 滋g/kg袁重
现性好袁回收率高袁在 1 滋g/kg的添加水平下袁回收率
可达 107%耀113%遥

酶联免疫法的缺点在于影响因素较多,易出现大量
假阳性结果;抗体批次不同,测定结果也会出现差异遥
4.2 定量确认方法

4.2.1 高效液相色谱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氯霉素是一种灵敏度较高尧
可靠性较强的一种方法袁此法重复性好尧假阳性少袁可
以进行定量鉴定袁但检出限较高袁为 5耀10 滋g/kg袁回收
率偏低遥因为动物体内成分复杂袁一些杂质干扰测定袁
应用该法检测时袁 对于样品预处理必须仔细谨慎袁以
提高测定准确性和灵敏度遥
4.2.2 气相色谱法

目前较常用的氯霉素确证方法是气相色谱法,该
方法的特点是高分离效能尧高选择性尧高灵敏度尧检出
限低尧快速尧应用广,还可用于制备高纯物质遥它可以对
于分配系数相差很近的组分进行分离, 从而分离出极
为复杂的混合物遥 检出限一般为 滋g/kg级,常用于抗生
素药物残留的检测遥但是大多数兽药极性或沸点偏高,
需繁琐的衍生化步聚,因而限制了气相色谱法的应用遥

饲料中氯霉素含量的检测目前采用气相色谱法遥
该方法先将配合饲料用乙酸乙酯提取袁取部分提取液
用氮气吹去乙酸乙酯后袁 残渣用甲醇/氯化钠溶液溶

解袁用正己烷液原液萃取除去油脂及脂溶物袁氯霉素再
用乙酸乙酯提取尧吹干袁C18小柱净化袁经衍生剂衍生
后用配有电子捕获检测器的气相色谱检测遥气相色谱
条件如下遥

载气院氮气 1.5 ml/min曰补充气院氮气 25 ml/min曰
分流比院110遥温度院气化室 280 益曰检测器 300 益曰柱
箱 230 益遥

在上述仪器条件下袁注入标准工作液 1 滋l袁调整
试样定容体积使试样溶液中氯霉素的峰值与标准工

作液中氯霉素峰值相近袁以保留时间和峰值的比较对
氯霉素进行定量计算遥 重复性院两个平行测定的结果
相对偏差不得大于 5豫遥 回收率院添加量在 0.01 mg/kg
时袁 回收率在 90%~105%遥 该方法的最低检出限为
0.005 mg/kg遥
5 结论

总的来说袁基于抗原抗体特异性反应建立起来的
免疫学测定方法灵敏度较高袁特异性强袁试样预处理
简单袁分析时间短遥 近几年酶联免疫法得到了很大的
发展,假阳性率明显降低,而且适应广泛遥目前在肉类尧
鱼虾尧蛋品尧尿液尧血清尧牛奶尧蜂蜜及饲料中都用酶联
免疫法来做氯霉素检测的筛选遥

国际上公认的定量确认方法仍是理化分析法袁主
要是气相色谱法和液相色谱法袁 这两种方法灵敏度
高袁结果准确袁重复性好袁假阳性少袁缺点是样品前处
理过程复杂尧仪器化程度高且价格昂贵袁分析速度慢遥
二者相比较袁由于 HPLC检出限较高袁已逐渐不能满
足发达国家对检测方法检出限的要求遥联用技术出现
后袁LC-MS由于灵敏度高,检出限更低,结果精确可靠,
在氯霉素残留的分析中正逐渐代替单一的色谱技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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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标中钙的测定方法有 GB/T6436要2002
叶饲料中钙的测定曳中的 KMnO4法(仲裁法)尧EDTA法曰
GB/T13885要2003叶动物饲料中钙尧铜尧铁尧镁尧锰尧钾尧
钠和锌含量的测定曳中的原子吸收光谱法(FAAS)遥 我
们经过多方比较袁 得出两个标准钙的测定值是一致
的袁而 FAAS法更适于批量样品的测定遥 磷的测定方
法采用 GB/T6437要2002叶饲料中总磷的测定曳中的分
光光度法渊VIS冤遥 钙的 FAAS法与磷的 VIS法样品处
理过程很相似袁我们经过筛选把钙尧磷的样品处理做
在一起袁介绍如下遥
1 材料和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除注明外都是分析纯袁水为超纯水)
AG204电子分析天平渊瑞士梅特勒公司冤尧GGX-9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渊北京地质仪器厂冤尧722光栅分
光光度计渊北京光学仪器厂冤尧SX2-4-10箱式电阻炉
渊沈阳节能电阻炉厂冤尧CF-2000D型超纯水器渊北京市
长风仪器仪表公司冤遥

1 mg/ml钙标准溶液渊北京纳克分析仪器有限公
司冤袁使用时稀释成 50 滋g/ml曰50 滋g/ml磷标准溶液用
KH2PO4配制;50 g/l镧用 LaCl3窑nH2O配制;钒钼酸铵显
色剂:称取钼酸铵 25 g,偏钒酸铵 1.25 g,放入 1 000 ml
烧杯中袁 加水 400 ml搅拌至钼酸铵基本溶解袁 加入
250 ml HClO4搅拌继续使偏钒酸铵溶解袁冷却袁转入
1 000 ml容量瓶袁定容遥
1.2 工作曲线

分别吸取一定量的 Ca标准溶液和 P标准溶液于
50 ml容量瓶中袁 加 50 g/l La 2 ml及 5 ml钒钼酸铵显
色剂袁用水定容,摇匀遥静置 10 min后测定遥Ca用 FAAS
法袁Air-C2H2火焰,灵敏度最佳状态下测定吸光度曰P用
VIS法,10 mm比色池,400 nm波长测定吸光度遥
2 试验条件选择

2.1 酸的选择

FAAS 法测 Ca袁HCl 灵敏度最高 袁HClO4 次之 袁
HNO3最差遥 HCl尧HClO4酸量增加,吸光度下降曰HNO3
吸光度较低,但酸量在 2%~10%范围内数值都较稳定遥

AOAC及 GB/T13885用 HCl袁 但本法若用 HCl袁P
在 10 滋g/ml以上袁对 Ca的测定有干扰袁使吸光度明显
下降袁而用 HClO4则没有影响袁还有一定程度的增敏
作用遥

VIS法测 P袁HNO3尧HClO4尧HCl效果差不多, 吸光
度值基本一致遥 HClO4灵敏度最高,为 AOAC[2]及 NFIA[3]

采用遥我国标准中基本都用 HNO3袁从安全和经济上考
虑都合适袁从测 P单方面看 HNO3应为首选袁HCl仅见
于 AOAC乳基婴儿食品配方中的磷用到遥没有见到有
标准将 HCl用于测 P的袁 估计部分盐酸盐显黄色袁与
磷钒钼黄颜色一致袁影响测定结果袁故不采用遥我们用
HCl对以上选取样品对比测定袁工作曲线及结果都与
用 HNO3尧HClO4一致遥

综合考虑选用 HClO4遥
2.2 酸度的控制

FAAS法测 Ca,AOAC用 0.38 mol/l HCl;GB/T13885
用 0.3 mol/l HCl曰黄孝辉[4]渊2000冤用 0.28 mol/l HCl遥 尚
未有使用 HClO4的报道遥

VIS法测 P,对酸度的适应范围较宽,HNO3在 0.2~
1.4 mol/l范围内吸光度都较稳定遥 AOAC 用 0.6 mol/l
HClO4袁NFIA用 0.27 mol/l HClO4,GB/T6437用 0.75 mol/l
HNO3遥

综合考虑选用 0.3 mol/l HClO4遥 本法用显色剂控
制酸度袁显色剂必须取准确遥
2.3 释放剂和显色剂用量

FAAS法测 Ca袁La的用量院AOAC用 1%曰 黄孝辉
和王加启[5](2004)都用 0.1%曰GB/T13885用 0.2%遥 0.2%
吸光度基本稳定遥

VIS法测 P,显色剂用量院AOAC及 GB/T6437都用
20%曰NFIA实际用量相当于 AOAC的一半渊约 10%冤遥
用 10%的吸光度为 20%的 94%左右袁已很稳定遥

显色剂对 Ca测定有负效应袁显色剂增加袁吸光度
下降曰La对 P的测定基本没有影响遥

综合考虑选用 0.2% La和 10%的显色剂遥
2.4 线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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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AS法测 Ca袁AOAC 5~20 滋g/ml曰GB/T13885未
具体规定曰黄孝辉 0~6 滋g/ml曰王加启 0~5 滋g/ml遥我们
测定为 0~6 滋g/ml遥用于饲料中 Ca的测定这些用量显
然不够遥旋转燃烧器 10毅可扩展至 0~20 滋g/ml袁基本够
用遥本法显色剂降低了吸光度袁扩展了线性范围袁不转
或稍转燃烧器即在 0~20 滋g/ml范围遥

VIS法测 P袁用 400 nm波长遥 AOAC 5~15 滋g/ml曰
NFIA 0~10 滋g/ml曰GB/T6437 0~16 滋g/ml遥 实际在 0~
20 滋g/ml线性都较好遥

综合考虑选用 Ca 0~20 滋g/ml曰P 0~15 滋g/ml遥
2.5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测磷

磷钒钼杂多酸吸收值, 从 500~400 nm 波长段呈
上升曲线遥 前标准 GB/T6437要1992及其它行业标准
基本都采用 420 nm 波长测定遥 AOAC尧NFIA 及 GB/
T6437要2002用 400 nm波长,吸光度高近 1倍遥 有的
行业标准还用 440 nm波长遥 在 400~450 nm波长段,
吸光度都足够可以测定准确度的要求遥 采用哪个波长,
对测定结果都没有影响遥 由于 P的含量高及为了消除
铁的干扰袁还有采用 450耀470 nm低灵敏度波长段测定
的遥 用 Ca空心阴极灯 422.67 nm谱线测定是可行的遥
可实现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完成 Ca尧P的测定袁在
拓展仪器功能袁 提高仪器的利用率方面也是可取的遥
但因是仪器附加功能袁用起来不方便遥

我们还用Mn灯 403.07 nm谱线和 Pb灯 405.78 nm
谱线对以上样品的 P进行测定袁结果也完全一致遥 Mn
灯尧Pb灯为常备灯袁也可随时选用遥
2.6 显色剂的配制

AOAC尧NFIA及 GB/T6437 都是分别先把两铵溶
解在热水中袁冷却袁然后把酸加入到偏钒酸铵溶液中袁
在搅拌下再加入钼酸溶液稀释遥 叶岩石矿物分析曳[6]中
硅酸盐岩石分析五氧化二磷袁 有把两铵称在一起袁溶
解在热水中袁冷却后再加入 HNO3稀释遥 我们发现两
铵在冷水中都难溶袁把两铵称在一起加水搅拌钼酸铵
基本可以溶解袁再加酸渊放热冤迅速搅拌即可溶解剩余
的偏钒酸铵袁冷却再稀释遥 关键是要尽可能地使钼酸
铵溶解后再加酸遥 如果钼酸铵不溶解袁加酸后就相当
难溶遥 用 HNO3还可通过加热溶解补救曰 而用 HClO4
则产生不可逆的沉淀袁采用本法配制应该注意遥
3 样品分析

选取有代表性的 5个样品袁用本法和国标法比较
测定如下院
3.1 试样的分解

称取 2 g渊精确到 0.000 2 g冤试样于 30 ml瓷坩埚
中袁在电炉上小心炭化袁再放入高温炉中袁550 益灼烧
4 h遥 取出冷却袁加 3 mol/l HCl 10 ml和数滴 HNO3袁小
心煮沸袁滤入 100 ml容量瓶中袁冷却至室温袁用水定
容袁摇匀袁为样品分解液遥 同时做空白遥
3.2 本法工作曲线

分别吸取 50 滋g/ml Ca标准溶液 0尧5尧10尧15尧20 ml
和 50 滋g/ml P标准溶液 0尧2尧5尧10尧15 ml于 50 ml 容
量瓶中袁以下按试验方法加 50 g/l La 2 ml起操作遥 分
别用吸光度与浓度计算出工作曲线遥
3.3 本法试样测定

准确移取 1 ml(浓缩饲料)或 2 ml渊成品饲料冤于
50 ml量瓶中袁以下按试验方法加 50 g/l La 2 ml起操
作遥 分别用相应工作曲线计算出各自的 Ca尧P含量遥
3.3.1 国标法工作曲线

3.3.1.1 钙的工作曲线

分别吸取 50 滋g/ml Ca标准溶液 0尧5尧10尧15尧20 ml
于 50 ml容量瓶中袁加 50 g/l La 2 ml袁用 0.3 mol/l HCl
定容袁摇匀遥用 FAAS法袁Air-C2H2火焰袁灵敏度最佳状
态下测定吸光度遥 用吸光度与浓度计算出工作曲线遥
3.3.1.2 磷的工作曲线

分别吸取 50 滋g/ml P 标准溶液 0尧2尧5尧10尧15 ml
于 50 ml容量瓶中袁加 10 ml钒钼酸铵显色剂(HNO3)袁
用水定容,摇匀遥静置 10 min后测定遥用 VIS法,10 mm
比色池袁400 nm波长测定吸光度遥 用吸光度与浓度计
算出工作曲线遥
3.3.2 国标法试样测定

3.3.2.1 钙的测定

准确移取 1 ml(浓缩饲料)或 2 ml渊成品饲料冤于
50 ml量瓶中袁以下按工作曲线加 50 g/l La 2 ml起操
作遥 用工作曲线计算出 Ca含量遥
3.3.2.2 磷的测定

准确移取 1 ml(浓缩饲料)或 2 ml渊成品饲料冤于
50 ml量瓶中袁 以下按工作曲线加 10 ml钒钼酸铵显
色剂渊HNO3冤起操作遥 用工作曲线计算出 P含量遥
3.4 试验结果

选取有代表性的 5个样品,用本法(方法 1)与 GB/
T13885渊方法 2冤比较测定 Ca结果见表 1曰用本法渊方
法 1冤与 GB/T6437渊方法 2冤及陈泽明渊2006冤方法[1]渊方
法 3冤测 P袁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燃烧器降低袁把比
色架固定在燃烧器的狭缝中间位置袁 放入吸收池袁使
光源的光束垂直从吸收池中部通过遥用钙元素空心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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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灯 422.67 nm谱线对方法 1 制备好的样品液进行
测定袁比较测定结果见表 2遥 从两表的结果比较分析
本法与国标法钙尧磷的测定结果基本一致遥 用本法测
定饲料中的钙尧磷是可行的遥

表 1 Ca测定结果比较（%，n=5）
项目
方法 1
方法 2

样品 1
0.57依0.00
0.56依0.01

样品 2
0.96依0.02
0.95依0.01

样品 5
31.74依0.22
31.54依0.19

样品 3
3.07依0.03
3.06依0.02

样品 4
5.00依0.04
4.97依0.04

表 2 P测定结果比较（%，n=5）
项目
方法 1
方法 2
方法 3

样品 1
1.04依0.01
1.03依0.00
1.03依0.01

样品 2
0.64依0.00
0.63依0.00
0.64依0.01

样品 5
15.08依0.16
15.00依0.03
15.09依0.04

样品 3
1.64依0.02
1.63依0.01
1.64依0.01

样品 4
1.78依0.01
1.76依0.01
1.76依0.02

4 结论

本法经多方调合袁受制约的因素较多遥测定 Ca没
有 GB/T13885稳定曰P的测定方法稳定性较好袁 测定

结果与 GB/T6437 基本没有差别遥 本法用于饲料中
Ca尧P 的测定袁Ca含量高于 5%袁P 含量高于 3.75%必
需稀释袁配合饲料和浓缩饲料一般不必稀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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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是一种重要的生物资源袁也是地球上最具开
发潜力的动物蛋白资源遥据统计世界上已知的昆虫种
类达 100万种以上袁它们具有繁殖力强尧适应性广尧生
物量大等特点袁属再生资源袁是未被充分开发利用的
潜在资源遥 相关研究表明袁昆虫体内蛋白质含量接近
或高于优质鱼粉的含量袁各种营养因子齐全袁许多国
家将人工饲养昆虫作为解决蛋白质饲料来源的主攻

方向遥
1 饲用昆虫营养价值组成评价

1.1 饲用昆虫的蛋白及氨基酸

蛋白质是细胞的重要组成成分袁是一切生命活动
的基础袁参与生物体重要生理作用遥 蛋白质是动物体
内 N的唯一来源,能够维持体内酸碱平衡袁并和遗传
信息传递尧体内重要物质的转运有关遥 昆虫体内的蛋

白质含量十分丰富,在对近百种昆虫营养成分分析中,
无论昆虫的虫态是卵尧幼虫尧蛹或成虫袁其蛋白质含量
均十分丰富,粗蛋白质含量 18%耀73%渊见表 1冤遥 饲料
营养价值不仅取决于蛋白质的营养含量大小袁更主要
取决于其氨基酸组成和必需氨基酸的含量占总氨基

酸的比例遥 在分析过的昆虫当中袁必需氨基酸的含量
10豫耀30%袁占总氨基酸总量的 35豫耀50%渊见表 1冤遥 这
说明昆虫蛋白作为一种优质动物蛋白源资源袁可为畜
禽提供丰富蛋白质遥
1.2 饲用昆虫脂类和碳水化合物

脂类和碳水化合物是动物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是体内储存能量和供给能量的重要物质遥 脂类可
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袁 并对机体起到隔热保温尧
支持和保护各种脏器的作用遥 类脂质中的磷脂尧糖脂
和胆固醇是多种组织和细胞的组成成分,与蛋白结合
组成脂蛋白,构成细胞的各种膜,与细胞的正常生理代
谢活动密切相关遥碳水化合物是为生物体提供热能的
主要来源,除提供热能外,还对机体内蛋白质的消耗起
保护作用,并与机体的解毒作用有关遥 许多昆虫含有
丰富脂肪遥 一般虫态为幼虫和蛹的脂肪含量较高袁成
虫含量较低袁脂肪含量 10豫耀50%渊见表 2冤遥 昆虫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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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昆虫蛋白质和脂肪酸含量（豫）
蛋白质

最高

65.45
65.39
57.14
73.52
66.20
68.30
76.69

最低

46.37
18.80
44.67
42.49
23.20
14.05
12.65

平均
66.26
58.83
44.10
51.13
55.14
50.41
56.56
44.91
59.39
47.81

最低

36.1
33.96
20.23
32.59
38.09
13.12
13.27
21.00

最高

51.70
58.27
57.51
53.19
59.68
62.97
61.84
81.27

平均
65.97
46.03
44.03
38.87
42.45
48.72
39.74
53.31
32.88
45.18

平均
23.81
16.41
16.74
13.95
16.34
18.05
17.13
19.51
13.92
16.23

最高

19.08
20.88
19.92
21.92
22.18
28.17
25.60
33.62

最低

13.04
12.77
7.98
12.38
14.73
4.45
4.45
8.42

平均
36.09
35.69
38.04
41.49
38.21
38.41
42.79
36.60
40.35
35.78

最高

36.91
40.05
47.74
41.24
42.72
50.49
47.23
46.41

最低

34.05
35.73
34.64
35.42
34.77
26.65
26.55
30.56

必需氨基酸占氨基酸总数必需氨基酸氨基酸

浮游目
蜻蜒目
等翅目
直翅目
同翅目
半翅目
鞘翅目
广翅目
鳞翅目
双翅目
膜翅目

种类

注院资料来源参考冯颖等渊1999冤遥

酸不同于一般动物脂肪酸袁许多昆虫都含有丰富的软
脂酸和不饱和脂肪酸袁 其中必需脂肪酸含量较高袁亚
油酸含量 10豫耀40%遥 昆虫体内糖类含量较低袁其含量
因昆虫种类和不同虫态而有差异遥

表 2 部分昆虫总糖和粗脂肪含量（%）

最低
14.23
24.85
9.73
14.05
5.00
7.99

平均
25.38
2.20
27.73
30.43
27.57
24.76
12.61
21.42

最高
41.28
30.60
44.30
35.86
49.48
55.10

最高
4.78
2.80
4.37
2.82
16.27
7.15

最低
3.36
1.54
2.04
2.79
3.65
1.95

平均
3.75
1.20
2.17
3.23
2.81
8.20
12.04
3.65

总糖 粗脂肪

蜻蜒目
直翅目
同翅目
半翅目
鞘翅目
鳞翅目
双翅目
膜翅目

种类

注:资料来源参考冯颖等渊1999冤遥

1.3 饲用昆虫矿质元素和维生素

矿质元素和维生素是人体的重要组成成分,对于
维持正常生理功能十分重要遥 钙在骨骼和牙齿组成袁
调控神经传递袁调节神经体液袁激活酶活性等方面都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遥 磷在体内参与能量代谢袁促进营
养物质吸收袁参与蛋白质合成和动物产品生产遥 锌参
与体内酶的组成尧维持上皮细胞和皮毛的正常发育以
及激素的正常工作遥 铁在机体内参与氧的运输尧交换
和组织呼吸过程遥其它微量元素有些为激活酶的必要
成分或者本身为酶的成分, 有的参与蛋白合成过程
等遥 总之袁各种矿质元素参与有机体的新陈代谢,其营
养意义极为重要遥 相关研究表明,昆虫含有丰富的矿
质元素袁如 Ca尧P尧Cu尧Fe尧Zn尧K等遥 维生素是动物代谢
中不可缺少的一类有机化合物袁主要以辅酶和催化剂
的形式广泛参与体内代谢的多种化学反应袁从而保证
机体组织器官的细胞结构和功能正常袁以维持动物的
健康和各种生产活动遥维生素 A与视觉尧上皮组织尧繁

殖尧骨骼的生长发育尧皮质酮的合成以及癌的发生有
关系遥 维生素 D能促进骨组织钙化袁 能够促进 Ca尧P
的吸收遥 维生素 E具有抗衰老尧生物抗氧化以及增强
免疫力等作用遥 有关昆虫的维生素研究较少,从已报
道的昆虫来看,昆虫体内含有维生素 A尧VB1尧VB2尧VB6袁
VD尧VE尧VK尧VC等遥 因此袁昆虫作为饲料供畜禽饲用
时袁可提供畜禽丰富的必需矿质元素和维生素遥
2 饲用昆虫开发利用现状

昆虫是地球上最大的未被充分利用的生物资源袁
目前已知的昆虫除了少数有剧毒的昆虫种类外袁其余
的种类都可经过收集尧加工作为动物性饲料遥 但长期
以来由于开发昆虫科技术水平的限制以及人们对昆

虫的认识不足袁仅仅局限于其对在自然界中危害和不
利的一面袁而忽视了它作为一种资源存在的巨大利用
潜力遥 20世纪中期以来袁随着科技投入的加大和农业
科技水平的提高袁 使得昆虫开发利用日益扩大和加
深袁 人们对昆虫利用的意义也有了突飞猛进的认识袁
饲用昆虫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有描述性研究和零散

理论逐步走向系统化和应用的研究遥从早期研究昆虫
形态尧生态和生理特性袁鉴定昆虫种类袁分析昆虫营
养袁掌握养殖技术袁探讨昆虫利用的经济尧社会和生态
效益袁到现阶段逐渐向产业化方向发展遥 目前在饲用
昆虫开发利用研究中取得较大进展的昆虫主要有黄

蜂虫尧蚕蛹尧蝉尧蝼蛄和家蝇等遥
2.1 黄粉虫开发利用

黄粉虫渊Tenebrio molitor L.冤俗称面包虫袁由于含
有高蛋白尧高脂肪和多种氨基酸尧维生素以及丰富微
量元素而被誉为野蛋白质饲料宝库冶袁是畜禽和特种水
产品理想的动物性饲料遥 刘伯生[31]用活黄粉虫的 6豫耀
8豫掺进混(配)合饲料中喂养禽畜和甲鱼尧鳗尧蟹等特
种水产动物袁适口性好袁助消化袁长势快袁肉味好袁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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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袁抗病力强遥 用之喂养蛋鸡产蛋数量多袁蛋重增加遥
喂养野鸡尧野鸭袁体重明显增加遥喂牛蛙可提前 1个半
月达标遥喂猪袁皮毛光滑袁肤色红润袁长膘快遥可缩短 1
个月的饲养周期遥

黄粉虫作为一种高蛋白质饲料源袁 具有食性杂尧
食料来源广尧生活力强尧易饲养尧效益高的特点袁作为
经济动物的饲料可使动物生长速度加快尧 抗病力增
强尧繁殖量大尧存活力高袁饲养效果明显优于蚯蚓等饲
料遥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袁黄粉虫人工饲养研究取
得较大进展袁黄粉虫喜暗,有群聚堆集的特性袁在饲养
场地上尽量避开阳光直射尧保持相对的黑暗尧通风良
好的木箱尧砖池即可进行养殖遥 量少可采取盆养饲养
技术,规模较大可采用木箱立体养殖技术遥 黄粉虫虫
种对饲养成功与否起重要作用袁因此袁选择优良虫种
是关键遥 箱养的基本设备有:养虫箱尧产卵箱尧分离箱
和筛子等遥 幼虫的饲养密度一般保持在 4耀6 kg/m2袁保
持相对湿度渊70豫耀90%冤和温度渊25耀30 益冤即可遥 饲料
以麸皮尧饼屑尧米糠尧酱油渣等下脚料为主,可适量添
加菜叶尧萝卜叶等辅料遥 不同虫态需分开饲养,不要混
养遥 要注意饲养过程中的环境卫生,及时清除死虫,也
要防止黄粉虫的天敌老鼠尧壁虎尧蚂蚁和蚊子的危害遥
2.2 家蝇的开发利用

用家蝇渊Musca domestica L.冤幼虫喂养家禽的报
道最早见于 20世纪 50年代袁自此以后陆续有相关报
道家蝇的饲养方法及其家蝇营养组分分析遥 据报道袁
家蝇幼虫尧 蛹蛋白质含量高达 50豫耀65%袁 脂肪约
30%袁含有丰富蛋氨酸袁必需氨基酸种类齐全且含量
丰富袁矿物质 Ca尧P含量较高袁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饲
料遥 用家蝇代替部分或全部鱼粉用作饲料饲喂畜禽尧
鱼类等都取得不错效果遥

每天给鸡的饲料中添加 8耀10 g袁可促进肉鸡生长
速率尧提高产蛋率遥 用同等量的蝇蛆和鱼粉分别饲喂
仔猪袁前者的增重效果高于后者遥此外袁鲜蛆作为活体
饵料可为养蛙业提供优质饲料袁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特
种养殖中活性饲料的限制遥

饲养家蝇的食料主要为米糠尧麸皮尧红白糖袁家畜
粪便尧碎骨尧碎肉等遥 生产周期较短一般只需几天袁但
在饲养过程中必须选择优良的家蝇品种遥经过成蝇阶
段的饲养繁殖袁收集蝇卵袁蝇蛆饲养尧幼虫收集等过
程遥 幼虫晒干或烘干后粉碎即成蝇蛆粉遥
2.3 蚕蛹尧蛴螬等的开发利用

蚕蛹 (Silkwormpupa) 为蚕蛾科昆虫家蚕蛾(Bom鄄

byxmoilL.)的蛹袁是缫丝业的主要副产物遥 我国的养蚕
历史悠久袁蚕蛹资源丰富遥蚕蛹营养价值较高袁其蛋白
质尧脂肪尧灰分尧Ca和 P的含量分别为 68.3%尧21.4%尧
2.8%尧1.2%和 0.75%遥 随着社会的发展袁人们对蚕蛹价
值认识的加深袁蚕蛹的饲用价值逐渐得到人们的普遍
认可遥 用蚕蛹粉饲喂猪袁可以缩短育肥期尧加快出栏
率曰蚕蛹所含养分适合鸡对氨基酸的需求袁用蚕蛹作
添加剂来饲喂鸡的饲料报酬率高于鱼粉遥同时蚕蛹粉
可代替一定数量的肉类蛋白质来养貂袁可增加貂皮毛
绒的光泽袁提高毛绒的品质遥由于所含油脂含量高袁蚕
蛹易氧化腐败袁故使其在饲料上的应用受到一定的限
制袁但蚕蛹经脱脂处理后袁不仅可使油脂含量降低袁还
可增加蛋白含量尧去除臭味遥

蛴螬为金龟总科(Scarabaeoide)幼虫的总称袁又名
地蚕袁体内包含乳白色浓稠浆液袁营养丰富袁是一种优
质的动物性高蛋白饲料遥 据测定袁蛴螬含粗蛋白质高
达 70%左右袁同时富含多种矿质元素遥 将其成虫或蛴
螬晒干粉碎后加入饲料喂鸡袁可提高产蛋率尧增加蛋
重和改善鸡肉品质遥可利用金龟子成虫的向光性用黑
光灯来诱捉袁也可利用其假死性袁在傍晚时从苹果树尧
梨树及榆树尧杨树上采集遥人工饲养最好从蛹开始袁将
收集的蛹放在缸或木箱中饲养袁 成虫羽化后喂树叶尧
块根待成虫产卵后袁幼虫可投入鸡粪(按 14与湿土
混合)喂养袁约 1耀2个月即可采集喂鸡遥
3 小结

随着有关饲用昆虫营养组成评价尧开发利用以及
产业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袁 它必将成为未来昆虫分类
学尧昆虫生态学和动物营养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领域
之一袁尽管目前对有些昆虫的研究和开发取得阶段性
成果袁但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尚有待于做进一步深入细
致研究遥如继续挖掘具有饲用潜力的昆虫种类和分布
地域袁深入分析饲用昆虫营养组分袁合理评价饲用昆
虫营养价值袁不断研究饲用昆虫生物学特性袁逐渐完
善饲用昆虫饲养技术袁加大改进昆虫饲养设备袁以便
为将来大规模批量人工养殖饲用昆虫提供可靠保障遥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人们对昆虫认识观

念的转变袁饲用昆虫的利用程度不断得到加深尧利用
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充袁饲用昆虫资源的开发利用将逐
步进入国民经济新的产业行业袁 增加相关产业项目袁
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注入新的活力遥

（参考文献 33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刘敏跃，lm-y@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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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择 30日龄健康齐卡兔 72只，随机分成 A、B、C三组，每组设 3个重复，每个重复 8只
兔，分别饲喂添加乳酸芽孢杆菌制剂为 0、0.02%及 0.05%的日粮，研究其对肉兔生长性能的影响。结果
表明：在 37~90日龄，B组和 C组的平均日增重与 A组相比分别提高 7.98%和 15.16%，差异均显著（P<
0.05）；C组比 B组平均日增重高 6.64%，差异显著（P<0.05）。B组和 C组的料肉比与 A组相比分别低
2.83%和 3.40%，差异均显著（P<0.05）；C组比 B组的料肉比低 0.58%，差异不显著（P>0.05）。B组和 C
组的育成成活率一致，比 A组高 4.54%，差异不显著（P>0.05）。

关键词 齐卡兔；乳酸芽孢杆菌制剂；生长性能

中图分类号 S816.79

吴建忠 刘清神 冯定远

吴建忠，仲恺农业工程学院，510225，广东广州。
刘清神、冯定远(通讯作者)，华南农业大学。
收稿日期：2008-05-12

绎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04B26001108）

随着微生态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人们保健意识

的增强袁乳酸菌作为一种有益菌得到广泛的研究与开
发遥 国外已有用产乳酸芽孢杆菌生产人尧畜微生态制
剂商品[1]遥国内对其在肉兔生产中的应用未见报道遥本
试验旨在探讨乳酸芽孢杆菌制剂对齐卡肉兔生长性

能的影响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添加剂

乳酸芽孢杆菌制剂由仲恺农业技术学院食品系

提供袁活菌总数逸2.0伊1010 CFU/g遥
1.2 试验动物及日粮

试验动物选用齐卡肉兔渊Zika rabbit冤袁基础日粮
参照叶养兔秘诀曳配方[2]袁其配方及营养水平见表 1遥

表 1 试验基础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

原料
玉米
豆粕
麦麸
鱼粉
石粉
食盐
维生素预混料淤
微量元素预混料于

总计

组成渊豫冤
47.00
25.00
20.00
5.00
2.00
0.85
0.05
0.1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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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
20.94
1.03
0.62
1.13
0.34

注院淤 向每千克饲粮中提供 Fe 120 mg尧Cu 10 mg尧Zn 120 mg尧Mn
35 mg尧I 0.25 mg尧Se 0.2 mg;

于 向每千克饲粮中提供 VA 8 000 IU尧VD3 1 000 IU尧VE 30 mg尧
VK3 2 mg尧VB1 2 mg尧VB2 6 mg尧VB6 4.0 mg尧VB12 0.02 mg尧烟
酸 25 mg尧叶酸 1.0 mg尧生物素 0.25 mg遥 均为计算值遥

1.3 试验设计与饲养管理

选择 30 日龄健康齐卡兔 72 只(由仲恺农业技术
学院农场提供),随机分成 A尧B尧C 三组,每组设 3 个重
复,每个重复 8 只兔袁公母各半,分别饲喂添加乳酸芽
孢杆菌粉剂为 0尧0.02%及 0.05% 的日粮遥试验兔编耳
号袁采用群饲袁自由采食,自由饮水,每天加喂适量青饲
料遥 试验预试期 7 d,正试期 53 d遥 按兔场常规管理方
法做好对试兔的免疫尧驱虫和消毒工作遥 试验期间每
日记录料耗,饲养试验结束时,禁食(自由饮水) 16 h 后
称重,计算试验兔的日平均采食量尧日增重和料重比遥
1.4 日增重尧耗料量及饲料转化率的测定

试兔的平均日增重根据平均末重与平均始重来

计算曰根据每只兔的平均日喂料量的记录袁扣除浪费
的饲料袁计算兔的平均日采食量曰料肉比=每只兔平均
日采食量衣每只兔平均日增重遥
1.5 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SPSS 10.0 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
析和 Duncan's 法多重比较袁结果采用平均数依标准差
表示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乳酸芽孢杆菌制剂对肉兔日增重的影响(见表 2)
从表 2可以看出袁 在 37~60日龄袁B组和 C组的

平均日增重与对照组相比分别提高 8.96%和 15.02%袁
差异均显著渊P<0.05冤曰C 组比 B 组平均日增重提高
5.56%袁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在 61~90 日龄袁B 组和 C
组的平均日增重与对照组相比分别提高 6.88%和
15.13%袁差异均显著渊P<0.05冤曰C 组比 B 组平均日增
重提高 7.72%袁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在 37~90日龄袁B
组和 C 组的平均日增重与对照组相比分别提高
7.98%和 15.16%袁差异均显著渊P<0.05冤曰C组比 B组平
均日增重高 6.64%袁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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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乳酸芽孢杆菌制剂对肉兔料肉比和成活率的影

响渊见表 3冤
表 3 乳酸芽孢杆菌制剂对各组齐卡

肉兔料肉比及成活率的影响

组别
A组
B组
C组

料肉比
3.53依0.07a

3.43依0.04b
3.41依0.03b

成活率渊%冤
91.67依7.22
95.83依7.22
95.83依7.22

注院同列数字后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相同
字母者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从表 3可以看出袁B组和 C组的料肉比与对照组
相比分别低 2.83%和 3.40%,差异均显著(P<0.05);C 组
比 B 组的料肉比低 0.58%袁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B 组和 C 组的育成成活率一致袁 比对照组高
4.54%袁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3 结论与讨论

3.1 乳酸芽孢杆菌制剂具有促进肉兔生长发育的作

用遥 本试验表明袁在日粮中添加 0.05% 或 0.02% 的乳
酸芽孢杆菌制剂均能显著提高肉兔平均日增重袁且
0.05% 添加量比 0.02% 添加量的增重效果更显著遥
0.02% 的乳酸芽孢杆菌制剂在 37~60 日龄添加效果
比在 61~90 日龄添加效果好袁 而 0.05% 添加量的效
果在全期基本一致遥由于断奶后幼兔的消化系统功能
还不完善袁 胃内胃酸的浓度达不到成年兔的酸度袁同
时消化道微生物群系尚未形成袁因此易感染球虫病及
有害细菌等遥 仔兔服用乳酸芽孢杆菌制剂后袁大大增
加肠道内有益菌的数量袁形成肠道优势菌群袁抑制有
害菌在肠道内的繁殖和生存袁使肠道处于最佳生理状
态袁有效地降低腹泻率袁从而达到防病效果遥随着仔兔
的生长发育袁其消化道内微生物区系趋于稳定袁外源
性益生菌的作用就越来越不明显遥乳酸杆菌对鸡小肠
黏膜上皮细胞的黏附袁可以在小肠黏膜的表面形成屏
障袁阻碍其它细菌特别是有害菌与小肠黏膜细胞的接

触袁降低了有害菌通过肠道侵染机体的机会[3]遥
3.2 乳酸芽孢杆菌制剂具有提高饲料转化率的作

用遥 本试验表明袁在日粮中添加 0.05% 或 0.02%的乳
酸芽孢杆菌制剂均能显著降低料肉比袁 且 0.05% 添
加量与 0.02%添加量的作用效果一致遥乳酸芽孢杆菌
制剂含有的活菌能利用胃肠内的碳水化合物产生乳

酸尧酶及合成维生素等 [4]袁降低胃肠内容物的 pH 值袁
激活胃蛋白酶活性, 抑制胃的排空速度, 延长胃内容
物的停留时间袁 促进胃肠内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袁降
低料肉比遥
3.3 乳酸芽孢杆菌制剂具有增强抗病力袁 提高肉兔
成活率的作用遥 本试验表明袁在日粮中添加 0.05% 或
0.02%的乳酸芽孢杆菌制剂均能提高肉兔成活率袁但
差异不显著遥 双歧杆菌尧乳酸杆菌等厌氧菌群细胞壁
的脂磷壁酸(LTA)及肽聚糖渊WPG冤在盲肠区抗原认识
部位滤泡集结发挥免疫佐剂作用袁活化盲肠区相关淋
巴组织袁产生局部黏膜免疫抗体 SIgA袁与抗原形成抗
原抗体反应遥 同时袁再通过淋巴细胞再循环活化全身
免疫系统袁增强家兔机体的抗感染作用袁维持家兔健
康[5]袁提高抗病力袁从而提高育成成活率遥

参考文献

[1] 宋大新.微生物实验技术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252.

[2] 李邦模,常福俊,郭雅儒,等.养兔秘诀[M].广西:广西科学技术出版
社,2005：60-62.

[3] 马雪云,王红妹. 乳酸杆菌对鸡肠黏膜 SIgA 分泌的影响[J]. 中国
畜牧杂志,2006,42(15): 22原23.

[4] 吴建忠,杜冰,冯定远. 乳酸芽孢杆菌制剂对 AA 鸡生产性能的影
响[J].中国饲料,2007(16):26原27.

[5] 张玉华,谷子林. 家兔盲肠区正常菌群的研究[J]. 中国养兔杂志,
2004(6):23原24.

（编辑：刘敏跃，lm-y@tom.com）

表 2 乳酸芽孢杆菌制剂对各组齐卡肉兔平均日增重的影响(g)

注院同行数字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相同字母者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组别
37 日龄重
60日龄重
90日龄重
37~60 日龄平均日增重
61~90 日龄平均日增重
37~90 日龄平均日增重

A组
624.33依1.20

1 407.13依8.74a
2 192.34依32.69a

34.03依0.32a
26.17依1.04a
29.56依0.58a

C组
625.55依1.38

1 525.67依12.10c
2 429.71依14.94c

39.14依0.51c
30.13依0.12c
34.04依0.26c

B组
623.50依2.211
476.25依2.07b

2 315.63依10.82b

37.08依0.12b
27.97依0.31b
31.92依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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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营养水平饲粮对新西兰白兔生长性能的影响
顾小卫 张 骞 刘庆生 梁榕旺 赵国琦

顾小卫，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225009，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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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8-05-12

摘 要 试验旨在研究不同营养水平饲粮对新西兰白兔生长性能的影响，并初步探讨出适合本

地家兔营养需要的配合日粮。试验选取 35日龄的断奶仔兔 120只，随机分为 4组，每组 30只。对照组
饲喂高 DE、低 CP、低 CF、低 EE型日粮，试验玉、域、芋组分别饲喂高 DE、低 CP、低 CF、高 EE型日粮，
低 DE、低 CP、高 CF、高 EE型日粮，低 DE、高 CP、高 CF、低 EE型日粮，饲养至 70日龄。在此期间，每
周空腹称重，旨在从生长速度以及料肉比等生长指标上比较不同营养水平饲粮对新西兰白兔早期

（42耀70日龄）生长性能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各组试验兔日增重差异不显著（P>0.05）,各组增重效果
差异不明显；试验玉、芋组与对照组试验兔间的料肉比差异显著（P<0.01或 P<0.05），玉组的料肉比极
显著降低。因此，在一定范围内用高 DE、低 CP、低 CF、高 EE型日粮饲喂家兔效果明显、成本低廉、经
济效益良好。

关键词 新西兰白兔；营养水平；生长速度；料肉比

中图分类号 S816.31
目前国内外在不同的营养水平对育肥兔的生产

性能影响方面作了一定研究和报道袁 但结论不一袁消
化能上推荐 11.34 MJ/kg(徐震宇等袁2006)袁李宏尧魏云
霞(2002)尧T. Gidenne渊2003冤提出 10.5 MJ/kg遥粗蛋白质
水平在 11豫耀20%之间作了不少试验袁 较多的是以
18豫耀20%为最佳的粗蛋白质水平遥虽然我国饲养肉兔
历史悠久袁在引种尧繁殖尧品种杂交上做了大量工作袁
对营养需要方面虽取得了一定成绩袁但缺乏系统的研
究袁广大农村在饲养肉兔上基本处于有啥喂啥的传统
饲养方式遥

试验参考 NRC标准和国内外的试验结果袁 探讨
适宜我国条件下饲养肉兔的最佳消化能尧粗蛋白质营
养标准袁以满足肉兔生长发育的需要及达到较好的产
肉性能和经济效益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及分组

选用 35日龄尧健康尧发育良好尧体重相近的断奶
仔兔 120只袁 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试验玉耀芋组袁 每组
30只渊公母各半冤袁预试期 7 d袁正式试验期 28 d遥

1.2 饲养管理

半封闭式兔舍,单列式兔笼袁单笼饲养遥 每笼设有
乳头式自动饮水器遥 为了尽量减少系统误差,各组公母
的南北位置相同(即采光相等)遥试验玉尧域尧芋组分别饲
喂高 DE尧低 CP尧低 CF尧高 EE,低 DE尧低 CP尧高 CF尧高
EE,低 DE尧高 CP尧高 CF尧低 EE型日粮袁对照组饲喂高
DE尧低 CP尧低 CF尧低 EE型日粮,自由采食与饮水遥
1.3 日粮组成与营养水平渊见表 1冤

表 1 试验日粮的组成及营养水平

项目
苜蓿粉渊豫冤
玉米渊豫冤
小麦渊豫冤
豆粕渊豫冤
麸皮渊豫冤
磷酸氢钙渊豫冤
食盐渊豫冤
酵母粉渊豫冤
大蒜素渊豫冤
营养水平
消化能渊MJ/kg冤
粗蛋白渊豫冤
粗纤维渊豫冤
粗脂肪渊豫冤
钙渊豫冤
磷渊豫冤

对照组
40
17
12
10
18
1

0.5
1.5
0.01
9.97

16.67
15.35
2.19
0.91
0.41

试验玉组
32
20
12
13
20
1

0.5
1.5
0.01
10.48
17.18
13.51
2.27
0.76
0.43

试验芋组
50
15
0
15
17
1

0.5
1.5

0.01
9.28
19.37
18.01
2.07
1.36
0.58

试验域组
47
22
0
10
18
1

0.5
1.5

0.01
9.55
17.34
17.46
2.25
1.29
0.57

1.4 测定项目

空腹测定试验兔始末体重袁计算增重尧日增重尧饲
料消耗量及其报酬袁分析经济效益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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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处据处理

采用 SPSS11.5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试验兔生长速度渊见表 2冤

表 2 35耀70日龄新西兰白兔体重（g）
项目

对照组

试验玉组

试验域组

试验芋组

性别
意
裔

意﹢裔
意
裔

意﹢裔
意
裔

意﹢裔
意
裔

意﹢裔

35日龄
734.57
712.25
722.67
726.00
720.33
723.17
719.73
727.07
723.40
696.34
752.87
723.13

42日龄
1 007.27
965.08
985.26
945.60
1026.82
988.14
923.67
1015.14
972.92
869.77
981.92
925.85

63日龄
1 527.18
1 566.25
1 547.57
1 563.90
1 688.00
1 628.90
1 593.33
1 728.71
1 666.23
1 474.38
1 739.38
1 606.88

49日龄
1 176.27
1 133.67
1 154.04
1 173.90
1 267.82
1 223.10
1 173.33
1 253.21
1 216.35
1 077.62
1 228.31
1 152.96

56日龄
1 373.09
1 358.00
1 365.22
1 397.00
1 503.00
1 452.52
1 365.75
1 468.43
1 421.04
1 256.92
1 482.92
1 482.92

70日龄
1 711.82
1 780.67
1 747.74
1 702.90
1 865.73
1 788.19
1 739.75
1 868.14
1 808.88
1 609.46
1 906.00
1 757.73

表 3 42耀70日龄新西兰白兔增重情况
项目

对照组

试验玉组

试验域组

试验芋组

性别
意
裔

意裔
意
裔

意裔
意
裔

意裔
意
裔
意裔

n
11
12
23
10
11
21
12
14
26
13
13
13

42日龄重渊g冤
1 007.2依77.65
965.08依91.50
985.26依85.98

945.60依111.68
1 026.8依121.40
988.14依121.29
923.67依124.53
1 015.1依166.81
972.92依153.15
923.67依124.53
1 015.1依166.81
972.92依153.15

日增重渊g冤
25.16依3.75
29.13依5.22
27.23依4.91
27.05依4.28
29.96依4.10
28.57依4.34
29.15依3.38
30.46依5.38
29.86依4.53
26.42依5.52
33.00依4.82
29.71依6.09

70日龄重渊g冤
1 711.82依158.02
1 780.67依174.44
1 747.74依166.74
1 702.90依166.73
1 865.73依189.91
1 788.19依193.61
1 739.75依162.24
1 868.14依222.05
1 808.88依203.67
1 609.46依240.39
1 906.00依184.32
1 757.73依258.67

总增重渊g冤
704.50依105.00
815.58依146.28
762.48依137.57
757.30依119.90
838.91依114.74
800.05依121.64
816.08依94.51
853.00依150.74
835.96依126.88
739.69依154.64
924.08依135.03
831.88依170.50

与对照组对比(%)
100
100
100

107.51
102.85
104.92
115.86
104.57
109.66
105.01
113.29
109.11

表 4 42耀70日龄新西兰白兔耗料和料肉比
项目
对照组
试验玉组
试验域组
试验芋组

n
23
21
26
13

只均总增重渊g冤
762.48依137.57
800.05依121.64
835.96依126.88
831.88依170.50

与对照组耗料比对比渊豫冤
100

91.52
102.34
104.97

只均总耗料渊g冤
2 585依337.86

2 488.52依305.78
2 911.12依372.29
2 941.77依409.03

料肉比
3.42依0.18a

3.13依0.12d

3.50依0.20ab
3.59依0.32b

注院不同组相同指标的肩标字母相邻袁表示差异显著(P<0.05)曰含有相同字母袁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曰字母相间袁表示差
异极显著(P<0.01)遥

从表 2中可以看出袁 经方差分析袁4组试验兔 35
日龄时平均体重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试验芋组的母
兔在试验期间的生长速度低于另外 3组的试验母兔遥

相对于试验公兔袁对照组在试验期间的生长速度则略
低于另外 3组袁而另外 3组之间的差异则较小遥
2.2 试验兔增重表现渊见表 3冤

从表 3可以看出, 试验玉耀芋组全期只均增重为
800.05尧835.96和 831.88 g,对照组只均增重为 762.48 g;
试验玉耀芋组日增重分别为 28.57尧29.86尧29.71 g, 对照

组日增重为 27.23 g遥 试验玉耀芋组只均增重比对照组
分别提高 4.92%尧9.66%尧9.11%,差异不显著(P>0.05)遥
2.3 试验兔耗料及饲料报酬(见表 4)

经 济动 物顾小卫等：不同营养水平饲粮对新西兰白兔生长性能的影响

从表 4中可以看出袁对照组试验兔每千克增重需
消耗饲料 3.42 kg袁试验玉耀芋组试验兔每千克增重耗

料分别为 3.13尧3.50尧3.59 kg遥 对照组与试验玉组差异
极显著渊P<0.01冤袁与试验域组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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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芋组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试验玉组相比对照组节
约饲料 8.48%袁试验域尧芋组两组相比对照组则多消
耗饲料 2.34%尧4.97%遥
2.源 试验兔病尧死亡数渊见表 5冤

表 5 42耀70日龄新西兰白兔死亡情况

对照组
试验玉组
试验域组
试验芋组

100
129
57
57

原有(只)
30
30
30
30

死亡率(豫)
23.33

30
13.33
13.33

死亡(只)
7
9
4
4

死亡情况
与对照组死亡率对比(豫)项目

从表 5中可以看出袁 各组原饲养只数均为 30只
渊公母各半冤袁在试验期间袁试验玉耀芋组试验兔的病尧
死亡只数分别为 9只尧4只尧4只袁病尧死亡率为 30%尧
13.33%尧13.33%曰对照组试验兔病尧死亡只数为 7只袁
病尧死亡率 23.33%遥 试验玉组的病尧死亡率较对照组
提高了 29豫袁域尧芋两组则都降低了 43豫遥
2.5 试验兔经济效益渊见表 6冤

表 6 42耀70日龄新西兰白兔经济效益情况
项目
只均总增重 渊g冤
只均耗料总量渊g冤
只均产值渊元冤
单位饲料价格渊元/kg冤
饲料成本渊元冤
其他成本渊元冤
只均纯利润渊元冤
与对照组利润对比渊豫冤

对照组
762.48

2 585.00
10.68
1.62
2.09
2.00
6.59
100

试验玉组
800.05

2 488.52
11.20
1.66
2.07
2.00
7.13

108.19

试验芋组
831.88

2 941.77
11.65
1.68
2.47
2.00
7.18

108.95

试验域组
835.96

2 911.12
11.70
1.62
2.36
2.00
7.34

111.38

从表 6中可以看出袁对照组的只均饲养成本渊饲
料成本+其它成本冤 共为 4.09元袁 只均产值为 10.68
元袁只均获得纯利润 6.59 元曰试验玉耀芋组的只均饲
养成本渊饲料成本+其它成本冤分别为 4.07尧4.36尧4.47
元袁只均产值分别达 11.20尧11.70尧11.65元袁最终可分
别获利 7.13尧7.34 和 7.18 元袁 分别比对照组提高了
8.19%尧11.38%尧8.95%遥
3 讨论

3.1 能量对家兔生长性能的影响

从表 1可以看出袁对照组和试验玉组试验日粮中
所含的消化能略高于另外两组袁约 0.42耀1.2 MJ/kg曰有
关新西兰白兔的能量需要袁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般认为
DE 在 10.04耀11.72 MJ/kg袁NRC 标准的推荐量 DE 为
10.46 MJ/kg,国内的研究很少,且观点不一致遥Cs. Eiben
等(2008)认为育肥肉兔的日粮含 10.88 MJ/kg能量,16豫耀

17豫的粗蛋白,可获得良好的生长速度和经济效益遥 翁
宇挺等(2006)所得的结果表明,日粮能量水平在 10.46耀
11.72 MJ/(kg DM),粗蛋白质水平为 16豫耀18豫时,生长兔
的生产性能等指标能获得最佳值遥 李万军等(2005)研
究日粮不同能量水平对新西兰生长兔生产性能尧能量
利用尧盲肠发酵和肉质的影响袁结果表明袁最适营养
水平为 DE 9.62 MJ/kg尧CP 13.5%尧CF 17豫遥
3.2 蛋白质对家兔生长性能的影响

从表 1 可以看出袁4 组试验日粮中所含的粗蛋
白袁试验芋组中粗蛋白的含量最高袁并明显高出约 2耀
3个百分点遥宋富琴等渊2006冤用 6种不同能量尧蛋白质
水平的日粮饲喂 45日龄的塞北肉兔袁 结果得出肉用
兔生长阶段的日粮中消化能含量为 10.51耀11.91 MJ/kg,
粗蛋白含量为 15.31%~17.86%时试验兔平均日增重尧
饲料报酬和屠宰率最高袁 这与 NRC等的结果基本一
致曰Takeshi Yamanouchi MD.等渊2007冤用 28 日龄的地
方肉兔进行试验袁 得出日粮中消化能为 10.87耀11.29
MJ/kg尧粗蛋白质为 16%~17%时袁可获得良好的产肉
性能及经济效益袁且发现能量和蛋白质水平间存在明
显的交互作用渊孕<0.05冤袁随着能量尧蛋白质水平的提
高袁饲料转化率尧屠宰率均得到改善遥
3.3 粗纤维对家兔生长性能的影响

从表 1可以看出袁4 组试验日粮中试验域组尧试
验芋组中粗纤维的含量要高出对照组和试验玉组 2耀
3个百分点遥 雷秋霞尧李福昌(2006)指出院粗纤维含量
升高时袁日粮中所有成分的消化率均下降袁但在通常
摄入纤维素水平范围内这一影响并不大遥钟荣珍尧王海
霞(2006)试验表明袁日粮中酸性洗涤纤维从 18%增加
到 23.8%时袁尽管由此降低了日粮能量及蛋白质消化
率袁但因饲料摄入量增加袁所以对生产的影响不是很
大遥 T. Gidenne(2003)的试验表明袁随日粮粗纤维含量
增加袁养分消化率明显下降袁饲料转化率也随之降低遥
Nicholas Ahn等(2002)提出粗纤维含量与消化率之间
有高度负相关袁 粗纤维含量在 10%耀30%时每增加
1%袁能量消化率下降 1.5%耀4.5%袁可能的原因是由于
饲料中粗纤维含量增加时袁 将加重消化道的负担袁肠
道中的副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加袁影响了大肠对粗纤维
及其它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遥
3.4 粗脂肪对家兔生长性能的影响

脂肪是能量来源与沉积体脂肪的营养物质之一袁
一般认为家兔日粮需要含有 2豫耀5豫的脂肪遥 日粮中
含脂肪多少直接影响家兔的采食量袁家兔喜欢吃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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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为 5豫耀10%的日粮曰 日粮中脂肪含量低于 5豫或
高于 20豫时袁都会降低兔的适口性遥
3.5 矿物质(Ca尧P) 对家兔生长性能的影响

从表 1可以看出袁试验域尧芋组日粮中钙的含量
略高出另两组 0.4耀0.6个百分点袁 磷的含量高出另外
两组 0.14耀0.17个百分点遥 各类家兔日粮中钙的需要
量袁生长兔尧肥育兔为 1.0豫耀1.2豫袁成年兔尧空怀兔为
1.0豫袁妊娠后期和哺乳母兔 1.0豫耀1.2豫遥 磷对兔的骨
骼和身体细胞的形成袁对碳水化合物尧脂肪和钙的利
用等都是必需的遥 钙尧磷比例以维持 21为好袁并且
应保证有维生素 D的供给遥豆科牧草含钙多曰粮谷尧糠
麸尧油饼含磷多曰青草野菜含钙多于磷曰贝粉尧石灰石
粉含钙多曰骨粉尧磷酸钙等含钙和磷都多袁但钙比磷至
少多一倍袁是家兔最好的钙尧磷补充饲料遥
4 小结

35 d试验结果经方差分析与多重比较袁对照组与
试验组间的平均日增重无显著性差异(P>0.05)曰但对
照组与试验玉组间的料肉比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
与试验芋组存在显著差异渊P<0.05冤袁与试验域组间的
料肉比无显著差异渊P>0.05冤遥 从经济效益分析中可以
看出院4组试验日粮因饲料组合不同及饲料报酬的差
异袁其经济效益也不同袁每增重一千克需饲料成本以
试验域组为最佳袁 而非料肉比最低的试验玉组为最
佳袁这是因为根据家兔饲养标准要达到其要求袁必须
要在配合日粮中加大能量饲料的成分袁从而增加了饲
料的总成本袁同时袁幼兔的饲养日粮中能量饲料的含
量太高袁会产生野后肠碳水化合物冶效应袁影响其生长
性能袁甚至成活率袁最终将影响整体的经济效益遥 因
此袁通过本次试验分析袁新西兰白兔(42耀70日龄)消化
能在 9.55耀10.5 MJ/kg袁粗蛋白质在 16豫耀17%袁粗纤维
在 15.5豫耀17.5豫,粗脂肪在 2.0豫耀2.5豫,钙尧磷在 1.0豫耀
1.3豫和 0.5豫耀0.6豫范围较为合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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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态制剂是在微生态理论指导下采用已知有

益微生物,经培养尧发酵尧干燥尧加工等特殊工艺制成
的含有活菌并用于动物的生物制剂或活菌制剂袁它能
调整微生态失调袁保持微生态平衡袁提高宿主健康水
平或促进动物生长遥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袁微生态制剂作为生物兽
药和饲料添加剂已广泛用于仔猪尧犊牛尧羔羊尧家禽等
动物肠炎尧腹泻病的治疗和预防上遥 但是犬用微生态
制剂研究应用较少袁目前专门用于宠物犬的国产微生
态制剂还没有问世遥临床上常使用人用微生态制剂来
调节犬的肠道菌群平衡遥尽管国外已出现了犬用微生
态产品袁但由于目前微生态制剂作为食品添加剂的相
关标准尚不完善袁生产质量控制薄弱袁从而导致产品
达不到防病尧治病的作用遥J.S.Weese等调查了 19种含
微生态制剂的商品化食品袁没有一种产品的质量与标
签相符渊Weese袁2003冤遥 由此可见袁全世界宠物用微生
态制剂整体质量水平比较低遥

针对抗生素的种种弊端袁犬用微生态制剂的研究
应用是生物兽药和饲料添加剂领域的一个热点遥尽管
犬用微生态制剂存在许多问题袁但巨大的市场需求将
会加大它的发展遥中国宠物用品市场发展预测调查报
告显示院 保健品和食品添加剂将以每年 12%和 8.4%
的强势增长遥 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袁微生态生物兽
药已是当前动物保健品市场看好的几种药物之一遥本
文就微生态制剂在犬上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袁以期推
动该领域的研究和发展遥
1 健康犬肠道菌群的调查

微生态制剂是通过维持和改善肠道生态平衡袁而
达到防病尧治病的效果遥研究肠道微生物的组成袁特别
是优势益生菌的种类和数量袁是掌握肠道环境的重要
指标袁也是微生态制剂开发利用的前提遥

犬肠道微生物种类的研究较早袁 从 1954年袁SIa
M 和 V. G. Geimberg分离犬肠道中的正常微生物开
始袁许多学者对犬的肠道微生物进行了分离尧培养和

鉴定 (Bolognesi,1964;Matsumoto,1972曰Thompson,1997)遥
但由于培养技术本身的缺陷袁肠道微生物的种类和数
量只局限于能培养出的几种细菌袁 如 J. J. Turek 等
渊1977冤报道了犬的大肠微生物成分,主要是乳酸杆菌尧
双歧杆菌尧芽孢杆菌尧链球菌尧大肠杆菌曰Ishikawa H E
等渊1982冤对犬的小肠微生物进行调查, 乳酸杆菌尧双
歧杆菌尧芽孢杆菌尧链球菌尧肠球菌为优势菌遥后来袁随
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发展的成熟袁 许多学者采用 PCR-
DGGE技术对犬的肠道微生物进行了研究渊Simpson袁
2002曰Suchodolski袁2004冤遥 结果发现院犬肠道内存在着
大量的不同种类的微生物袁而且不同品种犬的肠道微
生物组成也不同袁即使是同一品种犬袁不同肠段的微
生物组成差异性也很大遥 由此看出袁犬肠道和其它动
物一样袁 是由不同种类微生物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环
境袁而乳酸杆菌尧双歧杆菌尧芽孢杆菌尧肠球菌等只是
犬肠道内分布较为广泛的几种益生菌遥
2 犬用微生态制剂菌种的研究进展

微生态制剂菌种的选择袁 是产品质量的关键袁被
誉为微生态制剂的灵魂遥乳酸杆菌尧双歧杆菌尧芽孢杆
菌尧肠球菌尧酵母菌等益生菌常作为人用和兽用微生
态制剂的生产菌株遥 由于双歧杆菌为严格的厌氧菌袁
培养条件要求高袁产业化生产难度大袁在畜牧业上应
用较少遥 犬源益生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乳酸杆菌尧肠
球菌和芽孢杆菌遥
2.1 乳酸杆菌

乳酸杆菌是人和动物肠道内最常见的正常定居

者袁也是犬源益生菌研究最广泛的一种微生物遥目前袁
乳酸杆菌对犬的生理功能做了大量的研究报道院 乳
酸杆菌对犬肠道及食物中的致病菌具有拮抗作用袁能
阻止特定的肠道致病菌的黏附尧定居尧繁殖作用以及
病原菌的致病途径渊Rinkinen袁2003冤曰乳酸杆菌代谢产
生的短链脂肪酸袁能促进犬肠道内的上皮细胞对营养
物质的吸收渊Kamath袁1987冤曰乳酸杆菌能提高犬的非
特异性免疫功能袁增强巨噬细胞的活力袁提高自然杀
伤细胞的活力渊Sauter袁2005冤曰乳酸杆菌能够提高犬对
草酸盐的降解力袁减少结石病的发生渊Weese袁2004冤遥

乳酸杆菌作为犬用微生态制剂菌种的研究也最

多遥 自 2001年起袁犬源乳酸杆菌的分离尧筛选和动物
实验在国外被陆续地报道遥从犬肠道和粪便中分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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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菌株袁经过筛选尧发酵尧干燥后袁混入犬粮中饲喂
幼犬袁观察动物的生长状况和对疾病的预防作用遥 结
果都显示了犬源乳酸杆菌对犬的有益作用袁无任何不
良反应袁能够作为犬用微生态制剂的菌种遥
2.2 肠球菌

肠球菌主要是指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袁 属于动
物肠道内的共生微生物遥 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分别
在 1983 年和 2001年报道可以作为微生态制剂的菌
株袁它们能有效地维护肠道菌群平衡尧拮抗病原菌袁
促进双歧杆菌尧乳杆菌的增殖袁使肠道有益菌保持优
势地位遥

2004年袁V. Strompfova对犬源肠球菌用于微生态
制剂菌株的可行性做了研究报道遥 40株肠球菌从犬
的粪便中分离到袁体外模拟犬肠道内环境袁通过耐酸尧
耐盐尧 药物敏感性筛选和肠组织黏附试验袁E. faecalis
EE4和 E. faecium EF01可以成为犬用微生态制剂的
菌株遥 2006年袁Marcinakova M运用屎肠球菌 EE3对
11只成年健康犬做了动物试验遥EE3能够在犬肠道内
存活袁饲喂 3个月期间袁没有出现发病的症状袁肠道内
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显著减少袁乳酸菌增加袁而大肠杆
菌没有影响袁说明筛选的屎肠球菌对犬是安全的遥
2.3 芽孢杆菌

芽孢杆菌在肠道中主要是通过生物夺氧维持肠

道生态平衡袁它在肠道短时间定植后袁可以消耗大量
的氧气袁维持肠道厌氧环境袁增强肠道对厌氧菌的定
植抗力遥 与其它微生物制成的益生菌制品相比较袁芽
孢杆菌能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形成芽孢袁 能耐酸尧耐
盐尧耐高温及耐挤压袁在饲料的加工过程中具有较高
的稳定性袁可以长期储存曰且芽孢杆菌代谢产物含很
强的消化酶活性和拮抗肠道病原菌的多肽内物质遥在
微生态制剂菌株的选择上袁芽孢杆菌的使用率较高遥

但芽孢杆菌在犬上的研究应用较少袁文献只报道
Biourge(1998)等将芽孢杆菌 CIP583 作为食品添加剂
饲喂犬,从犬的粪便中检测出 CIP583能在犬的消化道
内定植下来,且在 2耀4 d就达到稳定状态;同时,芽孢杆
菌饲喂组与对照组相比,犬对食物的消化率得到了显
著的提高遥 试验组的犬没有任何不良反应袁证明芽孢
杆菌菌株作为犬用食品添加剂是可行的遥
3 益生元在犬用微生态制剂上的研究进展

益生元是重要的功能食品袁属于微生态制剂的范
畴遥 1995年袁Gibson和 Roberfroid首次提出益生元的
概念袁即不被宿主胃肠道消化尧能够选择性地刺激一
种或几种有益微生物在宿主肠道内的生长袁进而增进

宿主健康的物质遥益生元好比宿主肠道益生菌的营养
素袁通过促进乳酸菌尧双歧杆菌等益生菌的生长和代
谢活力袁 使肠道内微生态平衡向有益的方向移动袁从
而阻止了病原菌的黏附和繁殖袁 提高了机体的免疫
力遥目前袁非消化性寡糖作为益生元研究应用的较多遥
自 1999年来袁 犬用益生元的可行性研究相继在国外
报道遥 据 Hussein H S等(1999)报道,给犬饲喂低聚果
糖后,犬肠道中双歧杆菌的数量增多,而氨类和胺类有
害物质的量显著减少曰Willard M D等(2000)和 Swan鄄
son K S等(2002)研究了低聚果糖对健康犬肠道微生
物的影响袁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的数量增多袁梭状芽
孢杆菌和大肠杆菌没有变化曰Grieshop 等 (2004)和
Verlinden A M(2006)从营养和免疫特性方面评价了益
生元对犬的作用袁 给 34只老龄犬饲喂低聚糖和菊苣
后袁双歧杆菌数显著增加袁大肠杆菌数显著降低袁嗜中
性白细胞和外周淋巴细胞的数量增加袁而饲喂菊粉与
水解蛋白也能明显提高犬对蛋白质的消化率和血液

中的 IgA含量曰Tzortzis G 等(2004)从犬源乳酸杆菌中
提取 琢半乳糖苷酶合成低聚半乳糖袁研究其对犬肠道
菌群的影响袁 结果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的数量增多袁
而梭状芽孢杆菌的数量减少遥 国内袁益生元在犬上的
试验性研究未见报道遥
4 小结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袁宠物的健康与生活质
量也倍受关注遥绿色的犬用生物兽药和饲料添加剂需
求量很大袁其市场前景极为广阔遥 开发犬用微生态制
剂袁不仅对生态养犬有重要意义袁而且将给生物兽药
业和饲料工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遥

尽管目前许多国外学者研究了常见益生菌和益

生元应用于犬上的可行性袁 但是犬源益生菌的研究袁
对乳酸杆菌的作用研究较多袁而芽孢杆菌对犬的生长
作用研究较少袁考虑到益生菌制品在加工过程中的高
温高压袁乳酸杆菌易失活袁而芽孢杆菌稳定性较好的
特点袁犬用芽孢杆菌的研究是必要的袁国外益生素菌
株主要是芽孢杆菌和乳酸杆菌袁而这两株菌在犬上的
联合使用效果未见报道曰其次袁犬用益生元制剂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低聚糖和木寡糖上袁而中草药作为理想
的微生态调节剂袁作为犬用食品添加剂的应用还未见
报道遥因此袁要开发出正规尧有效的犬用微生态制剂还
需要大量的工作遥

（参考文献 21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张学智，mengzai0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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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 物 多 糖 仿 真 饲 料 工 艺 的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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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试验以天然可食性多糖为主要原料制成宠物仿真饲料，探讨了宠物仿真饲料的上色、增

香及塑形效果问题，通过单因素试验和正交试验，确定了最佳工艺参数：以 5.5%可食性多糖为主料,辅
以 2.2% 茁-CD、1.0%黄原胶、0.5%卡拉胶、1.2%天然色素、香精 3.0豫、0.4%蔗糖酯，蒸煮温度(95依1) 益,
制备的宠物仿真饲料，色、香、味及塑性具有高仿真程度，较好地解决了宠物仿真饲料的品质问题。

关键词 宠物多糖仿真饲料；可食性多糖；最佳配方；工艺参数

中图分类号 S816.9
近几年来, 宠物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不断升高袁

如结石尧肥胖尧癌症等不断增多袁给宠物饲养者带来了
很多烦恼袁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隐患遥 宠物代谢性
疾病最主要的发病原因是过多食用肉类饲料袁因此许
多饲养者改用植物饲料喂养宠物袁如蔬菜尧米饭及淀
粉等袁结果不仅宠物食欲降低袁而且植物饲料缺少肉
类含有的宠物所必需的营养素袁又引起宠物其它疾病
发生遥

在国外袁尤其是西方国家饲养宠物已非常普遍袁
美国宠物饲料生产工业已有 50 年的历史遥 在国内袁
宠物饲养量近几年有很大提高袁 宠物饲料需求不断
增加遥 由于宠物代谢性疾病发生率不断提高袁社会上
对宠物饲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袁人们希望有一种不
引起宠物代谢性疾病而受宠物欢迎的饲料袁因此袁我
们根据仿真食品的特性联想到了对宠物仿真饲料的

研制遥
仿真食品是利用食品工程技术袁对天然动植物原

料进行加工袁从形状尧风味尧营养上模仿天然食品袁这
类食品风味独特尧价格低廉尧食用方便袁营养价值不亚
于天然食品袁一经问世便受到广大消费者青睐遥 目前
已有仿真鱼翅尧仿真虾仁等多种仿真食品袁但仿真食
品存在韧性和脆度不够曰且色泽尧香气及仿生材料的
选择是仿生食品的工艺技术难点遥本研究以天然可食
性多糖为主料袁模仿骨头尧鱼骨及虫子等袁研制开发一
种宠物仿真饲料袁对其色尧香尧塑性等进行研究袁旨在
为宠物仿真饲料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可行性措施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茁-环状糊精尧可食性多糖渊广西多环公司冤袁黄原
胶尧卡拉胶尧乳化剂渊上海试剂总厂冤袁香精香料渊上海
孔雀香精香料有限公司冤袁色素渊河北曲周县辣椒红色
素厂冤袁均为食品级曰芹菜尧食盐尧白砂糖渊市售冤遥
1.2 仪器

HH-4型数显恒温水浴锅渊常州国华电器有限公
司冤曰85-2 型恒温磁力搅拌器渊常州国华电器有限公
司冤曰UV751GD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渊上海分析仪
器总厂冤遥
1.3 方法

1.3.1 产品的制作工艺

调 pH值寅搅拌渊加入可食性多糖尧切好的辅料冤
寅凝胶化寅注模成型寅脱膜寅蒸煮寅漂洗寅晾干寅
涂膜寅成品尧包装
1.3.2 香精保留率

香精保留率的测定参考关丽等的方法袁计算公式
如下院

香精保留率越成品中香精的残留量
香精加入量

伊100豫
1.3.3 色素的测定

色素的测定参考高群玉等的方法袁用分光光度计
在最大 姿=465 nm处测定其吸光值袁 色素的保留率计
算公式如下院

色素保留率越 成品中色素最大吸光值 A
对照组中色素最大吸光值 A 伊100%

1.3.4 宠物仿真饲料品质的评价方法

产品品质的评定采用感官评价法袁 随机选择 20
人对产品外观品质进行评定袁 采用风味描述法评价,
主要包括产品的色泽尧香气尧可塑性等指标袁通过观察
宠物狗对宠物仿真饲料喜好度袁间接评定宠物仿真饲
料口感袁风味遥 采用 10分制袁评分标准见表 1遥

《饲料工业》·圆园园8年第 圆9卷第 15期宠 物 科 苑

57



表 1 产品品质的评价标准

产品品质的评价标准
色泽鲜艳袁香气宜人袁口感很好袁有咬劲袁风味很好袁可塑性很强
色泽较鲜艳袁有一定的香气袁口感良好袁风味较好袁可塑性强
色泽一般袁略有清香袁口感一般袁风味一般袁可塑性一般
色泽较差袁无清香袁口感较差袁风味较差袁可塑性差
色泽很差袁无清香袁口感很差袁风味很差袁可塑性很差

分值
9.49依0.5
8.49依0.5
7.49依0.5
6.49依0.5
5.49依0.5

注院色泽由色素保留率按百分比换算成感官品质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宠物仿真饲料材料的选择

制作仿真食品主要有可食性多糖尧大豆蛋白尧海

藻酸钠等袁通过对溶解性尧耐热性尧氧化性溶胀效果
等比较袁 从表 2可看出袁3种原材料中以可食性多糖
最优遥

表 2 原材料的品质比较

项目
大豆蛋白
海藻酸钠
可食性多糖

溶解性
差
差
好

耐热性
不耐热
较耐热
较耐热

溶胀效果 *
未完全溶胀与分散
全部溶胀尧未完全分散
全部溶胀与分散

氧化性
易被氧化
易被氧化
不易被氧化

综合评分
7.8
8.5
9.3

色泽
黄绿色
黄绿色
白色

注院*指 30 min冷水溶胀与分散效果遥

2.2 宠物仿真饲料色香材料的选择

宠物仿真饲料首先应具有良好的色泽遥表 3对几
种天然红色素性能进行比较袁结果表明院辣椒红色素
色泽鲜艳尧浓厚袁色素稳定袁耐酸碱尧耐高温遥因此选用
辣椒红色素作赋红色素遥 绿色素的选择袁经研究芹菜
叶柄榨成渣加入效果最佳遥

表 3 各种色素品质的比较

项目
甜菜红色素
辣椒红色素
胡萝卜色素
玫瑰红色素

来源
红叶甜菜
红辣椒
胡萝卜
玫瑰花

色调
红
红-橙
黄-橙红
红

耐热性
敏感
稳定
稳定
稳定

pH值
4.0耀7.0
3.0耀12.0
3.5耀9.0
2.5耀6.5

耐光性
敏感
稳定
较稳定
稳定

品质效果
7.1
9.5
8.0
8.7

2.3 宠物仿真饲料色香保留材料选择(见图 1尧图 2)
可食性多糖

茁-环状糊精
100
95
90
85
80
75
70 0 5 10 15 20 25 30 35

卡拉胶

黄原胶

加热及后处理时间渊h冤
图 1 加热及后处理对色素的影响

以色素保留率为指标袁对 茁-环状糊精(茁-CD)尧可
食性多糖尧黄原胶和卡拉胶进行比较袁从图 1中可知袁
可食性多糖及 茁-环状糊精对色素的保留效果较好袁
对热处理较稳定遥 因此选用 茁-环状糊精遥

以香气的保留率为指标袁 对可食性多糖尧茁-环状

糊精尧卡拉胶和黄原胶进行比较袁从图 2中可知袁卡拉
胶尧黄原胶保留效果较好袁而可食性多糖效果较差遥

可食性多糖

茁-环状糊精
100

95
90
85
80
75
70 0 10 20 30 40

卡拉胶

黄原胶

加热及后处理时间渊h冤
图 2 加热及后处理对香气的影响

2.4 宠物仿真饲料最佳配方的确定

2.4.1 复配胶对色香保留的影响

将制作过程中色香保留效果好的材料进行配比

组合袁并与单一材料比较效果渊见表 4冤遥
表 4 各种制备材料的对比效果

卡拉胶
黄原胶
黄原胶+卡拉胶
茁-CD
茁-CD+卡拉胶
茁-CD+黄原胶
茁-CD+黄原胶+卡拉胶
对照组

色泽
8.10
7.30
8.70
8.80
8.50
8.90
9.10
5.5

香气
8.50
7.20
8.70
8.50
8.70
8.40
8.90
6.00

口感
8.30
8.60
8.60
9.00
8.70
8.50
8.65
8.50

8.30
7.75
8.67
8.76
8.63
8.60
8.89
6.67

品质评定
综合评分项目

从表 4中可看出袁多种材料复配效果明显优于单
独使用一种材料的保留效果遥茁-环状糊精对色素保留
效果较好袁 黄原胶及卡拉胶对香精的保留效果较好袁
黄原胶与卡拉胶互配后对香精保留的效果优于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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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复配胶配比正交试验结果

A
茁-环状糊精(豫)

1(2.2)
1
1

2(1.7)
2
2

3(1.2)
3
3

9.00
8.47
7.87
1.13

B
黄原胶(%)

1(1.4)
2(1.0)
3(0.6)

1
2
3
1
2
3

8.37
8.50
8.47
0.13

C
卡拉胶(%)

3
1
2
2
3
1

1(0.7)
2(0.6)
3(0.5)
8.10
8.47
8.57
0.47

D
空列

2
3
1
3
1
2
1
2
3

可塑性
9.1
8.7
9.2
8.4
9.0
8.0
7.6
7.8
8.2

色泽
8.4
8.7
9.1
8.5
9.2
7.4
8.2
8.2
8.7

香气
9.2
8.2
8.2
9.3
9.1
8.8
7.1
8.2
8.1

口感
9.0
8.9
9.2
8.6
8.2
9.1
8.2
7.1
8.3

1
2
3
4
5
6
7
8
9
可塑性 k1
可塑性 k2
可塑性 k3
极差

项目
试验效果

使用时的效果遥 将 茁-环状糊精尧黄原胶及卡拉胶三种
材料进行复配作为色素和香精的综合制备材料遥
2.4.2 复配胶最佳配比的确定

通过以上试验初步确定了 茁-环状糊精+黄原胶+
卡拉胶的效果较好袁采用 L9(34)正交试验袁确定其最佳
配比袁正交试验结果见表 5袁分析结果见图 3遥

9.5

9.0

8.5

8.0

7.5

7.0 A1 A3 B2 C1 C3A2 B1 B3 C2

CBA

正交组

图 3 复配胶配比正交试验直观分析

根据表 5及图 3的直观分析得出 A1B2C3的配比
组合袁得到最佳效果遥以 A1B2C3配比做验证实验袁结果
得出 茁-环状糊精(2.2豫)+黄原胶(1.0%)+卡拉胶(0.5豫)
的组合所制成的产品色泽鲜艳尧气味清香尧组织致密尧
口感良好尧可塑性强遥
2.4.3 色素尧香精尧蔗糖酯最佳配比用量的确定

对初步确定的色素尧香精及蔗糖酯进行 L9(33)正
交试验袁正交试验结果如表 6所示袁分析结果见图 4遥

结果表明院A3B1C1的配比组合得到最佳效果遥 以
A3B1C1配比做验证实验袁结果得出色素渊1.2豫冤+香精
渊3.0豫冤+蔗糖酯渊0.4豫冤的组合所制成的产品色泽鲜艳尧
气味清香尧组织致密尧口感良好尧风味较好尧可塑性强遥
2.5 蒸煮温度对宠物仿真饲料的影响

制备过程中袁将宠物仿真饲料置于不同温度的恒
温水浴锅中煮制袁 温度分别为 70尧75尧80尧85尧90尧95尧

100 益袁 根据表 1的评价标准对产品进行感官品质评
定袁结果见表 7遥

表 6 色素、香精、蔗糖酯配比正交试验结果

A
色素(%)

1(3.2)
1
1

2(2.2)
2
2

3(1.2)
3
3

8.33
8.57
8.70
0.37

B
香精(%)

1
2
3

1(3.0)
2(2.0)
3(1.0)

1
2
3

8.77
8.23
8.60
0.54

C
蔗糖酯(%)

3
1
2
2
3
1

1(0.4)
2(0.3)
3(0.2)
8.67
8.50
8.43
0.24

D
空列

2
3
1
3
1
2
1
2
3

可塑性
9.2
9.3
8.8
8.2
8.2
8.1
7.7
8.6
7.8

色香口感综评
8.5
8.2
8.3
8.8
8.1
8.8
9.0
8.4
8.7

1
2
3
4
5
6
7
8
9
综评 k1
综评 k2
综评 k3
极差

项目
试验效果

9.0

8.5

8.0 A1 A3 B2 C1 C3A2 B1 B3 C2

CBA

正交组

图 4 色素、香精、蔗糖酯配比正交试验直观分析

表 7 温度对成品品质的影响

70
5.3

75
6.6

100
9.2

80
7.1

85
8.8

90
9.1

95
9.61

温度渊益冤
评分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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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色泽
香气
外形
口感

宠物仿真饲料
鲜艳袁富有光泽袁且均匀一致
清香同时带有天然多糖的香气
完整袁结构紧密袁表面平滑
口感细腻袁富有一定弹性和脆度

普通宠物饲料
色泽暗淡袁无光泽袁且不均匀
香气淡
易破碎袁结构不紧密袁表面平滑性差
口感粗糙袁且无弹性或脆度

表 8 宠物仿真饲料与普通宠物饲料感官特性的比较

结果表明院在 95 益之前袁成品的品质随着温度的
升高而上升袁但是当温度达到 100 益沸腾时袁成品的
品质却下降遥 因此我们以 95 益为中点来选择加热的
温度范围袁最终确定温度范围为(95依1) 益遥
2.6 宠物仿真饲料与普通宠物饲料比较

对试验所制备的宠物仿真饲料与普通宠物饲料

在色泽尧香气尧外形尧口感等进行比较袁结果见表 8遥
结果表明院多糖宠物仿真饲料与普通宠物饲料相

比袁在色尧香尧形及口感上有明显的优势袁还有营养保
健尧耐嚼性和润滑性等特性遥

3 讨论

3.1 宠物仿真饲料原材料的选择

目前常用的仿真原材料有海藻酸钠尧大豆蛋白及
海洋副产品等袁但这些原料存在稳定性差尧色泽效果
差等缺陷遥 本试验选用可食性多糖袁它具有特殊的网
络结构袁既作为主料和各辅料填充物质袁又作为色香
的制备材料袁同时可食性多糖具有防癌尧防糖尿病尧降
低血脂肪和胆固醇的功效遥
3.2 宠物仿真饲料的色泽和香气的保留

合成色素安全性差袁近年来天然色素受欢迎遥 红
色素中袁辣椒红色素色泽鲜艳尧浓厚袁且辣椒红色素稳
定袁耐酸碱尧耐高温袁因此选用稳定的辣椒红色素遥

茁-环状糊精色素保留率较高袁而黄原胶尧卡拉胶
对香气保留效果比较好遥 将黄原胶尧茁-环状糊精和卡
拉胶进行互配的效果最好袁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
致遥 茁-环状糊精具有疏水的内部与亲水的外部袁易溶
于水袁浓度高效果明显遥卡拉胶尧黄原胶与可食性多糖
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袁浓度过高溶胀不均匀袁过低达
不到对色香味保留的效果袁宜选用中低浓度遥 可食性
多糖与其它食品胶很难完全混匀袁故制作中加入蔗糖
酯作乳化剂促使它们充分混匀遥
3.3 宠物仿真饲料的塑形效果

天然可食性多糖是高分子聚合物袁在溶液中添加
碱性凝胶剂袁可具有赋形性效果袁呈现强力凝胶性能袁
用挤压或填充法使其进入模具袁便可成型遥 经试验得
出选用碳酸钠为凝胶剂袁减缓了胶凝速度袁凝胶均匀袁
有利成品的塑形效果遥
3.4 宠物仿真饲料的赋味

赋味效果与黄原胶耐盐性密切相关袁盐和糖的加
入对胶凝程度有一定影响袁 故需对糖和盐加入量研
究遥试验得出院糖和盐含量分别为 20豫和 3豫赋味效果

较好遥
3.5 蒸煮温度对宠物仿真饲料的影响

黄原胶及卡拉胶经过蒸煮从有序态变为无序态,
可与可食性多糖产生更加充分的协同增效,加速胶凝
过程,因此产品品质受蒸煮温度的影响,温度过高或过
低均不利于产品的品质袁蒸煮温度以(95依1) 益为宜遥
3.6 宠物仿真饲料最佳生产工艺

试验得出最佳生产工艺流程院 淤茁-CD溶液加色
素混合曰于黄原胶加卡拉胶混合后按顺序加入香精及
蔗糖酯曰 盂将淤和于的混合液混合后加入可食性多
糖曰榆根据不同宠物饲料需求添加营养素曰虞注模尧脱
模遥 可食性多糖具有一定的胶凝温度与时间袁在制作
过程中须控制凝胶温度与时间院T跃90 益袁t跃55 min遥 在
注模时袁先涂上一层植物油以有助于后期脱模遥
4 结论

4.1 宠物多糖仿真饲料最佳配方院可食性多糖 5.5%尧
茁-CD 2.2%尧黄原胶 1.0%尧卡拉胶 0.5%尧天然色素 1.2%尧
香精 3.0豫尧蔗糖酯 0.4%尧蒸煮温度(95依1) 益袁并按照
一定的加料顺序进行混合袁注模脱模袁所制得的仿真
饲料塑形效果好尧香气丰富尧有光泽尧口感韧脆适度尧
咀嚼性好尧质地均匀尧香甜可口尧弹性强遥
4.2 本文以可食性魔芋多糖为主料袁 制作的宠物多
糖仿真饲料袁 将可食性多糖与宠物饲料有机结合袁既
能满足宠物食欲袁又具有天然多糖保健功能遥 通过系
列试验成功解决了仿真饲料的增香尧 赋味和上色袁满
足了宠物的食欲和营养要求袁预防宠物代谢性疾病的
发生袁是对宠物饲料加工的一大改进遥

（参考文献 24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刘敏跃，lm-y@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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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喀斯特地区奶牛无公害饲养
管理 HACCP模式的研究

戴 燚 曹 娟 刘代强 李昌茂 杨正德

戴燚，贵州大学动物科学学院，550025，贵州贵阳。
曹娟、刘代强、李昌茂、杨正德(通讯作者)，单位及通讯地

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8-03-24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袁人们对牛奶质量的要求越
来越高曰近年来袁国内外不断曝光食品安全问题袁使牛
奶质量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遥影响牛奶质量的因
素很多袁主要包括奶牛自身因素尧饲料因素尧饲养管理
因素和环境因素等方面遥 奶牛自身因素又包括品种尧
胎次和泌乳阶段等袁其对牛奶品质的影响主要是由遗
传所致袁可通过品种改良加以改进曰饲料方面的相关
研究很多袁并已取得很大进展曰饲养管理技术和环境
卫生管理方面虽也进行了不少研究袁但大部分仅仅局
限于对提高奶产量方面袁有关喀斯特地区奶牛无公害
饲养管理技术的研究报道不多遥

饲养管理是影响产奶量和牛奶质量的重要因素袁
饲养管理不当易使奶牛处于野亚健康冶状态甚至诱发
临床疾病袁 是造成产奶量下降和牛奶公害的重要原
因曰奶牛饲养场废物处理不当不仅污染环境袁还会影
响奶牛健康和牛奶品质[1]遥 HACCP是预防食品出现安
全问题的科学尧系统的方法[2]袁因此袁在奶牛饲养管理
和牛奶生产过程中袁根据 HACCP有关技术规程袁找出
其中产生危害的关键点并加以控制是生产无公害牛

奶的有效途径遥 现就 HACCP在奶牛无公害饲养技术
研究中的应用进行描述遥
1 HACCP体系
1.1 HACCP简介

HACCP(危害分析及关键控制点)是由美国国家
航天航空局(NASA)和美国 Pillsbury公司为生产安全
的宇航食品所制定的质量管理体系[3]遥 其目的是控制
化学物质尧毒素和微生物对食品的污染遥 HACCP的原
理,就是通过对食品加工过程的关键环节实施有效的
监控袁从而将食品安全卫生危害消除或降低至安全的
水平遥此技术主要由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两部分组
成袁它是一个鉴定食品危害且含有预防方法以控制这

些危害的系统袁但并非一个零风险系统袁而是设法使
食品安全危害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袁是一个使食品供
应链及生产过程免受生物尧化学和物理性危害污染的
管理工具遥 是在食品安全生产方面迄今为止最有效尧
最科学的食品安全质量管理方法之一[4]遥

由于 HACCP对于控制食品安全卫生质量的实用
性和有效性袁目前已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发达
国家的食品加工行业中得到广泛采用袁并且已经得到
欧盟尧美国尧加拿大尧澳大利亚尧新西兰和日本等国家
和地区食品卫生主管机构袁乃至联合国 FAO/WHO的
食品法典委员会的认可遥
1.2 HACCP 的基本内容

HACCP是对某一具体食品生产链的生产工序或
操作有关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进行系统的
识别尧评估和控制的方法遥 其基本内容如下遥
1.2.1 进行危害分析

根据生产过程的工艺流程图袁列出所有潜在的危
害袁进行危害分析遥
1.2.2 确定关键控制点(CCP)

根据危害分析的结果袁 确定哪些危害是显著的袁
可以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袁结合制定的预防措施来确
定哪些环节尧步骤或点是关键控制点遥
1.2.3 设定关键点限值

对每一个关键控制点设定关键点限值遥
1.2.4 建立监控体系

监控程序包括监控什么尧什么时候监控尧由谁来
监控尧在什么地方监控尧如何监控尧采取何种方法监控
六项内容遥
1.2.5 制定纠偏措施

制定当监控发现某一特定 CCP正超出控制范围
时应采取的纠正措施遥
1.2.6 建立验证程序

建立体系运行的验证程序袁适当地补充试验和总
结袁以确认 HACCP运行正常遥
1.2.7 建立记录保持程序

记录的内容应包括危害分析表尧 危害分析结果尧
控制措施尧监控和纠正措施等袁根据不同保存时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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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妥善保管遥
1.3 HACCP的实施方法

淤 组成 HACCP小组(assemble HACCP team)
于 描述产品(describe product)
盂 描述产品的预期用途(identify intended use)
榆 绘制生产详细流程图(construct flow diagram)
虞 进行现场确认流程图(confirm flow diagram)
愚 进行危害分析(conduct hazard analysis)
舆 确定关键控制点(determine CCP)
余 确定每个关键控制点的关键限值 (establish

critical limits for each CCP)
俞 确定每个关键控制点的监控系统 (establish a

monitoring system for each CCP)
逾 制定纠偏措施(establish corrective action plan)
11 建立验证程序(establish verification procedure)
12 建立记录保持程序(establish documentation)
13 HACCP计划的评论(establish documentation)

2 HACCP在农场中的应用
关于动物饲养环节实施严格的 HACCP袁 存在许

多争议袁毕竟 HACCP是为生产安全食品而制定的遥食
品法典委员会(CAC)发布的叶HACCP体系及其应用准
则曳序言中明确规定院HACCP可应用于从初级生产到
最终消费的整个食品链遥 因此袁为了确实减少食品致
病风险和提高消费者信心袁 应该在农场阶段实施
HACCP计划遥 国外一些学者尝试在饲养场探索农场
HACCP袁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2袁5]遥

近年来袁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袁如欧洲的疯牛
病事件尧比利时的二 英事件以及多次发生的瘦肉精

中毒事件等袁使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下降遥 几
乎所有食品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农场袁因此食品安全

始于农场袁农场作为食品生产链的源头袁是保证食品
安全的重要环节遥并且某些危害只有在农场阶段才能
得到有效控制袁比如动物疫病尧畜产品中的药物残留
等遥 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信
心袁畜产品不仅要在屠宰尧加工尧分发尧销售和烹制环
节实施 HACCP袁 而且还要对产品原料的产地和生产
过程实施 HACCP袁 因此袁HACCP在食品链的实施应
向前推移至农场遥
3 试验研究

3.1 奶牛饲养管理 HACCP模式的构建
近年来袁随着食品安全事件的不断曝光袁乳制品

的安全问题成了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遥 2001年我国
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袁颁布了一系列无公害食品标准
和乳制品加工标准遥以上标准的出台表明我国政府已
经高度认识到提高乳品质量袁保证乳品安全的紧迫性
和重要性遥 但仅仅依靠这些标准是远远不够的袁并容
易误入野先污染袁后制理冶的怪圈遥 乳制品生产包括鲜
奶生产和乳品加工两个基本环节袁要保证乳品质量安
全袁必须从源头抓起遥 因此袁把 HACCP管理体系延伸
到乳制品原料的产地要要要奶牛饲养场袁制定各种有效
的防范措施袁显得尤为重要遥
3.2 组成 HACCP小组

HACCP小组必须由具备不同专业知识的人员组
成袁包括奶牛养殖场(小区)的负责人尧主管部门负责
人尧畜牧专家尧兽医尧质量管理技术员尧卫生管理专家
及其他人员袁组长一般可由奶牛养殖小区(场)的负责
人担任遥 HACCP小组成立后明确各成员相应的职责袁
并对小组成员进行相关培训遥
3.3 描述产品及其预期用途

具体描述内容见表 1遥
表 1 描述产品及其预期用途[6]

产品名称
产品主要性质
生产方式
预期用途

生鲜牛奶
乳白色或稍带微黄色的均匀胶态流体袁富含蛋白质尧乳糖尧乳脂尧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优质食品遥 易腐败变质遥
饲养中国荷斯坦奶牛
为乳品加工厂或市场提供无公害鲜牛奶

3.4 绘制奶牛饲养流程图

流程图应覆盖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袁 是 HACCP
小组成员和验证审核人员实施 HACCP管理体系的重
要工具遥 奶牛饲养流程见图 1遥
3.5 现场确认流程图

通过进入奶牛饲养场实地考查袁 现场确认流程
图遥 对于遗漏的步骤或过程进行补充遥

3.6 进行危害分析尧确定关键控制点
奶牛饲养中危害的来源(人员尧奶牛自身尧物料和

环境)极其复杂袁控制难度较大遥 因此袁应针对奶牛饲
养管理流程图中的各个环节袁 逐个分析其潜在危害袁
以确定关键控制点遥
3.7 CCP判断树(见图 2)

CCP判断树是判断奶牛饲养管理流程各环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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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是 CCP的有效工具遥

饲料

饮水

配种

废物处理

疫苗

兽药

购进奶牛

场址选择

挤奶

饲养场建设

鲜奶保存尧运输

空舍清洗尧消毒

泌乳牛饲养管理

育成牛饲养管理

人员卫生

工具消毒

环境卫生

图 1 奶牛饲养流程

修正流程

是 CCP

问题 1院该点是否对确定的危害性有控制措施
是

问题 2院该点是否可以将可能危害性减至可接受程度

该点的控制是否为食品安全所必要

问题 3院该点是否可造成危害物质过量

问题 4院 后续步骤是否可将此危害去除
或减少到安全水平

非 CCP

否

是

否
是 否

是否

是

否

图 2 关键控制点判断树

3.8 确定关键控制点(CCP)
将 CCP判断树嵌入到危害分析表渊见表 2冤中袁依

次回答判断树中的几个问题袁确定关键控制点遥

4 建立关键限值尧监控程序尧纠偏措施尧验证程序和
记录保持程序

关键限值(CL)是指在某一关键控制点上袁为保证
确定的危害不出现袁或被清除袁或减小到可接受水平袁
而确定的危害因素的最大值或最小值遥建立关键限值
是保证 CCP受控制的必要措施袁当操作者在生产中袁
一但发现可能趋向偏离 CL袁可立即采取措施袁使 CCP
处于受控状态遥 实际生产中袁关键限值的建立应该是
合理尧适用的限值袁过严将增加操作难度袁反而不利于

HACCP计划的实施曰过松则 CCP不能受控遥奶牛饲养
管理中袁可根据国际组织或我国制定的法律法规和相
关标准袁确定关键控制点的关键限值遥

为了保证 HACCP有效实施袁 必须进行有效的监
控袁当监控人员发现 CCP偏离关键限值时袁必须采取
相应措施进行纠偏遥 监控程序必须包括确定监控目
标尧负责人尧监控方法等几方面遥

纠编措施是指当监控程序表明 CCP偏离关键限
值时袁而采取的措施遥其中应包括院淤消除发生偏离关

表 2 奶牛饲养危害分析[6]

生产流程
场址选择
饲养场建设
空舍清洗尧消毒
购牛

饲料

饮水
配种
兽药
疫苗
废物处理

挤奶

鲜奶保存尧运输
人员卫生
工具消毒
环境卫生

本步骤引入或增加的潜在危害
饲养场附近存在屠宰场尧其它畜禽饲养场尧化工厂等污染源
饲养场设计不合理袁建设材料不合格
无
牛体内可能带有致病微生物袁其潜伏期可能很长
饲料可能被细菌尧霉菌等微生物污染袁可能含有违禁药品袁农残尧
添加剂用量超标等
饮水可能被微生物污染袁饮水中重金属或农残超标等
输精过程可能对牛造成伤害
使用违禁药品袁药品使用不当袁未严格遵守停药期等
疫苗可能不合格尧过期
废物处理不当易滋生致病微生物
挤奶过程中受微生物污染袁盛奶器具被污染袁挤奶过程对乳房的
损伤等
微生物大量繁殖袁盛奶器具被污染等
员工尧外界参观人员可能携带病原体
无
牛舍内外不干净袁易引发奶牛疾病袁也易污染牛奶

问题 1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问题 2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问题 3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问题 4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CCP
CCP1
CCP2
CCP3
CCP4
CCP5
CCP6

CCP7
CCP8

CC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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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限值的原因袁将 CCP返回到受控状态曰于确定 CCP
偏离关键限值期间产品的处理方案遥

实施 HACCP的最终目的是获得理想的产品渊牛
奶冤遥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袁验证程序是必不可少的遥 验
证程序可以通过检查 CCP是否受控袁 产品质量是否

达到要求来实现遥
记录为 HACCP计划的运行状况提供最有力的书

面证据遥 HACCP 体系的记录应包括危害分析表尧
HACCP计划表渊见表 3冤尧日常执行记录尧产品检测报
告等遥

记录保持

记录水尧土 尧空气
样品检测报告

设计图纸存档

检疫报告

记录饲料的名称尧
来源尧购买日期和
数量

检测报告

药物购买尧使用记
录

牛奶检测报告

牛奶检测报告

消毒记录

表 3 奶牛饲养管理 HACCP计划
关键控制点

场址选择

饲养场建设

购牛

饲料

饮水

兽药

挤奶

鲜奶保存运
输

环境卫生

潜在危害

饲养场附近存
在屠宰场尧其它
畜禽饲养场尧化
工厂等污染源

饲养场设计不
合理袁建设材料
不合格

牛体内可能带
有致病微生物袁
其潜伏期可能
很长

饲料可能被细
菌尧霉菌等微生
物污染袁可能含
有违禁药品尧激
素或添加剂用
量超标

饮水可能被微
生物污染袁饮水
中重金属或农
残超标
使用违禁药品袁
药品使用不当袁
未严格遵守停
药期尧奶废弃期
过程中受微生
物污染袁盛奶器
具可能污染袁挤
奶过程对乳房
的损伤

可能被微生物
污染袁盛奶器具
可能污染

牛舍内外不干
净 袁 易引发疾
病袁也易污染牛
奶

关键限值
奶牛场应建造在地势
高袁干燥尧水源充足尧水
质优良尧环境幽静尧交通
方便袁 没有传染病威胁
和三废污染的地方

饲养场建设应符合 NY/
T 5049要2001的要求

引进种牛必须有按照
GB16567进行的检疫报
告

符合GB 13078要2001的
要求

质量达到NY 5027的规
定

兽药使用必须按照 NY
5046要2001执行

挤奶器具按规定清洗尧
按规程操作袁 病牛不上
机挤奶

饲养场保存时间少于
24 h袁2 h 内温度降至
4 益
废弃物进行无害化修
理袁 饲养场内外定期清
理尧消毒

监控措施
选址时由 HACCP 小
组进行实地考查袁并
抽取水尧土尧空气样
品进行相关卫生指
标检测

由 HACCP小组监督
饲养场设计和施工

兽医负责袁隔离观察
至少 30耀45 d袁 经兽
医检疫部门检查确
定为健康合格后袁方
可进入饲养场
从持有饲料主管部
门颁发的生产许可
证 袁 取得 ISO9000/
HACCP 认证的饲料
厂购买饲料和饲料
添加剂袁青粗饲料从
无公害牧草种植基
地采购袁并由技术人
员抽样检测遥 饲料进
入饲养场后入库密
封保存

由技术人员每月抽
取水样检测

由兽医负责验证兽
药的批准文号尧生产
日期尧进口许可证等

由兽医负责每次抽
检奶样

贮奶人员定时对贮
奶用具消毒尧清洗并
及时调整温度袁每批
取样分析
牛舍内外每周消毒
一次袁场周围尧排粪
池尧下水道每月消毒
一次

纠偏措施

另选新址

修正不合理设
计袁 不用不合
格材料

不允许病牛进
入饲养场

拒绝购买和使
用不合格饲料

质量不合格的
不作饮用水

不 用 禁 用药
品袁 严格遵守
停药期尧 奶废
弃期

不合格奶不出
场

不合格奶不进
入市场

发现卫生不合
格袁及时处理

验证程序

观测奶牛的
健康状况 袁
牛奶样品检
测

检验牛舍建
设质量 尧空
气质量

观测引进种
牛的健康状
况

观测奶牛的
健康状况 尧
抽测牛奶相
关指标

观测奶牛的
健康状况 尧
抽测牛奶相
关指标

抽测牛奶相
关指标

抽测牛奶相
关指标

抽测牛奶相
关指标

观测奶牛的
健康状况抽
测牛奶相关
指标

5 讨论

通过对奶牛饲养管理中的主要危害关键控制点

的控制袁生产出的牛奶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行业标准叶无公害食品生鲜牛乳曳的要求遥表明在喀斯

特地区奶牛养殖小区现有生产条件下袁只要对生产过
程中的危害关键控制点加以控制袁则可生产出无公害
牛奶遥

生产出了无公害牛奶袁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养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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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整个饲养管理体系都符合奶牛无公害饲养管理

的要求遥 野无公害冶不仅是对奶牛本身和产品(牛奶)而
言袁同时还应包含对周边自然环境的影响遥 试验期间
发现袁养殖小区存在环境卫生较差袁废弃物处理不当
等问题遥 废弃物随意排放袁势必造成对小区周边环境
(土壤尧水源尧空气)的污染袁当污染程度超过自然净化
能力时袁将进一步造成奶牛饲养中的危害关键控制点
(如饲料尧饮水尧空气等)偏离关键限值袁从而使无公害
牛奶生产难以继续遥 因此袁有必要加大对养殖小区环
境卫生的整治工作袁保证废弃物得到无害化处理遥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袁人们对食品质量的要
求也会越来越高袁因此袁还有待于在此基础之上对绿
色尧有机牛奶生产技术作进一步研究遥
6 小结

奶牛饲养管理 HACCP体系的建立袁 可有效地控
制奶牛饲养中的危害因素袁为无公害牛奶生产提供技
术参考遥 但 HACCP的实施和推广还需要小组成员集
体素质的提高和主管部门的正确引导袁其中加强小组
成员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尤为重要遥

实施 HACCP 体系必须严格遵守制定的 HACCP
文件袁严格执行监控尧纠偏和记录等程序遥 但 HACCP

体系制定出来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袁奶牛饲养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袁危害因素极其复杂袁控制难度大袁一些潜
在危害难以预料袁 因此 HACCP小组应不断收集新的
危害知识和新的控制措施袁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完善和
补充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食品安全认识的
提高袁HACCP 体系也应随之改变袁以适应时代发展的
要求遥 在喀斯特地区奶牛养殖小区现有生产条件下袁
只要对生产过程中的危害关键控制点加以控制袁就可
生产出无公害牛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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