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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验旨在研究女贞子提取物对母鸡繁殖性能和子代免疫功能的影响，以此研究母体营

养调控。选用东北农大培育的高、低脂系母鸡 192只，将每一品系随机分为空白组和实验组，共 4组，
每组设 6个重复，每个重复 8只鸡。空白组饲喂基础日粮，实验组在基础日粮中添加 0.2%的女贞子提
取物，子代全部饲喂基础日粮。结果表明，女贞子提取物能提高母鸡产蛋率、蛋重和孵化率 (P<0.05)；子
代 2、3周新城疫抗体效价（NDV）实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 结果提示，母体通过营养调控将能影
响雏鸡早期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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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有机体的早期生长受到遗传因素之外的其它

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母体效应遥 母体效应
包括 mRNA转录尧激素分泌尧抗体尧胎盘渗透性尧母乳
成分和母体抚育行为等遥 对于家禽生产而言,种母鸡
在营养和环境的调控下通过基因的表达决定种蛋品质

和营养组成,进而对种蛋孵化后雏鸡的生长发育尧后代
肉品质性状产生一定的影响遥有研究表明袁动物早期生
长发育过程中的微小变化能永久而显著地改变其生长

和发育的轨迹遥 营养和环境对基因表达和母体良好遗
传潜能的发挥起着关键作用遥 一些学者对不同蛋白水
平饲养条件下母鸡的生产性能和蛋的品质进行了比较

研究发现, 日粮高蛋白对提高蛋重和产蛋率有显著作
用,而后代的肌纤维直径增加将导致肌肉品质下降遥 对
于母体调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营养物质上, 而对于非
营养物质了解甚少遥 因此本实验把女贞子提取物作为
饲料添加剂来进一步研究家禽母体效应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将优质女贞子置于 65 益烘箱中烘干袁粉碎袁过 40
目筛袁 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法袁 对女贞子进行萃取袁
得提取物 5.6 kg袁原20 益保存备用袁有效成分为女贞子
多糖遥

1.2 实验设计与饲养管理

母代选用东北农业大学培育的高尧低脂系第十一
代肉鸡 192只袁初始体重差异不显著遥 当母体产蛋率
达到 5%时进行日粮处理, 当产蛋率达 50%时进行人
工受精,母体产蛋率达到高峰时开始收集种蛋,然后孵
化进行子代实验遥将每一品系随机分为空白组和实验
组,共 4组,每组设 6个重复袁每个重复 8只鸡,实验组
(玉尧芋)添加 0.2%女贞子提取物,空白组(域尧郁)饲喂基
础日粮(不添加任何药物)遥 子代按母代对应分组,均饲
喂基础日粮,具体实施依据叶现代肉鸡生产手册曳进行遥
1.3 母代实验日粮与处理

参照 NRC渊2006冤肉种鸡营养需要配制基础饲粮袁
其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1遥实验组添加 0.2%女贞子提
取物遥

表 1 肉种鸡基础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风干基础)
饲粮组成
玉米
豆粕
鱼粉
油脂
蛋氨酸
赖氨酸
石粉
磷酸氢钙
食盐
氯化胆碱
复合多维 *

微量元素 *

含量渊%冤
60.89
26.30
0.50
2.00
0.08
0.00
7.30
2.10
0.40
0.10
0.03
0.30

营养水平
ME(MJ/kg)
CP(%)
Lys(%)
Met(%)
Ca(%)
P(%)

11.95
17.00
0.82
0.30
3.20
0.68

注院* 每千克饲粮中含 VA 12 000 IU尧VD 2 400 IU尧VE 30 IU尧VK
1.5 mg尧VB12 0.012 mg尧生物素 0.2 mg尧叶酸 1.2 mg尧尼克酸 35 mg尧
泛酸 12 mg尧吡哆醇 4.5 mg尧核黄素 9 mg尧硫胺素 2.0 mg尧铜 8 mg尧
碘 1.0 mg尧铁 80 mg尧锰 100 mg尧硒 0.30 mg尧锌 80 mg遥下表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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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子代实验日粮

参照 NRC肉仔鸡营养需要配制基础饲粮袁 其组
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2遥 各种试验饲粮最后用沸石粉补
足至 100%遥

表 2 肉仔鸡基础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风干基础)
饲粮组成(%)
玉米
豆粕
鱼粉
油脂
食盐
磷酸氢钙
石粉
蛋氨酸
氯化胆碱
复合多维
微量元素

1耀3周
56

34.5
2.5
1.5
0.3
1.7
1.4
0.2
0.1
0.03
0.3

7耀8周
64

27.5
1

2.5
0.3
1.2
1.2
0.08
0.1
0.03
0.3

4耀6周
12.7
19.5

1
0.42
0.93
0.68

4耀6周
61

29.5
2
2

0.3
1.5
1.2
0.15
0.1
0.03
0.3

营养水平
ME(MJ/kg)
CP(%)
Lys(%)
Met(%)
Ca(%)
P(%)

1~3周
12.4
21.6
1.14
0.51
1.08
0.75

7耀8周
12.9
18.2
0.91
0.33
0.82
0.58

1.5 检测指标

母代于人工受精后每组随机收集种蛋 150枚进
行孵化,统计产蛋率尧入孵蛋重尧孵化率尧受精率尧健雏
率遥子代 7日龄时,全群以每只 0.3 ml颈部皮下注射新
城疫油乳剂灭活苗,分别于注射后第 7尧14尧21尧28 d每
组每重复随机抽取 2只接近平均体重的鸡, 翅静脉采
血 2 ml,37 益水浴 30 min 后 3 500 r/min 离心 15 min
制备血清袁用于抗 NDV特异血清抗体效价的测定袁采
用半微量血凝抑制试验渊HI冤渊阴天榜袁1999冤袁抗体效
价用 log2X表示遥
1.6 数据处理

用 SAS6.12软件进行方差分析袁差异显著后进行
Duncan's法多重比较袁以 P约0.01(差异极显著)尧P约0.05
(差异显著)作为差异显著性判断标准袁结果用平均数依
标准差表示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女贞子提取物对母鸡产蛋率尧 入孵蛋重的影响
渊见表 3冤
表 3 女贞子提取物对母鸡产蛋率、入孵蛋重的影响

项目
产蛋率渊%冤
入孵蛋重渊g冤

玉
71.8依0.05a

70.08依1.36a

芋
76.3依0.08a

68.33依1.40a

郁
60.5依0.04b

62.92依2.48b

域
61.2依0.06b

59.08依2.08c

注院同行肩标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袁肩标字母不同
者表示差异显著(P<0.05)遥 下表同遥
从表 3可以看出袁实验组渊玉尧芋冤与对照组渊域尧

郁冤相比母鸡产蛋率尧入孵蛋重袁差异显著(P约0.05)遥 4
个组的产蛋率分别为 71.8%尧61.2%尧76.3%尧60.5%袁入
孵蛋重分别为 70.08尧59.08尧68.33尧62.92 g遥

2.2 女贞子提取物对种蛋孵化率尧受精率尧健雏率的
影响渊见表 4冤

表 4 女贞子提取物对母鸡种蛋的影响（豫）
项目
受精率
孵化率
健雏率

玉
76.7
79.2a
96.7

芋
75.4
66.1a
97.2

郁
79.5
56.3b
97.3

域
83.2
68.4b
96.6

从表 4可以看出袁各处理组之间在健雏率上没有
明显差异袁但在受精率上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略有降
低袁而孵化率上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遥
2.3 女贞子提取物对子代新城疫抗体效价的影响

渊见表 5冤
表 5 女贞子提取物对子代新城疫抗体效价的影响

项目
7 d
14 d
21 d
28 d

玉
9.00依1.26a

10.00依0.01a

3.83依1.17b
4.50依1.38

芋
7.67依1.51a

9.67依0.52a
6.50依1.97a
4.33依0.82

郁
6.50依2.07b

7.00依2.00b
3.83依1.17b
4.67依1.21

域
5.33依0.82b

7.17依3.13b
5.50依0.84ab
5.17依0.41

从表 5 可以看出,女贞子提取物能够提高子代 2尧
3周龄, 即注射后 7尧14 d的 NDV-郁系苗的免疫抗体
效价,实验组(玉尧芋)显著高于对照组(域尧郁)(P约0.05),
峰值均在 14 日龄出现曰到 4尧5周龄,即注射后 21尧28 d
各组抗体水平开始下降袁实验组下降的快一些遥
3 讨论

3.1 女贞子提取物对母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常用中草药添加剂大多兼有营养与药用两种属

性袁富含蛋白质尧氨基酸尧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养分遥
多数补益中草药具有免疫增强作用袁其主要活性物质
如多糖尧甙类尧生物碱尧有机酸尧挥发性成分等对动物
机体免疫系统的刺激作用呈现较为典型的非特异性

免疫和特异性免疫的促进作用袁部分补益药还显示双
向调节作用遥 莫昌兰在饲料中添加了益母草尧女贞子
为主药的中草药添加剂袁结果显示母鸡的产蛋率和蛋
品质有明显提高遥宋景之等(1988)报道袁应用淫羊藿使
母鸡产蛋率提高 20.7%袁蛋重提高 21.7%遥秦绪光等实
验证明,中草药复方添加剂能显著提高受精率袁适宜
的添加量还能提高健雏率遥 张永英等报道袁中草药饲
料添加剂还可以提高孵化率遥本实验母鸡的产前为保
证母代的产蛋率而进行必要的限饲袁在此阶段袁母鸡
的采食量可以被认为是一致的袁试验结果表明袁女贞
子提取物对肉鸡产蛋率和蛋重有提高作用袁与李文学
等渊1997冤尧申瑞玲等渊2000冤报道的中草药添加剂显著
提高蛋鸡生产性能的结果一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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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女贞子提取物对子代免疫功能的影响

许多中草药可提高机体的抗体水平及机体的免

疫力遥淫羊藿可提高羊红细胞免疫小鼠血清溶血素水
平尧提高脾脏抗体水平尧增加抗体生产细胞数量及对
抗环磷酰胺抑制抗体生成的作用遥补益类中草药具有
刺激免疫系统袁提高免疫系统组织细胞活性袁增强免
疫细胞生长及抗体合成的作用袁从而增强机体的免疫
机能遥 对于产蛋母鸡而言,体内抗体可以通过血液传
递到卵泡,而卵泡又将抗体传递到卵黄中,作为母源抗
体存在,从而为后代的早期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免疫机
能所需遥 从实验结果来看袁女贞子提取物提高了子代
HI抗体水平袁和张述斌等(2004)报道的黄芪多糖尧淫
羊藿多糖对血清特异性抗体效价明显增高相一致遥
3.3 母鸡营养调控对雏鸡的影响

有机体的早期生长受到基因遗传之外的其它因素

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母体效应(Maternal effect)遥
母体营养状况可通过代谢印痕渊Metabolic imprinting冤
影响后代体重袁但印痕的关键时期尚不清楚遥 对于哺
乳动物而言袁乳汁组成可能是代谢印痕的一个决定因
素袁其中主要与乳汁中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有关袁对于
家禽而言袁 种母鸡在营养和环境的调控下通过基因
的表达决定种蛋品质和营养组成袁 进而对种蛋孵化
后雏鸡的生长发育产生一定的影响遥 种鸡饲料中维
生素A不足则其后代雏鸡抗病力低尧 死亡率高遥 据
Sbains渊1994冤报道袁在种鸡日粮中添加 150耀450 IU/kg
的维生素 E袁其后代雏鸡对人工感染的布氏杆菌抗原
具有较高的抗体遥 Hill(1961)通过测定发现袁接受高维
生素 A含量饲料的母鸡其后代雏鸡在最初几周内都
有较快的生长速度遥 受母体效应的影响袁母代实验组
的入孵蛋重显著高于空白组遥 Pinchasov Y等研究认
为袁蛋重和雏鸡的出生重密切相关袁但后期的营养补
偿对生长的影响仍占主要因素遥这种现象可能是受出
生后的补偿性生长的影响所致袁国外学者认为院造成
补偿性生长的条件没有固定的模式袁 同一饲喂条件
下袁有时出现补偿性生长袁有时则不出现补偿性生长遥
实验证明袁女贞子提取物作为非营养物质通过母体调
控对雏鸡初期渊1耀3周冤生长发育起到了作用袁而从 4
周后得到了补偿遥
4 结论

淤母鸡日粮中添加女贞子提取物可提高产蛋率尧
孵化率尧蛋重曰于非营养物质通过母体营养调控影响
雏鸡早期免疫功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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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 1日龄 Avian肉仔鸡 360羽，随机分成 4组，试验组日粮分别添加 0.5%、1.0%、1.5%谷
氨酰胺（Glutamine，Gln），对照组饲喂基础日粮，于 42日龄进行屠宰取样，测定各项指标，结果表明：与
对照组相比，添加 0.5%谷氨酰胺组的日采食量和日增重均显著提高（P<0.05），试验各组的料重比都有
所下降，但差异不显著；1.0豫Gln组胸肌中 MDA含量显著降低(P<0.05)，各试验组胸肌中 SOD 活力有
升高的趋势；0.5%和 1.0%Gln组血清中 SOD和 GSH-Px活力显著提高 (P<0.05)。说明饲粮中添加 Gln
有提高肉仔鸡生长性能和抗氧化能力的趋势，综合分析 0.5% Gln添加组效果最佳。

关键词 谷氨酰胺；肉仔鸡；生长性能；抗氧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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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酰胺是动物血液及其它组织中含量最丰富

的游离氨基酸之一袁也是谷胱甘肽合成的前体曰同时袁
还是一些快速分裂细胞的能量来源和向其它重要的

氨基酸及某些生物大分子转化的原料来源遥虽然动物
能够内源合成 Gln袁但最近研究表明袁在饥饿尧化疗尧辐
射疗法导致的小肠粘膜受损或谷氨酰胺耗竭严重等

应激的情况下袁内源合成的谷氨酰胺不能满足动物机
体需要袁而需要在饲料中获取袁这时谷氨酰胺成为条
件性必需氨基酸遥有研究发现袁Gln在维持粘膜的完整
和功能方面有重要作用袁同时 Gln还参与还原剂谷胱
甘肽的合成袁在体内有对抗自由基的作用袁从而影响
动物的抗氧化能力遥本试验通过在肉仔鸡日粮中添加
不同含量的谷氨酰胺袁研究其对 Avian肉仔鸡生长性
能和抗氧化指标的影响袁为谷氨酰胺应用于肉仔鸡生
产提供基础数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谷氨酰胺由杭州某生物公司提供袁 纯度>99豫遥
基础日粮参照美国 NRC渊1994冤肉仔鸡营养需要配制
而成的粉状配合饲料袁 基础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见
表 1遥

表 1 基础日粮组成和营养水平

原料渊%冤
玉米
进口鱼粉
豆油
大豆粕
石粉
胆碱
预混料

0耀3周龄
56
4
3

32
0.8
0.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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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耀6周龄
14.12
18.56
1.19
0.95
0.21
0.20

3耀6周龄
60
3
4

29
0
0
4

0耀3周龄
12.47
19.54
1.21
0.82
0.95
0.48

注院基础日粮中每千克饲粮添加VA1 1 000 IU尧VD3 300 IU尧VE 16.5 mg尧
VK 3 mg尧VB1 2 mg尧VB2 7 mg尧VB12 0.02 mg尧叶酸 0.8 mg尧烟酸
50 mg尧泛酸 14 mg尧Mn 60 mg尧Zn 40 mg尧Fe 80 mg尧Cu 8 mg尧
I 0.35 mg尧Se 0.15 mg遥

1.2 试验设计

选用初生重相近尧发育正常的 1日龄公母混群的
Avian肉仔鸡 360羽袁随机分成 4 组袁每组 6 个重复袁
每个重复 15羽袁对照组饲喂基础日粮袁试验 1组饲喂
基础日粮垣0.5豫Gln袁 试验 2 组饲喂基础日粮垣1.0豫
Gln袁试验 3组饲喂基础日粮垣1.5% Gln袁试验期 42 d遥
采用 3层阶梯笼养, 全期自由采食, 自由饮水袁24 h光
照袁试验前鸡舍进行充分冲洗和严格消毒袁试验期内
每周消毒两次遥 饲养期间每天记录各重复组的采食
量袁按常规方法进行饲养管理及免疫遥
1.3 生长性能的测定

试验开始尧结束时对鸡进行称重袁记录每天的喂
料量袁并于 42日龄袁随机从各组的每个重复中各选取
体重相近的鸡 9羽袁共 36羽袁供水禁食 12 h后袁称重
屠宰取样遥 计算各组日采食量尧日增重和料重比遥
1.4 抗氧化指标的测定

黄嘌呤氧化酶法测定胸肌和血清中超氧化物歧

化酶渊SOD冤活力曰二硫代二硝基苯甲酸法测定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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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日增重渊g/羽)
平均日采食量(g/羽)
料重比

对照组
49.41依0.92b
110.18依0.98b

2.23依0.03

0.5豫Gln组
52.52依2.79a
111.34依0.85a

2.12依0.11

1.5豫Gln组
51.13依2.11ab
110.38依0.88ab

2.15依0.11

1.0豫Gln组
50.40依0.94ab
111.38依0.98a

2.21依0.06

表 2 谷氨酰胺对肉仔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注院同一行中肩标字母不相同者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含相同字母者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下表同遥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渊GSH-Px冤活力曰硫代巴比妥法
测定胸肌和血清中丙二醛渊MDA冤含量遥试剂盒购自南
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袁按试剂盒说明进行操作遥
1.5 数据处理与分析

数据处理与分析采用 SAS6.12 版单因子方差分
析袁结果以 X依SD表示遥
2 试验结果

2.1 谷氨酰胺对肉仔鸡生长性能的影响渊见表 2冤

由表 2可知袁与对照组相比袁各 Gln添加组肉仔
鸡日增重和日采食量均有所增加袁 其中 0.5%和 1.0%
Gln组日采食量显著增加渊P<0.05冤袁各试验组间无显
著差异袁0.5%Gln组日增重较对照组提高了 6.29%渊P<
0.05冤袁效果最佳;各 Gln 添加组料重比较对照组均有
所降低袁但无显著差异(P>0.05)遥 说明饲料中添加 Gln
有改善肉仔鸡采食量和日增重,降低料重比袁提高其
生长性能的趋势,其中,0.5%Gln添加量可获得最佳添
加效果遥
2.2 谷氨酰胺对胸肌氧化指标的影响渊见表 3冤

表 3 Gln对胸肌 MDA和 T-SOD的影响
项目
MDA(g/l)
T-SOD(U/ml)

对照组
3.11依0.07a

12.48依0.82
0.5豫Gln组
3.16依0.48a
15.82依0.83

1.5豫Gln组
3.02依0.25 ab
12.57依1.44

1.0豫Gln组
2.96依0.31b
15.00依1.97

由表 3可知袁 与对照组相比袁1.0豫Gln组胸肌中
MDA含量显著降低(P<0.05)袁1.5%Gln组胸肌中 MDA
含量有降低的趋势袁但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曰各试验
处理组胸肌中 SOD总活力均有所增加,但差异不显著
(P>0.05),其中 0.5%Gln组 SOD总活力增加了 26.76%袁
效果最佳遥
2.3 谷氨酰胺对血清中抗氧化指标的影响渊见表 4冤

表 4 Gln对血清中抗氧化指标的影响
项目
T-SOD(U/ml)
GSH-PX(U/ml)
MDA(nmol/ml)

对照组
108.47依4.87a

244.20依7.21a
3.96依0.57

0.5豫Gln组
132.70依11.37b
353.26依9.02b

3.85依0.61

1.5豫Gln组
119.16依6.33ab
233.99依6.26a

3.43依0.77

1.0豫Gln组
128.47依11.12b
335.68依8.20b

3.02依0.16

由表 4可见, 与对照组相比袁0.5豫尧1.0豫Gln组血
清中 T-SOD和 GSH-Px活力显著提高渊P<0.05冤,各处
理组 MDA含量均有降低趋势,但差异不显著(P>0.05)遥
3 讨论

3.1 谷氨酰胺对肉仔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Gln作为一种氨基酸可直接参与机体蛋白质的
沉积袁且 Gln是肠道利用最多的氨基酸袁作为主要的
能源物质用于维持依赖 ATP的许多代谢过程的顺利
进行遥由 Gln代谢产生的鸟氨酸是多胺合成的重要前
体袁多胺在肠道细胞的增殖分化尧受损肠上皮的修复
等过程中都有重要的作用袁以 Gln代谢产物为主要的
前体而合成的谷胱甘肽在保护肠道免受细菌毒素侵

害中也有积极的作用遥同时袁Gln代谢产生的精氨酸作
为合成 NO的前体发挥重要的作用袁NO 在调控肠道
的分泌及完整性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袁进而提高了
肠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遥 Wu等渊1996冤对断奶仔猪的
研究发现袁 在断奶后的第 2周饲料效率随日粮中 Gln
的添加而有提高作用袁 并以 1.0豫浓度最佳遥 Zou等
渊2006冤发现袁添加 Gln可提高断奶仔猪断奶两周后的
生长性能遥 刘涛等渊1999冤也报道袁添加 1.0豫浓度的
Gln可明显提高仔猪断奶后第 1周的平均日增重遥 戴
四发等渊2002冤将 Gln用在肉仔鸡上袁结果显示 0.4豫的
浓度可以提高肉仔鸡日采食量尧 日增重遥 黄冠庆等
渊2003冤也报道袁日粮中添加 0.8%的 Gln具有较好的促
进肉仔鸡生长的作用遥

本试验发现袁在肉仔鸡日粮中补充适宜的 Gln有
利于提高肉仔鸡日采食量尧 日增重袁 降低料重比袁且
0.5豫的 Gln添加量效果最佳袁这说明 Gln对肉仔鸡的
生长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遥
3.2 谷氨酰胺对肉仔鸡抗氧化指标的影响

需氧生物细胞内有一套抗氧化的防御系统袁其中
还原型谷胱甘肽 GSH和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在清除
自由基尧抗氧化损伤和维持细胞的结构方面都起着很
重要的作用袁 而 MDA的高低又间接反应了机体细胞
受自由基攻击的严重程度遥Gln可作为 GSH合成的前
体之一袁在其合成中起重要作用遥有试验发现院肝细胞
在不含 Gln的培养液中袁谷氨酸很快消耗袁细胞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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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H水平快速下降遥 Denno R报道袁在静脉营养液中
加入 Gln,可以明显提高血浆 GSH浓度遥 SOD能清除
过多的自由基袁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袁增强对疾病的抵
抗能力,且不同自由基清除剂之间存在着协同互补作
用,也具有某种动态平衡遥本试验结果表明,Gln的添加
显著提高了肉仔鸡血清中 T-SOD 和 GSH-Px 的活
力袁降低了 MDA含量,说明 Gln有提高肉仔鸡抗氧化
能力的作用,其中 0.5%Gln组效果最佳遥

肉品的脂质氧化与肉品质量有密切的关系遥脂类
氧化是使肉质变坏渊即使冷藏袁肉质也会变坏冤的主要
原因之一遥 脂类氧化与脂肪酸的种类和数量密切相
关袁主要发生在高不饱和的细胞磷脂部位袁是自由基
引发的自催化过程遥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添加 Gln后肉
仔鸡胸肌中 SOD活性有所上升袁MDA水平有降低的
趋势袁 表明 Gln的添加有改善鸡肉抗氧化能力的趋
势袁从而延长鸡肉的货架期遥
4 小结

本试验表明袁 日粮中添加 Gln有促进肉仔鸡生
长袁提高饲料转化率袁改善其生长性能的趋势曰同时袁
添加 Gln 还可提高肉仔鸡机体的抗氧化能力袁且
0.5%的Gln添加量效果最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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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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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 六 须鲶 的肌 肉 营养 成 分与 品 质评 价
闫先春 郭贵良 安长春 于林海 赵 宁

摘 要 对用含蛋白质 45%的配合饲料饲养的东北六须鲶的肌肉营养成分进行了分析，结果表
明：东北六须鲶肌肉鲜样中粗蛋白质、粗脂肪和水分的含量（均为质量分数）分别为 16.47%、2.36%和
79.94%；新鲜肌肉中 17种氨基酸的总量为 15.74 %,其中 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为 7.68%，必需氨基酸的
构成比例基本符合 FAO/WHO的标准，氨基酸评分（AAS）和 A/E值均显示，东北六须鲶蛋白质的第一
限制性氨基酸为蛋氨酸和苯丙氨酸，脂肪酸中含有高比例（23.6%）的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高于其
它名优养殖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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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六须鲶(Silurus soldatovi)又称东北大口鲶尧怀
头鲶袁隶属鲶形目尧鲶科尧鲶属袁主要分布于我国黑龙
江和辽河水系袁是近几年新兴起来的一个淡水池塘优
良养殖品种袁它适应环境能力强袁生长速度极快遥 目
前袁东北六须鲶已经开展了用人工配合饲料养殖的试
验探索袁但有关人工养殖东北六须鲶的肌肉营养成分
及品质评价尚未见报道遥 为此袁我们对人工养殖的东
北六须鲶肌肉的营养成分进行了测定袁并与投喂野杂
鱼的东北六须鲶尧南方大口鲶和土鲶鱼[1-2]进行对比袁
旨在充实鱼类营养学数据袁为进一步研制东北六须鲶
的人工配合饲料提供参考遥
1 材料和方法

1.1 含肉率的测定

试验所用东北六须鲶是来自同一养殖水体的

1 龄鱼渊饲喂含蛋白质 45%的配合饲料冤遥 取 10尾袁将
活鱼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后袁用纱布把体表水分擦干并
用电子秤称重袁除去内脏尧鳃尧骨骼及其它非肉质部
分袁用称量法测定并计算鱼肉与体重的百分比袁称重
后袁将鱼脊椎两侧的白肌切成小块袁捣碎袁混合均匀袁
65 益烘干恒重袁用于营养成分的测定遥
1.2 鱼肉营养成分的测定

1.2.1 水分含量测定

采用 105 益恒温烘干失水法(GB/T6435要1994)遥将
干净称量瓶放入 105 益的烘箱烘至恒重 0(依0.000 1 g);
用称量瓶称取适量的样品 1渊依0.000 1 g冤放入 105 益

的烘箱烘至恒重 2渊依0.000 1 g冤遥
水分含量渊豫冤=( 1- 2)/( 1- 0)伊100遥

1.2.2 蛋白质含量测定

采用微量凯氏定氮法(GB/T6432要1994)遥 用电子
天平(精确度为 0.000 1 g)称取适量的鱼肌肉的烘干样,
连同催化剂一起放入消化管中,然后各加入 5 ml浓硫
酸在消化炉中进行消化,直到全部样品变为透明的蓝
色澄清液袁同时做空白对照;通过蒸馏尧滴定而计算遥

蛋白质渊%冤=渊 - 冤伊 伊14.007伊100/样品毫克数伊
6.25遥
式中院 要要要样品滴定耗用盐酸量渊ml冤曰

要要要空白实验耗用盐酸量渊ml冤曰
要要要盐酸摩尔数或当量数,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遥

1.2.3 脂肪测定

采用索氏抽提法渊GB/T6433要1994冤遥将样品放在
特制的仪器中袁用脂溶性溶剂渊乙醚等冤反复抽提袁可
把粗脂肪抽提出来遥

脂肪含量渊豫冤=渊 1- 0冤/ 0伊100遥
式中院 0要要要样品重曰

1要要要抽提后瓶与脂肪总重曰
0要要要抽提瓶重遥

1.2.4 肌肉氨基酸含量的测定

氨基酸用盐酸水解法渊GB/T14965要94冤袁经日立
L-8800高速氨基酸分析仪测定氨基酸含量袁 色氨酸
在水解过程中被破坏没有测出遥

取粉碎后的烘干样 50 mg左右移入预先准备好
的水解管中袁加约 4耀5 ml的 6 N 盐酸袁真空封管袁在
110 益烘箱内水解 24 h袁打开水解管袁将样品全部移到
蒸发容器内在水浴锅上蒸掉浓盐酸袁 将样品过滤袁定
容袁上氨基酸分析仪测定遥 共测得谷氨酸尧甘氨酸尧丙
氨酸尧胱氨酸尧缬氨酸尧蛋氨酸尧异亮氨酸尧亮氨酸尧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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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酸尧苯丙氨酸尧赖氨酸尧组氨酸尧精氨酸尧脯氨酸等 17
种氨基酸遥
1.2.5 脂肪酸测定

用分析天平精确称取 50耀80 mg干燥样品放入干
净试管中袁加 10 ml 氯仿原甲醇渊11冤溶液袁搅拌
30 min后过滤袁滤液滤到圆底烧瓶中袁于旋转蒸发仪
上蒸干袁在圆底烧瓶中加苯原石油醚渊11冤1.5 ml 和
0.5 N NaOH原甲醇溶液 1.5 ml(用前摇匀)袁20 min后将溶
液吸到 10 ml洁净离心管中袁 用蒸馏水稀释至 10 ml
渊先加一部分水袁振荡均匀后继续稀释冤袁静置 30 min
后取上清液于微量离心管中袁用 HP6890气相色谱仪
分析脂肪酸组成遥
1.3 必需氨基酸效价评定

营养价值的评定根据 FAO/WHO(1990年)建议的
氨基酸评分和 A/E值[Akiyama(1997)]进行比较袁氨基

酸评分渊amino acid score,AAS冤按以下公式求得院
AAS=试验氨基酸含量渊g/100 g DM冤/[FAO/WHO

评分标准模式氨基酸含量渊g/100 g DM冤]曰
A/E=每个必需氨基酸的含量渊g/100 g DM冤/渊必需

氨基酸总量+胱氨酸+酪氨酸冤渊g/100 g DM冤遥
2 结果

2.1 东北六须鲶的含肉率和基本营养成分

本试验饲喂配合饲料的东北六须鲶的含肉率

渊70.36%冤 与饲喂野杂鱼的东北六须鲶的含肉率差不
多袁但低于南方大口鲶和土鲶的含肉率遥 饲喂配合饲
料的东北六须鲶肌肉蛋白和脂肪含量与饲喂野杂鱼

的差不多袁但都高于南方大口鲶和土鲶的含量遥
2.2 肌肉氨基酸含量及评价

本试验对东北六须鲶的肌肉中所含的 17种氨基
酸含量进行了分析袁分析结果见表 1尧表 2尧表 3尧表 4遥

表 1 东北六须鲶与南方大口鲶、土鲶的营养成分（湿重）

项目
体重(g)
体长(cm)
含肉率(%)
蛋白质(%)
脂肪(%)
水分(%)
4种鲜味氨基酸总量(%)
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总含量(%)
氨基酸总含量(%)
赖氨酸(%)
蛋氨酸(%)

东北六须鲶渊喂配合饲料冤
698依87.84
44.4依2.07
70.36依1.57
16.47依0.48
2.36依0.25
79.94依1.83
6.11依0.23
7.68依0.56
15.74依1.16
1.53依0.23
0.47依0.07

东北六须鲶渊喂小杂鱼冤[1]

255.71依27.22
31.83依0.67
69.09依0.90

16.68
3.77
78.76
5.80
6.06
15.34
1.36
0.44

南方大口鲶[2]

371~400
31~35

79.84依0.76
15.34
1.52
82.5
3.52
3.91
9.95
0.78
0.67

土鲶[2]
142~205

26~32
79.71依0.65

15.44
1.67
82.4
3.47
4.34
10.41
0.84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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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肌肉氨基酸组成及其含量(g/100 g DM)
项目
苏氨酸渊Thr冤
缬氨酸渊Val冤
蛋氨酸渊Met冤
异亮氨酸渊Ile冤
亮氨酸渊Leu冤
苯丙氨酸渊Phe冤
赖氨酸渊Lys冤
组氨酸渊His冤
精氨酸渊Arg冤
天门冬氨酸渊Asp冤
谷氨酸渊Glu冤
甘氨酸渊Gly冤
丙氨酸渊Ala冤
胱氨酸渊Cys冤
丝氨酸渊Ser冤
酪氨酸渊Tyr冤
脯氨酸渊Pro冤
鲜味氨基酸
必需氨基酸渊EAA冤
总氨基酸渊TAA冤

东北六须鲶渊喂配合饲料冤
3.91依0.07
3.72依0.30
2.30依0.07
3.47依0.16
3.38依0.24
4.37依0.31
7.58依0.23
1.95依0.05
4.75依0.67
8.32依1.02
13.51依0.45
3.68依0.15
4.69依0.61
0.58依0.08
3.61依0.52
2.59依0.03
2.88依0.06
30.20依2.23
38.00依1.56
77.86依3.16

表 3 鱼类肌肉的 A/E值
项目
总必需氨基酸和总含硫氨基酸
苏氨酸
缬氨酸
蛋氨酸+胱氨酸
异亮氨酸
亮氨酸
苯丙氨酸+酪氨酸
赖氨酸
组氨酸
精氨酸

东北六须鲶渊喂配合饲料冤
41.17依0.39
94.88依0.80
90.39依6.48
69.97依2.92
84.15依3.06
168.53依1.66
145.04依3.72
184.17依3.96
47.30依1.67

115.57依17.46
表 4 鱼类必需氨基酸评分

东北六须鲶
11.49依0.21
10.64依0.87
9.19依0.26
12.38依0.57
10.51依0.05
5.37依0.38
13.07依0.40
10.25依0.27

氨基酸
苏氨酸
缬氨酸
蛋氨酸
异亮氨酸
亮氨酸
苯丙氨酸
赖氨酸
组氨酸

东北六须鲶
43.41依0.78
28.64依2.33
13.52依0.39
26.65依1.22
36.51依0.16
17.80依1.24
47.40依1.45
12.17依0.31

成人需要量[3]
9
13
17
13
19
19
16
16

儿童需要量[3]
34
35
25
28
66
63
5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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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中可以看出袁4种鲜味氨基酸 渊天门冬氨
酸尧谷氨酸尧甘氨酸和丙氨酸冤总量尧8种人体必需氨
基酸总含量尧氨基酸总含量尧赖氨酸的含量都高于南
方大口鲶和土鲶的肌肉中的含量袁而蛋氨酸的含量却
低于南方大口鲶和土鲶的肌肉中的含量遥东北六须鲶
肌肉氨基酸总含量(15.34%)尧4种鲜味氨基酸总含量
(5.80%)和 8 种人体必需氨基酸总含量渊6.06%冤都明
显高于南方大口鲶渊9.95%尧3.52%尧3.91%冤和土鲶渊10.
41%尧3.47%尧4.34%冤遥

从氨基酸的组成来看袁必需氨基酸 9种院亮氨酸尧
异亮氨酸尧苏氨酸尧缬氨酸尧蛋氨酸尧苯丙氨酸尧赖氨
酸尧组氨酸尧精氨酸曰非必需氨基酸 8种院甘氨酸尧丙氨
酸尧谷氨酸尧天门冬氨酸尧丝氨酸尧半胱氨酸尧酪氨酸遥
其中谷氨酸含量最高袁占干物质的 13.51%袁其次是天
门冬氨酸渊8.32%冤尧赖氨酸渊7.58冤尧精氨酸(4.75%)尧丙
氨酸渊4.69%冤袁胱氨酸渊0.58%冤含量最低遥

鱼类肌肉的 9种必需氨基酸的 A/E值的顺序是
赖氨酸渊Lys冤>亮氨酸渊Leu冤>苯丙氨酸+酪氨酸渊Phe+
Tyr冤>精氨酸渊Arg冤>苏氨酸渊Thr冤>缬氨酸渊Val冤>异亮
氨酸渊Ile冤>蛋氨酸+胱氨酸渊Met+Cys冤>组氨酸渊His冤
渊见表 3冤遥

儿童的 AAS对于这 8种氨基酸的需要量要大于
成人需要的很多(除了组氨酸稍小一些外),对于成人来
说,东北六须鲶肌肉中除蛋氨酸(Met)尧苯丙氨酸(Phe)尧
组氨酸(His)稍低外袁其它必需氨基酸都能满足成人的
需求袁但对婴儿来说都不能满足其需求(见表 4)遥
2.3 肌肉中脂肪的组成和含量渊见表 5冤

肌肉中主要含有 19种脂肪酸,饱和脂肪酸渊SFA冤
4种:豆蔻酸即十四酸(C140),棕榈酸即十六酸(C16
0),硬脂酸即十八酸渊C180冤等遥不饱和脂肪酸渊UFA冤
有 15 种袁 其中一烯酸三种院 棕榈油酸即十六烯酸
(C161棕7 )和油酸即十八烯酸(C181棕9)等遥 高度不
饱和脂肪酸渊HUFA冤有 12种院亚油酸即十八碳二烯酸
(C182棕6)袁亚麻酸即十八碳三烯酸(C183棕3)袁花生
四烯酸即二十碳四烯酸(C204棕6)袁花生五烯酸即二
十碳五烯酸(C205棕3), 二十二碳五烯酸(C225棕3),
二十二碳六烯酸(C206棕3)等袁19种脂肪酸以油酸含
量最高袁C224(n-6)含量最低遥不饱和脂肪酸(UFA)的
含量高于饱和脂肪酸(SFA),不饱和脂肪酸中高度不饱
和脂肪酸(HUFA)的平均含量高达 42.4%袁其中二十碳
五烯酸渊EPA冤与二十二碳六烯酸渊DHA冤的含量较高袁
分别为 2.2%和 3.6%遥 在肌肉中多不饱和脂肪酸占脂
肪酸总量的比例最大袁其次是多不饱和脂肪酸袁饱和
脂肪酸的含量最小遥

表 5 肌肉脂肪酸组成和含量渊豫 DM冤
项目
豆蔻酸 C140
棕榈酸 C160
硬脂酸 C180
花生酸 C200
饱和脂肪酸
棕榈油酸 C161(n-7冤
油酸 C181(n-9)
C201(n-9)
单不饱和脂肪酸
C142(n-4)
C162(n-6)
C163(n-3)
亚油酸 C182(n-6)
亚麻酸 C183(n-3)
C202(n-6)
C203(n-6)
花生四烯酸 C204(n-6)
二十碳五烯酸 C205(n-3)
C224(n-6)
C225(n-3)
二十二碳六烯酸 C226(n-3)
多不饱和脂肪酸
n-3系列多不饱和脂肪酸
n-6系列多不饱和脂肪酸
EPA+DHA
n-3/n-6 PUFA

肌肉脂肪酸的含量
5.17依0.12
8.60依0.1
9.0依0.2

0.78依0.08
23.55依0.30
10.13依0.31
18.13依0.31
1.93依0.15
30.2依0.36
0.31依0.03
1.25依0.03
1.44依0.03
14.5依0.62
8.7依0.21
0.95依0.06
1.17依0.04
7.77依0.15
2.2依0.11
0.25依0.05
0.27依0.06
3.6依0.21

42.40依1.72
16.20依1.38
25.89依1.42
5.8依0.26
0.62依0.11

不饱和脂肪酸中油酸的含量最大袁高于棕榈酸的
含量袁在多不饱和脂肪酸中袁亚油酸的含量最大袁其次
是亚麻酸或花生四烯酸袁EPA和 DHA含量较低遥
3 讨论

3.1 含肉率和概略营养

含肉率是评价鱼类品质尧经济性状和生产性能的
重要指标之一遥 它因种类尧品种尧生活环境尧饵料不同
而异遥 东北六须鲶的含肉率不是很高袁因其头长占体
长的比例较大遥一般来讲,鱼肉水分含量高袁则蛋白质尧
脂肪含量将会减少,鱼肉品质就差,反之鱼肉水分含量
低,则蛋白质尧脂肪含量就高,鱼就肥嫩好吃,鱼肉品质
就好[4]遥东北六须鲶粗蛋白含量相对高于猪肉(9.5%)尧羊
肉(11.1%)尧鸡蛋渊14.7%冤尧鸭渊16.5%冤的含量[5]遥 鱼类肌
肉中的脂肪含量在一定范围内提高有助于改善鱼肉

的口感 [6]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脂质含量较高的鱼类肉
质较鲜美遥
3.2 肌肉氨基酸的评价

食品蛋白质的生理功能是由组成该蛋白质的氨

基酸的种类尧数目和排列顺序决定的袁食品中蛋白质
的氨基酸组成情况决定蛋白质的质量袁食物中的蛋白
质与人体蛋白质越接近越能被人体吸收利用袁生理价
值越大袁食物蛋白质除要求一定的量外袁还要求蛋白
质分解后袁氨基酸种类匹配合理袁特别是不能缺乏人
体必需的氨基酸遥限制性氨基酸是指食物蛋白质中一

水 产 养 殖闫先春等：东北六须鲶的肌肉营养成分与品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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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或几种必需氨基酸含量较低袁 导致其它 EAA在肌
肉中不能被充分利用袁造成蛋白质营养价值降低遥

必需氨基酸是指在体内不能合成,或合成的速度
不能满足机体的需要, 必需从食物中摄取的氨基酸遥
必需氨基酸是评价鱼类营养水平最主要的指标遥对成
人来说,这类氨基酸有 8种,包括异亮氨酸尧亮氨酸尧赖
氨酸尧蛋氨酸尧苏氨酸尧色氨酸尧缬氨酸和苯丙氨酸遥对
婴儿来说,组氨酸也是必需氨基酸遥 这些人体必需的
氨基酸组成和含量是评价鱼类蛋白质质量与营养生

理价值的重要指标[6]遥 根据 FAO/WHO的理想模式,质
量较好的蛋白质其必需氨基酸总量与氨基酸总量之

比为 40%左右, 肌肉氨基酸组成基本符合 FAO/WHO
的评价标准遥

氨基酸评分渊amino acid score袁AAS冤也称蛋白质
化学评分袁是指食物蛋白质中的必需氨基酸和理想模
式或参考蛋白中相应的必需氨基酸的比值袁 理想氨
基酸模式采用 FAO提出的模式遥 儿童的 AAS对于这
8 种氨基酸的需要量要远大于成人需要量渊除了组氨
酸稍小一些外冤袁 这表明儿童在成长阶段需要大量的
氨基酸用于生长袁成人则用于维持代谢遥 东北六须鲶
肌肉赖氨酸对成人和儿童含量都是极其丰富的袁苯丙
氨酸和蛋氨酸是限制性的氨基酸遥

对于以谷物食品为主的中国膳食者来说, 一般最
缺乏的都是赖氨酸尧蛋氨酸和色氨酸[7]遥 而东北六须鲶
肌肉中赖氨酸的含量高于鸡蛋,是高质量的蛋白质遥食
用东北六须鲶可以弥补谷物食品中赖氨酸的不足,提
高人体对蛋白质的利用率[8],鱼类肌肉的 A/E值表示必
需氨基酸的组成模式遥 赖氨酸(Lys)尧亮氨酸(Leu)尧苯丙
氨酸+酪氨酸渊Phe+Tyr冤的比例较高袁与鱼体组成的必
需氨基酸模式相接近的饲料即为该动物的合适饲料袁
所以在东北六须鲶的人工配合饲料研制过程中应特

别注意这 3种氨基酸的含量袁尤其是植物蛋白替代鱼
粉为主要蛋白源时袁赖氨酸的缺乏尤为突出遥
3.3 鱼肉的风味

评定肉质重要指标之一是肉鲜味袁在与鲜味有关
的化合物中袁对鲜味贡献最大的有两类物质袁鲜味氨
基酸是其中一类渊天门冬氨酸尧谷氨酸尧甘氨酸尧丙氨
酸尧丝氨酸尧脯氨酸冤袁而谷氨酸和天门冬氨酸是特征
性鲜味氨基酸袁尤以谷氨酸更为显著[9-10]遥

肉类风味物质可分为两大类, 即肉类基础香味和
种间特异性香味, 是由一定的前体化合物在加热过程
中,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而产生的,其中肌肉脂
肪酸, 尤其是多不饱和脂肪酸是肉食香味的重要前体
物质和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遥 鲶鱼的多不饱和脂

肪酸含量较大(36.8%),高于猪肉尧牛肉尧鸡蛋尧鲤鱼尧草
鱼尧带鱼和对虾等 [11],明显增加了鱼肉的香味和多汁
性遥 鱼类肌肉含有的 n-6系列和 n-3系列高度不饱和
脂肪酸,尤其含有对人体健康起到重要作用的 EPA和
DHA遥 EPA 和 DHA 具有抑制血小板凝聚尧降低血液中
中性脂肪尧 降低极低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及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尧降低血液粘度尧防止动
脉粥样硬化, 防止老年痴呆及促进婴儿智力发育的功
能, 生理活性物质 EPA 和 DHA的生理保健功效已受
到重视遥鲶鱼肌肉中的 EPA和 DHA的总量高于带鱼尧
草鱼尧鲤鱼等水产品以及猪肉尧牛肉和鸡蛋等产品[11]遥
4 总结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袁 该品种肉质白嫩细腻袁味
道鲜美袁无肌间刺袁含肉率相对较高袁其肉味的鲜美程
度和对人体的营养价值均高于南方大口鲶和土鲶袁特
别是高度不饱和脂肪酸(EPA尧DHA)的含量相对较高,
具有较好的保健功效袁商品价值很高袁是人类良好的
蛋白质来源遥

从饲料营养效果的角度分析,赖氨酸(Lys)尧亮氨酸
(Leu)尧苯丙氨酸+酪氨酸(Phe+Tyr)等三类氨基酸和两
种 HUFA(EPA+DHA)在饲料中的含量尤为重要,特别
是人工配合饲料中要考虑它们的添加, 保证养殖鱼肉
中含量充足,为消费者提供营养全价的优良的水产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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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霉素、肉碱对草鱼生长性能、肌肉成分和
血清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田 娟 冷向军 李小勤 刘昌盛 崔惟东

摘 要 将平均体重（134.3依12.1）g的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a)分成 3 组，饲喂在基础饲料
（对照组）中分别添加 8 mg/kg黄霉素和 200 mg/kg DL-肉碱的饲粮，养殖 8周后，各组鱼体增重率分别
为 156.29%、165.46%、167%，黄霉素、肉碱组较对照组提高了 5.87%、6.85%（P<0.05）；与对照组相比，饲
料中添加黄霉素降低草鱼肌肉蛋白含量 3.92%（P<0.05），提高血清丁酰胆碱酯酶活性 43.49%（P<
0.05），对草鱼血清非特异性免疫指标无显著影响（P>0.05）；与对照组相比，添加肉碱组血清胆固醇含
量降低 11.54%（P<0.05）。

关键词 草鱼；黄霉素；肉碱；生长性能；肌肉成分

中图分类号 S8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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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区军工路 334号。
冷向军(通讯作者)、李小勤、刘昌盛、崔惟东，单位及通讯

地址同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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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产饲料中袁近年来黄霉素的使用呈不断增加
趋势袁已有研究表明袁添加适宜的黄霉素可显著提高
鲤鱼 [1]尧草鱼 [2]尧异育银鲫[3]尧 鳜鱼[4]尧鳗鱼[5]等的生长性
能袁但黄霉素在促进鱼体生长的同时袁对血清非特异
性免疫是否会产生影响袁目前尚不清楚遥 肉碱是一种
具有多种生理功能的添加剂袁主要参与机体的能量代
谢袁是脂肪酸进入线粒体进行 茁-氧化的载体袁是转化
脂肪生成能量的关键遥目前肉碱已在一些鱼类饲料中
得到了应用袁对真鲷[6]尧鲤鱼[7]的研究发现袁饲料中添加
150耀200 mg/kg肉碱可以促进鱼类生长袁 提高饲料转
化率袁降低肝胰脏和肌肉中的脂肪含量袁但在草鱼中
的研究很少遥因此本试验选择我国重要的养殖经济鱼
类要要要草鱼作为研究对象袁在饲料中添加适量的黄霉
素尧肉碱袁考察其对草鱼生长性能尧肌肉成分和血清生
化指标的影响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与试验饲料

在基础饲料渊对照组冤中分别添加 8 mg/kg的黄霉
素和 200 mg/kg DL-肉碱渊均指纯含量袁所用黄霉素购
于江苏某饲料科技有限公司袁有效含量 8%曰肉碱购于
北京某生物化学技术有限公司袁有效含量 20%冤袁共 3
个处理组袁每处理组 3重复遥 基础饲料组成及营养水

平见表 1遥各原料过 40目筛袁逐级混匀,加工成为粒径
2 mm尧长度 3 mm的沉性颗粒料,晾干后于 4 益冰箱中
保存备用遥

表 1 基础饲料组成成分与营养水平（豫）
原料
豆粕
棉籽粕
菜籽粕
小麦麸
鱼粉
次粉
鱼油
豆油
胆碱
维生素预混料
矿物元素预混料
磷酸二氢钙
总计

含量
23
8
25

12.25
3

23.5
1
1

0.5
0.25
0.5
2

100

营养水平
水分
粗蛋白
灰分
粗脂肪
蛋氨酸
赖氨酸

8.46
31.36
8.58
4.96
0.42
1.40

1.2 试验用鱼

试验用草鱼平均体重为渊134.3依12.1冤 g袁由上海
海洋大学特种养殖场提供袁 取 270尾体质健壮个体袁
随机分配于 9口长方形水泥池中渊3.0 m伊1.5 m伊1.2 m,
水深 0.6 m冤袁每池 30尾遥
1.3 饲养管理

试验开始前对草鱼进行为期 2周的驯养袁以适应
试验饲料和环境袁正式试验时袁按照鱼体重的 3豫左右
确定投饲量渊根据摄食情况调整袁以投饲后当场吃完
为宜冤袁每天分 3 次投喂渊8院00尧12院30尧16院30冤曰每 3 d
通过虹吸清理水池污物,试验池昼夜充气,饲养试验期
间水质参数为:水温 26.5耀31.7 益尧溶氧 6.5耀8.3 mg/l尧
pH值 6.9耀7.6袁饲养时间为 56 d遥 饲养试验在上海海
洋大学特种养殖场进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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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测定指标及方法

1.4.1 生长性能指标

增重率渊%冤越渊末重-初重冤/初重伊100曰
饲料系数越投饲量/增重量曰
成活率渊豫冤越成活尾数/总尾数伊100遥

1.4.2 形体指标

肥满度=体重/体长曰
内脏比渊豫冤越内脏重/体重伊100曰
肝胰脏重比渊豫冤越肝胰脏重/体重伊100曰
体长体高比=体长/体高遥

1.4.3 肌肉成分分析

水分的测定采用 105 益恒重法(GB/T 5009)曰粗灰
分的测定采用灰化法渊GB/T5009.4冤曰粗蛋白的测定采
用凯氏定氮法渊GB/T5009.5冤曰粗脂肪采用氯仿-甲醇

抽提法[8]遥
1.4.4 生理指标

超氧化物歧化酶渊SOD冤活性测定采用黄嘌呤氧
化酶法曰溶菌酶渊LSZ冤活性测定采用比浊法曰碱性磷酸
酶(AKP)活性测定采用对硝基苯磷酸盐法曰丁酰胆碱
酯酶(BCHE)采用比色法曰血清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测
定分别采用 GPO-PAP法和 CHOD-PAP法遥以上指标
测定采用南京建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测试盒遥
1.5 数据统计

试验结果用平均数依标准差表示袁 经方差分析之
后袁采用 Duncan's法多重比较法分析试验结果平均数
的差异袁显著性差异显著水平为 P<0.05遥
2 结果

2.1 草鱼生长性能渊见表 2冤
表 2 添加黄霉素和肉碱对草鱼生长的影响

项目
对照组
黄霉素组
肉碱组

平均初尾重(g)
134.33依10.2
134.34依10.4
134.88依10.7

平均末尾重(g)
344.23依11.9a
356.62依7.94b

361.28依10.4b

增重率(%)
156.27依5.89a
165.46依5.75b

167.00依4.04b

饲料系数
1.52依0.04a
1.49依0.09ab

1.44依0.01b

成活率(%)
100
100
100

注院同列上标小写字母不同代表显著差异(P<0.05)袁下表同遥

经 8周的养殖试验袁饲料中添加黄霉素和肉碱对
草鱼生长性能的影响见表 2遥 黄霉素组的增重率为
165.46%袁较对照组提高了 5.87%渊P < 0.05冤曰与对照
组相比袁 饲料中添加肉碱提高鱼体增重率 6.87%渊P <
0.05冤袁降低饲料系数 5.26%渊P < 0.05冤遥各组成活率均
为 100%遥
2.2 草鱼形体指标和内脏指数渊见表 3冤
表 3 黄霉素和肉碱对草鱼形体指标和内脏指数的影响

项目
对照组
黄霉素
肉碱组

体长/体高
4.24依0.20
4.23依0.17
4.38依0.19

内脏比(%)
9.98依1.79
9.73依0.32
10.01依1.03

肝胰脏比(%)
3.46依0.60a
3.00依0.40b
2.77依0.25c

肥满度
13.46依0.45
13.70依0.44
14.00依0.54

由表 3 所示袁各组体长/体高尧肥满度尧内脏比无
显著差异渊P>0.05冤遥 与对照组相比袁饲料中添加黄霉
素尧肉碱降低肝胰脏比 13.29%尧19.94%渊P<0.05冤遥
2.3 草鱼肌肉成分渊见表 4冤

表 4 黄霉素和肉碱对草鱼肌肉成分的影响（%）
项目
对照组
黄霉素
肉碱组

水分
77.67依0.68
77.73依0.35
77.17依0.83

粗蛋白
21.71依0.87b
20.86依1.13a
22.43依0.98b

粗脂肪
1.23依0.07
1.17依0.22
1.14依0.06

灰分
6.23依0.45
6.13依0.11
6.18依0.08

由表 4可知袁各组草鱼肌肉水分尧灰分无显著差
异渊P>0.05冤遥与对照组相比袁饲料中添加 8 mg/kg黄霉

素对草鱼脂肪含量无显著影响(P>0.05),但降低肌肉蛋
白含量 3.92%渊P<0.05冤遥 饲料中添加 200 mg/kg肉碱
对草鱼肌肉蛋白尧脂肪含量无显著影响渊P>0.05冤遥
2.4 黄霉素对草鱼非特异性免疫的影响渊见表 5冤

表 5 黄霉素对草鱼血清非特异性免疫的影响

项目
对照组
黄霉素

LSZ(滋g/ml)
21.84依1.74
24.06依2.50

AKP(U/ml)
6.91依0.75
6.17依0.39

GPT(U/ml)
56.06依2.27
52.62依7.70

SOD(U/ml)
123.75依2.16
124.89依1.34

BCHE(U/滋l)
52.20依0.72a
74.9依1.29b

由表 5可知,黄霉素组草鱼血清 BCHE活性较对
照组提高 43.49%(P<0.05)遥 饲料中添加黄霉素对草鱼
血清 LSZ尧SOD尧GPT尧AKP活性则无显著影响(P>0.05)遥
2.5 肉碱对血清甘油三酯尧胆固醇含量影响(见表 6)
表 6 肉碱对草鱼血清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影响(mg/dl)
项目
对照组
肉碱组

血清甘油三酯
390.03依41.09a

432.26依30.20b

血清胆固醇
241.93依14.71a
214.01依7.52b

饲料中添加 200 mg/kg的肉碱较对照组提高血清
甘油三酯 10.83%袁降低胆固醇含量 11.54%渊P<0.05冤遥
3 讨论

3.1 黄霉素对草鱼生长和非特异性免疫的影响

王雪虹等[9]报道袁在饲料中添加 15 mg/kg黄霉素
饲喂生长缓慢的欧洲鳗袁鱼体增重率较对照组提高了
53.2%遥 任泽林等[1]在饲料中添加 2耀6 mg/kg黄霉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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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促进鲤鱼的生长遥 冷向军等[3]在异育银鲫上也得
到相类似的结果袁 本试验在草鱼饲料中添加 8 mg/kg
的黄霉素袁鱼体增重率较对照组提高了 5.87%袁与上
述研究结果相一致遥黄霉素促生长作用其机理可能是
黄霉素影响肠道细菌组成袁使肠道菌群的代谢活动有
益于动物袁间接改善了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利用袁从而
改善了生长性能遥

本研究表明袁 在饲料中添加 8 mg/kg黄霉素提高
了草鱼血清 BCHE 活性 43.49%袁 对血清 SOD尧LSZ尧
AKP尧GPT的活性则无显著影响遥 这表明饲料中添加
8 mg/kg黄霉素对草鱼的免疫机能无不良影响袁 且在
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草鱼的肝功能遥
3.2 肉碱对草鱼生长性能的影响

关于肉碱对养殖鱼类生长的影响袁 已有一些报
道遥 在鲈鱼[10]饲料中添加 369.7 mg/kg L-肉碱可提高
鱼体增重率 18.79%曰在鲤鱼 [7]饲料中添加 150 mg/kg
L-肉碱袁提高鱼体增重率 42.81%袁降低肌肉脂肪含量
49.29%遥 在鲫鱼[11]饲料中添加 50 mg/kg L-肉碱袁鱼体
增重率和饲料效率提高了 86.4%尧69.6%遥 本试验中袁
饲料中添加 200 mg/kg肉碱袁草鱼增重率较对照组提
高 5.70%袁饲料系数下降 5.26%袁与上述报道一致遥 肉
碱作为脂肪在进行 茁-氧化时的唯一载体,将脂肪酸转
运到细胞线粒体内进行分解代谢,促进脂肪酸氧化,从
而使更多的脂肪作为能量被消耗,促进鱼类生长,提高
饲料转化率遥
4 结论

本研究表明袁 饲料中添加 8 mg/kg黄霉素可提高
草鱼生长性能袁 不影响草鱼的血清非特异性免疫指

标袁有改善肝功能的效果曰添加 200mg/kg肉碱可提高
草鱼生长性能袁降低饲料系数尧降低血清胆固醇含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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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畜牧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袁规模化猪场的数量逐年增加遥 许多猪场臭气熏天尧蚊蝇成群袁地下水的硝酸盐严重
超标袁既存在着污染环境袁同时袁也存在着自身污染问题遥 进行污染物的减量化尧无害化尧资源化处理与合理利用袁必须进入到
法制化管理的重要阶段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叶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曳(GB18596-2001)袁畜禽养殖业污染物达标排放处理的技术方案院
1. 污染物的减量问题院鉴于我国劳动力多袁水资源缺乏的现实袁提倡兴建的工厂化养猪场袁改用人工清粪为主袁水冲为辅

的清粪方式袁是从污染源头抓起袁减少污染程度的有力措施遥 用水减少之后袁配置高压冲洗清洁系统袁既能节约水源袁又有很
好的清洁效果遥 而且袁排出的鲜粪远比粪渣的肥效高数倍袁有利于有机肥的制作袁值得推广遥

2. 猪场配置两条排水系统院在猪场设计时袁注意将雨水和污水有意地分开袁同时袁加强管理袁提倡节约用水袁避免长流水袁
减少对污水排放量也是十分必要地遥

3. 采用先进的工艺流程院根据养猪场污水水质特性及排水状况袁在污水处理工艺前端设置固液分离段袁以利粪便与污水
初步分离袁减少污水处理量袁同时袁分离后的粪便和人工清除的粪便作进一步堆积发酵处理后袁加工成为有机肥出售遥 分离后
的污水经格栅拦截后袁进入栏污撇渣池袁污水大部分悬浮杂质经撇渣清除后袁自流进入水解调节池袁污水进一步水解酸化及
均衡调节袁清除部分水解污泥至干化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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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胆碱、肌醇和胆汁酸对鲤鱼生长、
血清生化及免疫指标的影响

张 玲 张卫东 张小玲 杨 丽 张 源

摘 要 在基础饲料中分别添加氯化胆碱、肌醇和胆汁酸，以基础饲料为对照组饲喂鲤鱼，观察

抗应激添加剂对鲤鱼生长性能、血清生化指标和血清非特异性免疫指标的影响。经过 60 d的饲喂试
验，结果表明：淤3种物质的添加均有良好的促生长效果，其中氯化胆碱组、肌醇组和胆汁酸组的增重
率与对照组相比显著提高(P<0.05)，饲料系数与对照组相比显著降低(P<0.05)；于3种物质中，肌醇和胆
汁酸的添加对提高鲤鱼的免疫力作用更明显,其中肌醇能显著提高血清碱性磷酸酶(ALP)、溶菌酶(LSZ)
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性(P<0.05)，显著降低血清天门冬氨酸转氨酶(AST)的活性(P<0.05)；胆汁
酸的添加可以显著提高溶菌酶（LSZ）的活性(P<0.05)，显著降低丙氨酸转氨酶(ALT)和天门冬氨酸转氨
酶（AST）的活性(P<0.05)；氯化胆碱的添加可以显著降低鲤鱼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活性(P<0.05)。

关键词 氯化胆碱；肌醇；胆汁酸；鲤鱼

中图分类号 S816.7
The effects of choline chloride, inositol and bile acid on growth performance,

biochemical and immune indexes of carps
Zhang Ling, Zhang Weidong, Zhang Xiaoling,Yang Li, Zhang Yuan

Abstract Carps were fed with basal diet containing choline chloride,inositol and bile acid respectively
for 60 days.The growth performance, non-specific immune function and biochemical indexes of carps
were determined respectively. Results showed that: 淤The three substances to the diet had a significant
growth-promoting effect.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weight gain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feed coefficient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于Inositol and bile acid played an obvious role in
improving immunity. Compared with control, the activities of ALP, LSZ and SOD were increased signifi鄄
cantly by adding inositol. The AST content of blood serum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by adding inosi鄄
tol(P<0.05). Compared with control, the LSZ activities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y adding bile acid.
The ALT and AST content of blood serum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by adding bile acid(P<0.05). The
ALT content of blood serum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by adding choline chloride (P<0.05).
Key words choline chloride曰inositol曰bile acid曰ca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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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480尾试验鱼均来自郑州市金水区南录庄村袁体
重为渊64依3.03冤 g遥试验设 4个处理(对照组尧试验 1尧试
验 2尧试验 3)袁每个处理均设 3个重复遥

1.2 试验饲料

根据鲤鱼的营养需要设计基础饲料配方见表 1遥
试验 1的饲料为基础饲料中添加氯化胆碱袁添加量为
3 000 g/t袁氯化胆碱有效成分含量 50%曰试验 2的饲料
为基础饲料中添加肌醇袁添加量为 100 g/t袁肌醇有效
成分含量 98%曰试验 3的饲料为基础饲料中添加胆汁
酸袁添加量为 500 g/t袁胆汁酸有效成分含量 20%遥用郑
粮 350成套制粒机进行制粒遥
1.3 饲养管理

试验鱼的养殖在河南省大德饲料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循环水系统试验基地进行遥每只水族缸放养试验
鱼 40条遥用基础饲料投饲驯化到鱼主动来抢食为止袁
驯化时间历时 15 d袁正式养殖试验为期 60 d遥 每天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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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 3次袁时间分别为 9颐00尧13颐00尧17颐00遥 投饲率为鱼体
重的 2豫耀3%袁每周调整一次投饲率遥 试验期间水温为
渊20依2冤 益袁池水 pH 值 6.9耀7.2袁溶氧>5 mg/l袁氨氮臆
0.1 mg/l遥

表1 基础饲料主要成分及营养水平

成分
鱼粉
酵母
菜粕
棉粕
DDGS
植物油
玉米蛋白
膨化大豆
豆粕
米糠
次粉

含量(%)
12.5
1.0

20.0
4.0
8.0
1.0
4.0
4.0

22.5
8.0

14.0

营养水平
粗蛋白(%)
粗脂肪(%)
粗纤维(%)
消化能(MJ/kg)
亚油酸(%)
赖氨酸(%)
蛋氨酸(%)
有效磷(%)

35.8
6.76
5.84
12.68
2.10
2.01
0.72
0.89

1.4 测定

1.4.1 生长性能

试验开始及结束时分别对各水族缸的鱼进行称

重并记录其初重渊g冤及末重渊g冤袁计算其增重率及饲料
系数遥

增重率渊豫袁RCR冤=渊末重原初重冤/初重伊100曰
饲料系数(FCR)=总投饲量/渊末重原初重冤遥

1.4.2 生化指标

从每个水族缸随机取 6尾鱼,于尾静脉取血遥 将所
抽取的全血 4 益放置 2 h后,于离心机中 3 500 r/min尧
4 益离心 30 min袁取上清为血清袁-20 益保存用于丙氨
酸转氨酶渊ALT冤尧天门冬氨酸转氨酶渊AST冤和碱性磷
酸酶渊ALP冤的测定遥

ALT尧AST和 ALP的测定采用 King氏法测定遥 测
试仪器为日本 OLYMPUS AU64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遥
1.4.3 非特异性免疫指标

血清制备同上遥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及溶菌酶(LSZ)的测定均采

用南京建成生物技术研究所生产的测试盒进行测试遥
SOD(U/ml)= - W 衣50%伊

0
遥

式中院 要要要对照管吸光度曰
W要要要测定管吸光度曰
要要要反应液总体积(ml)曰
0要要要取样体积(ml)遥

LSZ(U/ml)= - 0
W- 0

伊 伊 遥
式中院 要要要测定管透光度曰

0要要要空白管透光度曰
W要要要标准管透光度曰
要要要标准管浓度曰
要要要样本稀释倍数遥

1.5 数据分析

应用 SPSS 11.0 For Windows进行 One-Way ANO鄄
VA分析袁Duncan's法多重比较袁 数据为平均值依标准
差表示遥
2 试验结果

2.1 抗应激添加剂对鲤鱼生长性能的影响渊见表 2冤
表 2 饲料中添加抗应激添加剂对鲤鱼生长性能的影响

项目
增重率(%)
饲料系数

对照组
206.46依2.62 a
1.236依0.028a

肌醇组
224.99依10.73b

1.174依0.031b

胆汁酸组
238.15依5.73b

1.158依0.032b

氯化胆碱组
231.83依8.36b
1.155依0.031b

注院同行肩标不同的小写字母代表显著差异渊P<0.05冤遥 下表同遥
由表 2可以看出袁经过 60 d的养殖试验袁各试验

组的增重率及饲料系数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性差

异渊P约0.05冤遥 其中氯化胆碱尧肌醇和胆汁酸组的增重
率分别较对照组提高了 12.29%尧8.98%和 15.33%渊P约
0.05冤曰饲料系数分别较对照组降低了 6.55%尧5.02%和
6.31%渊P约0.05冤遥
2.2 抗应激添加剂对鲤鱼生化指标的影响渊见表 3冤

表 3 鲤鱼血清生化指标（U/l）
项目
ALT
AST
ALP

氯化胆碱组
115.17依12.68b

410.00依50.15a
20.83依5.74a

肌醇组
141.33依12.74a

281.17依23.44b
26.83依4.07b

胆汁酸组
116.83依9.79b

320.17依22.97b
23.50依3.27ab

对照组
147.17依11.20a

429.00依41.28a
21.17依3.49a

由表 3可以看出袁氯化胆碱和胆汁酸组的 ALT含
量分别较对照组降低了 21.74%和 20.62%(P约0.05),肌
醇组的 ALT含量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不显著 (P跃0.05);
肌醇和胆汁酸组的 AST 含量分别较对照组降低了
34.46%和 25.37%(P约0.05), 氯化胆碱组的 AST含量与
对照组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P跃0.05)曰肌醇组的 ALP
含量较对照组提高了 26.74%(P约0.05), 其中氯化胆碱
和胆汁酸组的 ALP含量与对照组相比没有显著性差
异(P跃0.05)遥
2.3 抗应激添加剂对鲤鱼非特异性免疫指标的影响

渊见表4冤
表4 鲤鱼血清 LSZ和 SOD活性（U/ml）

项目
LSZ
SOD

氯化胆碱组
32.28依2.79ab

159.44依12.27a

肌醇组
38.32依3.53c

198.11依20.28b

胆汁酸组
34.51依5.18bc

163.64依12.17a

对照组
29.79依1.75a

158.87依14.79a

由表 4可以看出袁几种抗应激添加剂对鲤鱼非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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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免疫指标有影响遥肌醇和胆汁酸组的血清 LSZ含
量较对照组分别提高了 28.63%和 15.84%袁 显著高于
对照组(P约0.05),氯化胆碱组的血清 LSZ含量与对照组
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P跃0.05)曰肌醇组的血清 SOD活
性较对照组提高了 24.70%,显著高于对照组(P约0.05),
氯化胆碱和胆汁酸组的血清 SOD活性与对照组相比
没有显著性差异渊P跃0.05冤遥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抗应
激添加剂对鲤鱼生化指标有影响袁肌醇在提高鲤鱼免
疫力方面作用更明显遥
3 讨论

本试验是在基础饲料中分别添加氯化胆碱尧肌醇
和胆汁酸饲喂鲤鱼袁结果发现这几种抗应激添加剂的
添加可以提高鲤鱼的增重率尧降低饲料系数袁对鲤鱼
均有良好的促生长作用遥 之前也有学者研究表明袁氯
化胆碱[1-3]尧胆汁酸[4-5]和肌醇[6-11]在改善养殖动物生产
性能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袁这与本试验的研究结果相一
致遥从这 3种添加剂在消化吸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
以看出,胆碱作为甲基供体具有节约蛋氨酸的作用,从
而使更多的氨基酸用于体蛋白的合成曰胆汁酸在食物
的消化过程中,可以起到辅助脂肪酶的作用[12-13],因而
胆汁酸可以促进动物摄食从而降低饲料系数曰肌醇使
增重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也与其参与脂肪代谢有关[14]遥

当肝脏尧心机病变尧细胞坏死或通透性增加时袁酶
即释放于血清中袁血清中某些生化指标的活性便会升
高遥 因此袁动物血清的生化指标是动物机体健康状况
的主要指标袁也是其疾病诊断和测定的依据之一遥 本
试验中氯化胆碱和胆汁酸的添加袁显著降低了鲤鱼血
清 ALT的活性曰肌醇和胆汁酸的添加袁显著降低了鲤
鱼血清 AST的活性遥 血清中各种转氨酶的降低可能
主要与这 3种物质参与脂肪代谢袁降低肝脏中脂肪的
含量袁从而避免脂肪肝的发生有直接的关系遥

溶菌酶渊LSZ冤是鱼类非特异性免疫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 [15原16]曰超氧化物歧化酶渊SOD冤是重要的抗氧化
酶之一袁其活性与生物的免疫水平密切相关[17原18]曰碱性
磷酸酶渊ALP冤不仅与磷代谢密切相关袁而且是重要的
解毒体系[19]遥 因此 LSZ 尧SOD 和 ALP可作为反映动物
免疫功能的重要生理指标遥 本次试验结果显示袁饲料
中添加肌醇和胆汁酸使鲤鱼血清 ALP尧LSZ和 SOD有
不同程度的提高袁氯化胆碱的添加对血清中 ALP尧LSZ
和 SOD活性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遥 其中肌醇的添加
使 ALP尧LSZ和 SOD的活性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遥
肌醇作为鱼类养殖中不可缺少的低分子有机物袁对维
持其正常的生理功能起着重要作用遥 荻野诊吉[20]研究

发现袁鱼类缺乏肌醇会患很多疾病遥 本试验中胆汁酸
的添加使 LSZ的活性显著高于对照组渊P<0.05冤袁这可
能与胆汁酸参与脂肪代谢袁促进胆汁分泌尧保证胆道
畅通从而保肝利胆袁 进而起到提高动物免疫力的作
用遥 因此饲料中添加氯化胆碱尧肌醇和胆汁酸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对鲤鱼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具有改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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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母培养物在家禽上的应用
李路胜

近些年来袁抗生素作为促生长剂在动物饲料中大
量的使用袁给畜牧业生产以积极的作用遥 但是长期使
用抗生素会产生耐药性以及内源性感染等问题袁一直
困扰着养殖者遥 因此抗生素的应用逐渐受到限制袁开
发利用不为肠道内酶所分解袁可选择性地促进有益菌
的增长而抑制病原菌的增殖袁 在动物体内无残留袁不
产生耐药性袁同时可提高动物免疫力袁增强动物对疾
病的抵抗力的新型绿色添加剂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的必然趋势遥 其中酵母培养物就是其中之一遥 本文从
酵母培养物的定义尧作用机理以及对家禽生产性能的
改善等方面做一阐述遥
1 酵母培养物的定义

酵母培养物是在特定工艺条件下袁由酵母菌种在
特制的培养基上经过充分发酵后所形成的微生态制

品袁它由酵母细胞代谢产物和经过发酵后变异的培养
基袁以及少量已无活性的酵母细胞所构成遥 酵母培养
物营养丰富袁是一种生物活性添加剂遥

酵母(活性干酵母)和酵母培养物是完全不同的两
种物质遥 酵母是属于单细胞生物体的一种单细胞真
菌, 最适生长温度为 25耀28 益遥 很早以前人们就认识
到酵母的营养价值,它是非常好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
来源遥 在酵母类产品中,活性干酵母(干物质含量 95%)
是饲料工业中最常见的实用型酵母产品,以活酵母形
式被用在许多饲料中遥活性酵母产品确保产品中含有
某一水平的活酵母菌以有助于动物消化道的功能健

全,并协助把饲料降解为可吸收的营养物质遥 典型的
活性酵母产品单独由酵母构成或加以载体(典型性的
是谷物副产品混合物)遥 对于这一类产品,生产企业也
许添加各种酶和细菌,从而生产各类商品遥 活性干酵
母几乎不含代谢产物遥因为活的酵母细胞在动物肠胃
内很难生存,会受到肠胃内其它微生物细菌的攻击,还
未来得及产生代谢物就被杀灭遥所以仅仅通过饲喂酵

母菌细胞,不可能获得酵母培养物中所含有的全部有
益成分遥

酵母培养物是由酵母在严格控制条件下发酵制

成的产品遥酵母培养物由酵母细胞代谢产物和经过发
酵后变异的培养基,以及少量已无活性的酵母细胞所
构成遥 在酵母培养物的生产过程中,酵母细胞仅仅是
被用来生产细胞代谢产物的一种工具遥酵母培养物是
一种成分复杂的产品,它不仅含有酵母细胞内的营养
物,还含有发酵后形成的酵母细胞代谢产物,包括丰富
的维生素尧酶尧其它营养物质及一些重要的辅助因子遥
正是这些代谢产物能够刺激动物肠胃内的微生物细

菌,促使动物健康生长,从而达到提高饲料利用率和改
善动物生产性能的目的遥 龙凌(2001)认为,酵母培养物
是一种独特的酵母产品,必须把它作为含有野未知生
长因子冶的发酵产品来加以评价,而不能根据其野已知
营养素冶(蛋白质尧维生素和氨基酸等)的组成来衡量遥
酵母培养物和活性干酵母从本质上看是完全不同的袁
两者的比较见表 1遥

表 1 酵母培养物和活性干酵母的比较

项目
发酵代谢物
酵母
效力因子

酵母培养物
有
有

发酵代谢产物

活性干酵母
无
有

活酵母细胞

2 酵母培养物的作用机制

目前袁酵母培养物的作用机制主要是在反刍动物
上进行研究的遥 归纳起来袁其主要作用在于对胃肠道
有益菌的代谢调控袁可以从控氧理论尧营养理论和小
肽营养代谢扳机理论等 3个方面进行解释遥由于家禽
胃肠道中微生物的数量有限袁与反刍动物相比袁微生
物营养对消化吸收的贡献较小袁所以有关在家禽中的
探讨目前还很少袁主要研究方面还是在营养物质消化
吸收尧免疫机能尧内分泌和饲料品质改善等方面进行遥
2.1 改善家禽胃肠道内环境和菌群结构袁 促进营养
物质的消化吸收

酵母培养物可改善家禽胃肠道内环境和菌群结

构袁提高 pH值的稳定性袁促进乳酸菌尧纤维素菌为主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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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有益菌群繁殖及活力的提高袁增加肠道有益菌的
有效浓度袁促进胃肠对饲料营养物质的分解尧合成尧消
化尧吸收和利用袁从而促进生产性能发挥遥

刘观忠等在蛋雏鸡日粮中添加 0.1%耀0.3%的酵
母培养物袁对雏鸡肠壁结构有改善作用袁进而可增强
肠道吸收功能袁提高蛋雏鸡的生产性能遥 周淑芹等在
肉仔鸡日粮中添加酵母培养物袁21 日龄时各组的大
肠杆菌和双歧杆菌数量差异不显著袁但添加酵母培养
物组的乳酸杆菌数显著高于对照组曰42日龄时袁各组
之间的乳酸杆菌数量无显著性差异袁 但添加 0.3%酵
母培养物组的大肠杆菌数量显著低于对照组袁盲肠内
氨浓度降低 5.62%遥添加 0.4%酵母培养物组的双歧杆
菌数量显著高于对照组,盲肠内氨浓度降低 5.62%遥
2.2 增强家禽机体的免疫功能袁提高抗病能力

酵母培养物增强机体免疫抗病力的作用可能与

其含有甘露寡糖尧有机酸等物质有关遥 近年来许多研
究表明袁 酵母细胞壁中所含的甘露寡糖和 茁-3-葡聚
糖能吸附尧吞噬尧破坏和吸收侵入体内的细菌尧霉菌和
病毒等有毒物质袁对细菌尧病毒引起的疾病及环境因
素引起的应激反应产生非特异性免疫力袁从而激活增
强了机体的免疫功能袁提高了动物的抗病力遥 近年来
一些试验已证实这一作用遥曾正清等报道酵母培养物
可增加肉仔鸡胸腺小叶数遥周淑芹等报道肉仔鸡日粮
中添加 0.3%的酵母培养物提高了血清免疫球蛋白 A
和免疫球蛋白 G水平遥周淑芹等发现袁0.3%和 0.4%的
酵母培养物可以降低肉仔鸡肠道氨浓度袁减少大肠杆
菌数量袁增加双歧杆菌数量袁提高血清中新城疫抗体
水平袁减少接种大肠杆菌后的死亡率和盲肠内的大肠
杆菌的数量遥刘观忠等发现袁日粮中添加 0.1%和 0.3%
的酵母培养物袁可以提高蛋雏鸡胸腺尧法氏囊和脾脏
指数及血清新城疫血凝抑制效价遥
2.3 补充营养,参与机体营养代谢,提高家禽生产性能

酵母培养物成分复杂,含有 B 族维生素尧氨基酸尧
有机酸尧寡糖尧消化酶尧挥发性脂肪酸或不明生长因
子袁这些物质对补充改善饲料营养袁参与并增强机体
的营养代谢袁 促进动物生产性能的发挥具有积极作
用遥 阮光琼等在产蛋鸡饲料中添加 0.1%的酵母培养
物袁料蛋比尧产蛋率尧蛋重等均优于 0.1%的杂粕酶制
剂组遥在 55周龄蛋鸡日粮中添加 0.25%~1%的酵母培
养物发现袁产蛋率尧蛋重量和蛋产量均得到改善袁同时
酵母培养物也提高了蛋鸡体内蛋氨酸的存留率遥周淑
芹等报道袁 在肉仔鸡日粮中添加 0.3%的酵母培养物
可以提高日粮磷的利用率袁并且家禽排泄物中磷的含
量降低遥 酵母培养物能够改善家禽对植酸磷的利用

率袁通过水解植酸磷和在消化道内合成植酸酶袁酵母
培养物能够使得鸡更有效地利用日粮中磷遥酵母培养
物应用于玉米原豆粕型日粮中袁可以减少 40%~60%的
无机磷添加量遥排泄物中磷含量的降低和营养物质消
化率的提高袁对环境均具有保护作用遥
2.4 吸附霉菌毒素袁改善饲料品质

酵母培养物具有吸附霉菌毒素的作用遥 岳支华
等报道袁酵母细胞壁能够吸附尧吞噬尧破坏和吸收侵入
体内的细菌尧霉菌和病毒等有毒物质袁具有增强免疫
功能的作用遥 酵母细胞壁中的甘露寡糖袁可以与有害
菌细胞壁的凝集素结合袁从而减少有害菌定植于肠壁
细胞的机会袁减少动物肠道疾病的功能遥 酵母培养物
添加于受黄曲霉毒素污染的肉鸡日粮中可以促进鸡

只生长袁改善免疫功能遥 免疫功能的改善主要体现在
法氏囊重量增加袁提高血清总蛋白尧白蛋白的含量袁增
加免疫球蛋白的数量遥 但也有不同的报道袁如刘大程
等报道袁 尽管酵母培养物在体外条件下可以吸附
68%的黄曲霉毒素 A袁但 0.1%的酵母培养物对采食含
2 mg/kg 黄曲霉毒素 A 饲料的肉鸡并无显著解毒作
用袁而 0.3%水合铝硅酸钠钙可显著降低 2 mg/kg黄曲
霉毒素 A的毒副作用遥
2.5 预防和缓解家禽应激袁提高生产性能

酵母培养物应用于家禽袁可以预防和缓解由于应
激导致的动物生产性能不佳问题遥 在饲养条件尧日粮
营养水平较差时袁在家禽日粮中添加酵母培养物作用
显著遥这是因为酵母培养物对维持胃肠道微生物的代
谢活性和内环境的正常具有重要作用遥当各种因素导
致动物出现应激反应时袁 机体的内环境将会发生变
化袁寄居在胃肠道内的微生物菌群在正常情况下建立
起来的代谢平衡可能遭到破坏并导致动物的消化吸

收和免疫系统出现某些功能性障碍遥酵母培养物作为
胃肠道内微生物的野全价饲料冶袁它向胃肠道内寄居的
微生物细菌提供代谢营养底物袁以滋养它们和刺激其
代谢活性袁调节和维持体内微生态环境袁改善动物消
化吸收功能袁从而发挥抗应激作用遥
3 酵母培养物在家禽生产中应用效果

在家禽日粮中添加酵母培养物袁对其生产性能的
发挥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遥 Bradley等在火鸡饲粮中
添加适量的酵母培养物能提高日增重袁料肉比也有所
下降遥 在肉鸡饲粮中添加 2%酵母培养物可以促进生
长袁而添加 4%后严重影响其生长速度遥周淑芹等肉仔
鸡日粮中分别添加 0.3%和 0.4%的酵母培养物代替常
规促生长抗生素药物袁 对生产性能没有显著影响袁但
在试验末期袁 各组鸡的生产性能以添加 0.3%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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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袁 其中肉仔鸡成活率 0.3%组分别比对照组和
0.4%组提高 1.64%和 4.03%袁 出栏体重分别提高
2.52%和 4.42%袁料肉比分别降低 1.73%和 3.04%遥 刘
观忠等在蛋雏鸡日粮中添加 0.1%尧0.3%尧0.5%尧0.7%
的酵母培养物袁以添加 0.3%的效果较好袁可提高日增
重 6.37%,饲料增重比降低 3.74%遥 王明辉等(2005)产
蛋种鸡日粮中添加酵母培养物(益康 XP)0.2%尧0.35%袁
产蛋率可分别提高 4.4%尧7.44%袁蛋重分别提高 6.5%尧
9.06%袁并降低了蛋的破损率遥美国亚利桑纳州大学的
Reid(1988)在 55 周龄蛋鸡日粮中添加 0.25%~1%的酵
母培养物发现,产蛋率尧蛋重量和蛋产量均得到改善,
同时酵母培养物也提高了蛋鸡体内蛋氨酸的存留率遥
金加明等在产蛋高峰期蛋鸡日粮中添加 0.15%的酵
母培养物和 0.05%的寡糖袁产蛋鸡平均产蛋率比添加

50 mg/kg 金霉素提高 2.5%袁并降低了料蛋比袁每只鸡
多盈利 0.32 元遥
4 酵母培养物的应用前景

由于长期使用抗生素出现了耐药性尧 药物残留尧
畜禽产品品质下降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袁抗生素替代
品的研究日益迫切遥酵母培养物是较早研究发现的饲
料添加剂遥它无毒尧无污染袁被营养学者称之为绿色添
加剂袁可以维护和改善家禽的消化能力袁提高机体免
疫能力袁在抵御各种应激的侵袭和充分发挥动物生产
性能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袁在家禽生产中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遥 但是袁对其应用效果及其作用机制还需进
行深入研究遥

（参考文献 22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荟萃分析法评估酵母培养物对奶产量
和干物质采食量的影响

解 婧渊译冤 James Ma渊校对冤

解婧，达农威生物发酵工程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技术部，

518038，深圳。
James Ma，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8-10-27

通常袁为了帮助生产者对他们的动物养殖生产活
动做出最佳的决定袁动物营养学家尧兽医师和其他的
乳业专业人员需要通过一些精心设计并且在统计上

具有显著性的试验研究来佐证他们所提供的咨询意

见或建议遥
事实上袁对某一特定产品仅进行一个或者两个研

究试验所得出的结论袁未必能够给这些咨询专家或顾
问们足够的信心去向他们的客户提供一份有关该产

品的推荐书遥 由于可能存在着诸如使用的统计方法
不科学尧试验设计本身的问题尧发表刊物的倾向性或
者缺乏对某一特殊操作的关联性等因素的影响袁导致
了在试验研究结论中带有某种偏见的情况时有发生遥

荟萃分析是一种系统评估的方法遥它使用定量的
方法总结来自许多研究的试验结果以便能够针对某

个产品或某个课题提供最可靠的研究证据形式遥
研究人员最近完成了一项针对达农威酵母培养

物的荟萃分析法研究袁以便为奶牛养殖行业的管理和
技术人员对酵母培养物在奶牛日粮中的有效性做出

判断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持遥
1 对荟萃分析的理解

一般来说袁对试验研究项目进行比较往往是一种
挑战袁因为没有哪两个项目是完全相同的遥 即使用同
一个产品进行研究袁 不同的试验在试验动物的数量尧
试验程序的设计和其它可变量设置方面也往往是不

相同的遥 这就使得产品比对尧结果比较和得出结论成
为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遥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袁荟萃分析
能够被用来处理大量已完成的研究试验遥 荟萃分析
是关于评价一个特定课题研究概要的一种非常复杂

的统计方法遥
澳大利亚奶牛研究所最近完成了一项针对酵母

培养物的荟萃分析研究遥该研究所运用荟萃分析的方
法对 60个已经完成的试验设计和统计数据的研究案
例进行了复审遥这次荟萃分析的目的是对泌乳牛群使
用酵母培养物后在提高产奶量和干物质采食量

渊DMI冤方面的成效做出评价遥
在对 60 个已经完成的研究报告进行审查后发

现袁 只有 32个研究报告能够符合该所设定的严格的
统计标准遥研究人员对每一个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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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审查袁并对这些研究逐一用加权平均法进行计
算使其能够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结果遥

这种经过深入分析渊荟萃分析冤的结果为乳业专
家们评估酵母培养物产品在奶牛日粮中的应用效果

提供了一个更精确的判据遥
尽管荟萃分析是一种为决策者提供必要信息的

极为精准的研究方法袁但目前只有少数几家公司有能
力完成这项工作遥首先在对自己产品的应用研究方面
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曰其次要有一个能够经得起荟萃
分析技术严酷筛选的产品遥
2 荟萃分析法研究酵母培养物的作用

根据荟萃分析研究的结果证明袁酵母培养物在奶
牛生产中的应用有很多好处遥
2.1 提高奶牛的早期泌乳性能和健康状态

饲喂酵母培养物能够使奶牛在整个泌乳期的

干物质采食量得到提高袁 平均每头奶牛每天提高
0.55磅遥 其中袁在泌乳早期至中期阶段渊泌乳天数少于
150 d冤的干物质采食量能够增加 0.68磅/渊头窑d冤渊见
图 1尧表 1冤 遥 让奶牛在泌乳开始后的第一个 100 d将
其干物质采食量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准是至关重要的袁
这将支持高峰期的产奶量并为奶牛的健康奠定一个

好的基础遥
表 1 酵母培养物对产奶量和干物质

采食量的加权均数差值摘要

磅/(头窑d)
2.05
2.03
2.12

P值
<0.000 1
<0.000 1
<0.000 1

产奶量差异
P值
0.13
0.05
0.62

磅/(头窑d)
0.55
0.68

-1.12

干物质采食量差异

产奶量
泌乳早期和中期
泌乳后期

项目

注院P<0.01表示差异极显著遥

整个泌乳期 泌乳早期和中期 泌乳后期

1
0.5

0
-0.5

-1
-1.5

图 1 酵母培养物对泌乳期各个阶段干物质采食量的影响

2.2 有利于发挥较高的生产水平

奶牛补充酵母培养物后, 在整个哺乳期间每头奶
牛每天平均可提高牛奶产量 2.05磅遥 特别是在哺乳后
期的产奶量可提高至每头牛每天 2.12磅(见图 2)遥

牛奶产量在达到最高峰值后会逐渐减少袁这是由
于能量被转移用来支持受孕和改善自身体况的缘故遥
酵母培养物在哺乳后期的积极作用表明了它能够大

大改善饲料的利用效率遥

整个泌乳期 泌乳早期和中期 泌乳后期

2.15
2.1

2.05
2

1.95
图 2 酵母培养物对泌乳期各阶段牛奶产量的影响

2.3 能够提高饲料效率

在泌乳后期(泌乳天数超过 150 d),每头奶牛每天
的产奶量可以增加 2.12磅,而对干物质的摄入量却减
少了 1.12磅遥 很显然袁这个阶段的饲料效率得到了较
大的改善遥在泌乳后期饲料效率的改善为奶牛保持一
个适当的体况进入到干奶期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遥

随着饲料成本的增加和边际效益的收缩袁尽可能
让奶牛从每磅饲料中获取更多的营养是非常必要的遥
荟萃分析的结果表明袁饲喂酵母培养物可以优化瘤胃
的功能和改善日粮的消化率袁以便确保能够有更多的
营养物质可用于牛奶生产遥
2.4 提供附加的利润

对生产者而言袁用较少的饲料换取更多的牛奶将
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遥 例如袁在 19美元/英担
的牛奶销售价格情况下袁使用酵母培养物使得生产者
能够从每头奶牛身上每天获得 45 美分的投资回报
渊以每头奶牛每天的投入成本为 5美分计算冤遥对于一
个拥有 1 000头牛的牧场来讲袁若有 300头处在泌乳
后期的奶牛被饲喂酵母培养物袁那么该畜群每天可以
为生产者多创造约 135美元的利润遥
2.5 提供健康的瘤胃环境

通过荟萃分析获得的所有积极结果都证实袁酵母
培养物可通过维护瘤胃功能的正常运作来提高饲料

的利用率遥 对于奶牛养殖业来说袁改善瘤胃功能意味
着有更多健康的奶牛将能够充分发挥其生产潜力遥
3 小结

为了能够提供一个好的日粮方案和进一步提高

泌乳畜群的生产性能袁进行可靠的研究工作是十分必
要的遥 酵母培养物不仅可以提高奶牛的产奶量袁同时
有益于畜牧业主提高饲料的配给性能遥 研究结果表
明袁 酵母培养物在奶牛的日粮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遥
它不但能够支持用较少的饲料来提高牛奶产量袁而且
也能够优化瘤胃的环境遥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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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菌固态发酵豆渣生产菌体蛋白饲料生产工艺的研究
乔君毅 张福元

摘 要 豆渣是加工大豆制品的副产物,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以豆渣为原料，通过对混菌菌株
(黑曲霉、产朊假丝酵母、酿酒酵母)发酵的最佳温度、接种量、发酵时间以及瓶装量这些因素的研究，探
讨混菌发酵豆渣生产菌体蛋白饲料的最佳生产工艺条件。试验结果表明：其最佳的发酵温度为 30 益、
接种量是 10%、瓶装量为 30 g/瓶、发酵时间是 3 d。

关键词 豆渣；固态发酵；混合菌种；菌体蛋白

中图分类号 S816.4
Research on the processing of microbial protein feed by mixed culture solid-state fermentation

on soybean waste
Qiao Junyi, Zhang Fuyuan

Abstract The bean residue is the by -product of soybean products processing, which has abundant
nutritional value.This paper was studied on soybean waste with Aspergill usniger, Candida Utilis and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by mixed culture solid -state fermentation.Effects of four variable factors:
cultivation temperature, amount of inoculum, the appropriate times of fermentation and bottling capacit.
It had been showed that the best cultivative temperature was 30 益 ,amount of inoculum was 10% ,
Aspergillus oryzae and SCP by mixed inoculum bottling capacity is 30 g/bottle and the best time was 3
days by mixed culture solid-state fermentation.
Key words soybean waste曰solid-state fermentation曰mixed culture曰microbial protein

乔君毅，山西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030801，山西农业
大学 377信箱。
张福元(通讯作者)，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8-09-21

我国是大豆的故乡,也是世界上种植大豆的主要
国家,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1]遥 大豆独特的尧丰富而全
面的营养成分,使得大豆加工业方兴未艾,作为豆制品
加工过程中的副产品要要要豆渣袁其中只有一部分作为
单一的饲料,相当部分由于含水量过大,处理不及时而
酸败发臭,被白白浪费,同时造成环境污染[2]曰即使作为
饲料的豆渣,由于蛋白质含量低,粗纤维含量高,同时
含有的抗胰蛋白酶尧皂素和血凝素等影响其适口性和
动物消化,不适合直接作为饲料[3-4]遥 目前,从国内外的
开发生产来看,绝大多数采用微生物发酵豆渣的方法,
在发酵过程中微生物产生纤维素酶等多种酶类,而使
豆渣富有活性,减少了豆渣含水量,增加了豆渣干物质
含量袁提高豆渣质量遥 通常影响豆渣发酵的因素分为
培养料因素和生产工艺因素,本文主要介绍几种影响
发酵的生产工艺因素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菌种

黑曲霉(Aspergill usniger)和产朊假丝酵母(Cadida
utilis)由山西农业大学畜牧微生物实验室保藏袁酿酒
酵母(S accharomyces cerevisiae )购自中国食品发酵工
业研究所遥
1.2 培养基

黑曲霉保存采用 PDA 培养基,种子培养采用察氏
培养基[5];酿酒酵母尧产朊假丝酵母保存采用麦芽汁琼
脂培养基,液体种子液培养采用 PYG培养基[5]遥
1.3 原料及处理

鲜豆渣取初始含水率 80%耀90%,80 益烘干,备用遥
麸皮购自太谷面粉厂遥
1.4 生产工艺渊见图1冤

黑曲霉 产朊假丝酵母尧酿酒酵母
转接于 PDA固体培养基 转接于麦芽汁琼脂培养基

接于察氏培养基 酵母菌悬浮液

接种

豆渣袁麸皮寅配料寅拌料寅装瓶寅灭菌
成品饮粉碎饮干燥饮 固体发酵

图 1 固体发酵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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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固体发酵培养基

分别称取 80%的豆渣尧20%的麸皮袁 添加硫酸铵
1%尧硫酸镁 1%尧磷酸二氢钾 1%尧尿素 2%尧葡萄糖
2%袁料水比为 11.5袁拌料装进瓶袁然后在 0.098 MPa
(1.0 kg/cm2)尧121 益下高压灭菌 60 min遥
1.6 混菌固体发酵工艺条件的研究

1.6.1 发酵温度的选择

本试验采用对照的方法袁分别在 24尧26尧28尧30尧32
和 34 益袁6个温度下培养 4 d后袁 测定发酵物中纤维
素酶的活力以及粗蛋白的含量在各温度下的差别遥
1.6.2 混菌菌株接种量的选取

在上一步确定最佳温度下袁 豆渣含水量为 60%袁
瓶装量为 30 g袁分别将黑曲霉尧酿酒酵母和产朊假丝
酵母以 133 的比例袁 按 5%尧10%尧15%尧20%和
25%的接种量接入固态发酵培养基中进行发酵袁培养
4 d后测定纤维素酶活力和粗蛋白的含量遥
1.6.3 混菌发酵时间的确定

发酵周期过长或过短都会影响试验结果袁因此对
发酵周期进行了一组试验遥在上两步试验的基础上进
行发酵试验袁 在发酵过程中每 24 h提取样品进行粗
蛋白的测定和纤维素酶活力的测定遥
1.6.4 混菌发酵瓶装量的确定

在上三步试验的基础上袁 分别将瓶装量控制在
10尧20尧30尧40尧50和 60 g/瓶袁发酵 4 d后进行测定遥
1.7 分析方法

粗蛋白测定:采用微量凯氏定氮法渊GB/T14770要
90冤[6]曰纤维素酶活力的测定:采用 CMC渊羧甲基纤维
素冤法[7]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最佳发酵温度的选择

豆渣固体发酵培养料经灭菌后按 10%左右的接
种量接种袁在一定温度下培养 4 d后袁终止发酵遥 试验
结果见图 2遥

由图 2可知袁培养温度低于 28 益时袁纤维素酶活
力随温度的上升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曰当培养温度在
28耀30 益时袁纤维素酶活力略有提高袁在 30 益时达到
最高(955.21 U/g)袁当培养温度大于 30 益时袁随着温度
的提高袁纤维素酶活力呈下降的趋势遥

将豆渣发酵的温度控制在 28耀30 益之间时袁粗蛋
白含量比较高袁 且在 30 益时袁 粗蛋白含量达到最高
渊28.05%冤遥

此外袁利用电子显微镜镜检发酵产物时袁发现当
培养温度大于 30 益时袁杂菌污染较多遥因此将豆渣发
酵的温度控制在 28耀30益之间较合适袁 考虑到诸多因
素确定为最佳发酵温度为 30 益袁此时袁杂菌污染程度
不严重袁蛋白质含量尧纤维素酶活力最高遥

1 200
1 000

800
600
400
200

0

30
25
20
15
10
5
0

粗蛋白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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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发酵温度对纤维素酶活力和粗蛋白含量的影响

2.2 混菌菌株最佳接种量

在温度为 30 益袁分别按 5%~25%的接种量接种袁
发酵 4 d后终止发酵袁不同接种量对豆渣发酵时粗蛋
白质的含量和纤维素酶活力的影响见图 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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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混菌接种量对粗蛋白含量和纤维素酶活力的影响

从图 3可以看出袁当接种量低于 10%时袁发酵物
中粗蛋白的含量随接种量的增加而增加遥当接种量高
于 10%时袁发酵物中粗蛋白的含量随着接种量的增加
呈下降趋势袁10%时粗蛋白含量达到最高遥 由试验过
程可知袁接种量过低会使菌体生长缓慢尧发酵周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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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曰接种量过高会造成豆渣含水量不均匀尧温度上升
过快袁不易控制袁并且在接种量为 15%以上袁30 益培
养 4 d袁菌丝体产生自溶现象袁并伴有异味产生遥 通过
分析,在接种量小于 10%的情况下,混菌种产生的纤
维素酶的活力随着接种量的增加而增加, 在 10%时
纤维素酶的活力达到最大 968.48 U/g袁 而大于 10%
时袁纤维素酶的活力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袁这也是由于
菌丝体产生了自溶现象造成的遥 通过对试验结果的
比较与分析袁确定为 30 益条件下采取 10%接种量发
酵较为合适遥
2.3 混菌发酵时间的确定

不同的发酵周期对发酵物中粗蛋白的含量和纤

维素酶的活力有着不同的影响袁结果见图 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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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的发酵时间对粗蛋白含量和纤维素酶活力的影响

由图 4可以看出袁发酵时间在 3 d以内,发酵产物
中的粗蛋白含量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而增多曰 第 4 d
比第 3 d略有下降袁但不显著渊P>0.05冤曰4 d以后袁随着
发酵时间的延长袁 发酵产物中粗蛋白含量直线下降袁
第 5 d与第 4 d相比袁下降幅度达到了 3%左右遥 纤维
素酶的活力在 4 d以内都是随着发酵时间的延长而
增大袁但第 4 d与第 3 d相比袁纤维素酶的活力上升的
并不显著渊P>0.05冤曰4 d以后袁纤维素酶的活力下降的
比较明显遥此外袁在生产中袁考虑到生产成本和经济效
益袁所以确定发酵时间为 3 d遥
2.4 混菌发酵瓶装量的确定

瓶装量与发酵物料的通透性尧散温有直接的关系遥
不同的瓶装量会对混菌菌种的发酵所产生的粗蛋白的

含量以及纤维素酶的活力产生影响袁结果见图 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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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的瓶装量对粗蛋白含量和纤维素酶活力的影响

通过对图 5的分析得知袁 在瓶装量为 30 g/瓶之
前袁随着瓶装量的增加袁发酵物中粗蛋白的含量呈上
升趋势袁此阶段温度适宜袁通风量良好袁混菌菌种的菌
丝体生长状况良好袁纤维素酶的活力较强袁在 30 g/瓶
达到最大曰而在 30 g/瓶之后袁随着装瓶量的增加袁发
酵物中粗蛋白的含量和纤维素酶的活力都逐渐下降遥
这主要是因为原料中的水分的释放和大分子物质的

分解袁使物料发粘袁通透性大大降低袁菌体发酵生产的
热量不能散出袁使发酵物料温度升高袁直接影响菌体
的生长尧产品蛋白质的含量和纤维素酶的活力遥 所以
最适宜的装瓶量为 30 g/瓶遥
3 讨论

3.1 温度

温度是发酵过程中影响微生物生长繁殖最重要

的因素之一袁 任何菌体都有自己最佳的生长温度袁温
度高了会影响孢子的萌发尧生长尧产物的积累;温度低
了不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和其它的生物化学反应[8]遥 适
宜的温度是菌体生长所必需的袁它直接影响细胞内酶
的生成和活性袁 关系到细胞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利用袁
并影响菌体数量袁进而影响到发酵物中粗蛋白含量和
纤维素酶活力遥另外培养温度的高低可相应延长或缩
短发酵周期[9]遥 本试验通过测定粗蛋白含量和纤维素
酶活力考察了混菌在 24耀36 益之间的生长情况袁结果
表明在 28耀30 益之间混菌生长最好遥 低于 28 益时袁由
于发酵物没有充分的吸收营养物质袁酶的活力也受到
了抑制袁所以粗蛋白含量较低袁酵母菌个数较少遥当温
度高于 30 益时袁酶失去活力袁代谢产物也较多袁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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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蛋白含量低遥
3.2 通风量

通风量的多少通过瓶装量的不同来表示袁固态发
酵利用的微生物几乎都属于好氧菌袁空气的通气很重
要袁通风量的增加既可以提供微生物所需氧袁又可移
走反应热和二氧化碳袁提高传质尧传热效率[10]遥 但通风
量过大培养基易失水分袁导致干燥对霉菌和酵母的生
长不利袁试验中当瓶装量小于 30 g/瓶时袁粗蛋白含量
和纤维素酶酶活减少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曰试验中瓶装
量为 30 g/瓶时袁 粗蛋白含量和纤维素酶酶活高于其
它处理袁说明发酵中不但通气量能满足混菌的生长需
求袁而且发酵基质营养能满足菌体需要遥
3.3 发酵时间

发酵时间是确定发酵是否结束的定时点袁发酵终
点对提高产物的生产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遥在发酵过
程中袁产物的浓度是变化的袁一般产物高峰生成阶段
时间越长袁生产率也越高袁但到一定时间产物产率提
高减缓袁甚至下降遥 因此无论是获得菌体还是代谢产
物袁微生物发酵都有一个最佳时间阶段[9]遥发酵时间一
定要根据不同菌种尧不同工艺条件尧不同的产物袁通过
试验来确定[11]遥

本试验在发酵时间小于 3 d时袁产品的粗蛋白含
量和纤维素酶活力随发酵时间的延长而增加袁 是由
于这个阶段处于发酵的前期曰 当发酵时间为 3耀4 d
时袁粗蛋白含量略有下降袁而纤维素酶活力略有提高袁
主要是因为这个阶段处于发酵的稳定期曰 超过 4 d袁
产品的粗蛋白含量和纤维素酶活力随发酵时间的延

长而降低袁这是由于发酵进入了衰退期袁产品的粗蛋
白含量和纤维素酶活力会由于微生物的自溶而逐渐

降低遥
4 结论

4.1 本试验主要是研究了不同的温度尧接种量尧瓶装
量和发酵时间对豆渣发酵结果的影响袁 通过测定发
酵产物中的粗蛋白质含量和纤维素酶活力袁从而确定
出豆渣发酵的最佳工艺条件院淤适宜发酵温度为 28耀
30 益袁最佳发酵温度是 30 益;于接种量为 10%曰盂发
酵时间 3耀4 d,但考虑到实际生产的成本和效益袁确定
发酵时间为 3 d曰榆瓶装量 30 g/瓶遥
4.2 利用酵母菌与纤维素分解菌种混合培养,具有共
生作用,不但提高了终产物的蛋白质含量,而且产生了
极高的纤维素酶活力袁其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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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艳

摘 要 利用二因子析因试验设计,系统地研究了通过不同的干热温度和不同的处理时间对提异
黄酮前后豆粕中大豆凝集素活力和蛋白质溶解度影响，通过系列试验得出结论:对普通豆粕经过干热
130 益 20 min、25 min或 140 益 5 min,对提异黄酮豆粕 130 益干热 10 min,不但可使凝集素活力达到最
低,而且可使动物对豆粕中蛋白质利用率最高,如果在实际中应用可以广泛地提高豆粕的有效利用率。

关键词 豆粕；提异黄酮豆粕；大豆凝集素；蛋白质溶解度

中图分类号 S816.9

王忠艳，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教授，15004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兴路 26号。
收稿日期：2008-09-18

绎 黑龙江省攻关课题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基金资助(WB08C04)

大豆凝集素渊soybean agglutinin, SBA冤是大豆中
含量较高的生物活性蛋白袁 约占大豆蛋白质总量的
10%袁它对豆科植物与固氮菌之间的共生起着重要的
作用,是一种糖原蛋白质,分子量为 120 kDa袁其组成为
由 4个略有不同的亚基组成袁每个亚基的分子量约为
30 kDa,有一个结合糖位点袁4个亚基中每个亚基都含
有 1条含 9 个甘露糖的寡糖链 [1],并各自含有一个紧
密结合的 Ca2+和 Mn2+(DeBoedck等袁1984)遥 大量研究
证实院凝集素通过架桥作用可导致动物和人的血球凝
聚[2]曰同时大豆中的凝集素可对动物肠壁尧刷状缘酶活
性尧小肠粘膜细胞代谢尧肠道细菌生态物质代谢及免
疫机能产生一定的影响[3]遥 另外 SBA能与肠上皮细胞
结合袁从而降低动物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利用袁并破坏
小肠上皮细胞的正常代谢袁促进肠道和胰腺代偿性增
生袁耗费过量的蛋白质和能量袁增加体内分解代谢释
放多胺袁造成内源氮排出增加袁破坏动物的消化器官尧
降低动物对营养物质的利用率袁并引发腹泻等病理变
化袁抑制动物生长[4]遥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提取
异黄酮前后豆粕中凝集素活性变化情况及在不破坏

豆粕中蛋白质前提下的最佳干热灭活方法袁为豆粕的
合理利用提供最佳参数值遥
1 试验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的采集

生豆粕及提异黄酮豆粕经粉碎过 100目筛袁用于
分析凝集素活力和蛋白质溶解度袁实际分析在东北林
业大学营养实验室进行遥

1.2 试验设计与试验处理

干热处理时间分别设为 5尧10尧15尧20尧25 min 5个
梯度袁 温度设为 90尧100尧110尧120尧130尧140 益 6个梯
度袁采用二因子有重复的试验设计袁在温度和时间形
成的 30个处理中袁每一个处理设 4个重复遥将称量好
的干样品放入烘干箱内袁温度达到处理温度后开始计
时袁时间结束后取出袁凉后密封保存于冰箱中待用遥
1.3 凝集素活力的测定方法

红血球制备院取兔血液按每 1 ml加 3滴 0.44%柠
檬酸钠以破坏血液中纤维蛋白原袁用高出血球 2~3倍
的 0.85%生理盐水洗涤 3次袁分别离心 3次遥 倾去上
清液袁配成 2.5%的红细胞悬液遥 置 4 益冰箱中保存袁1
周之内有效袁若摇起来混浊则不能再用遥

凝集素活力测定院 准确称取 1g粉碎样品用 8 ml
石油醚渊沸程 30耀60 益冤室温下抽提 8h遥 过滤后脱脂
试样与 PBS (0.02 mol/l磷酸缓冲液原0.15 mol/l NaCl袁
pH 值 7.4)以 18 比例渊W/V冤抽提 8 h袁4 000 r/min
离心 10 min 后上清液用 PBS定容至 10.0 ml袁在微量
V型血凝板上进行活力测定[5]遥 以产生 50豫血凝作用
试样的最大稀释度为试样的 SBA凝集效价即活力单
位渊hemagglutination unit袁HU)袁并以初始 SBA 活力为
100作对照遥
1.4 蛋白质溶解度测定方法

蛋白质溶解度用 0.2%氢氧化钾溶解方法进行测
定[6]遥
1.5 试验数据处理方法

利用 SSPS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袁 采用多因
素方差分析确定差异显著性袁 数据以 野平均数依标准
差冶表示遥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干热处理对原料豆粕中凝集素活力和蛋白质溶

解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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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干热处理对提异黄酮前豆粕中蛋白质溶解度影响（平均数依标准差）（%）

5
10
15
20
25

时间渊min冤 90
86.86依1.314
84.80依1.717
83.53依0.564
77.91依1.150
74.25依0.731

100
86.03依1.370
83.56依1.656
80.91依0.236
76.27依0.646
74.25依0.511

110
84.96依0.836
78.72依1.248
74.75依1.067
74.57依1.100
72.53依1.041

120
84.73依1.531
77.34依1.318
74.16依1.429
73.45依1.178
71.95依1.040

140
70.54依1.128
68.27依1.338
65.37依0.764
64.01依0.426
62.46依0.451

130
83.02依0.666
76.57依2.050
73.98依1.404
72.49依1.130
70.54依0.431

温度渊益冤

注院F=0.035袁P约0.05袁差异显著遥

表 1 干热处理对提异黄酮前豆粕中凝集素活力的影响（平均值依标准差）（HU）

5
10
15
20
25

时间渊min冤 90
74.88依0.230
73.71依0.294
72.91依0.482
71.04依0.571
70.01依0.149

100
65.05依0.310
63.75依0.411
62.93依0.244
61.92依0.295
60.82依0.125

110
56.19依0.427
54.09依0.815
52.94依0.455
51.59依0.359
49.25依0.414

120
46.85依0.385
45.81依0.343
43.92依0.274
41.05依0.341
38.27依0.762

140
16.49依0.722
13.59依0.794
12.41依0.958
10.48依0.395
8.52依0.625

130
34.02依0.394
31.59依0.843
26.40依0.395
21.01依0.492
13.95依0.834

温度渊益冤

注院F=0.007袁P约0.01袁差异极显著遥

本试验原料豆粕的凝集素活力为 85.3 HU, 可见
其活力较高,这样的豆粕不适合直接用来喂动物,必须

经过处理才可使用遥经过不同温度和时间的干热处理
提异黄酮前豆粕中凝集素活力变化情况如表 1所示遥

从表 1中可看到袁原料豆粕中凝集素活力的大小
是在相同温度条件下随着干热时间延长而下降袁在相
同时间条件下凝集素活力的大小则随着干热温度升

高而下降遥 从表 1中也可看到,在干热条件下袁豆粕中
凝集素活力大小在 90尧100尧110尧120 益各处理时间和
130 益的 5尧10 和 15 min 时活力大小没有太大变化袁
说明凝集素对干热处理具有较强的抵抗力袁 干热不容
易使其失活遥 从 130 益 25 min到 140 益各处理时间凝
集素的活力开始快速下降袁但是此时从外观上袁大豆粕
开始变色袁因为高温能促使美拉德反应渊Mail1ard Re鄄
action冤袁其结果是赖氨酸分子不能被利用,蛋白质的消
化率降低曰蛋白质分子中的其它氨基酸,如精氨酸尧组
氨酸和色氨酸也产生受热过度的影响遥美拉德反应的
程度受温度尧加热时间尧粉碎粒度和水分含量等因素
影响袁感观上美拉德反应的产物呈棕褐色袁这一点可
从处理后大豆粕的颜色变化得到证实遥 在 90~110 益
时这种变化基本不大袁从 110 益开始,相同温度袁加热
5~10 min袁颜色变化不明显袁浅黄色或灰白色曰加热
10~20 min袁大豆粉的颜色明显加深袁呈深黄色或黄褐

色曰随着温度升高袁这种变化越明显遥 130尧140 益袁10~
20 min颜色由黄褐色变成了暗褐色,同时产生焦味,表
明赖氨酸与还原糖发生了美拉德反应遥从颜色变化进
一步证实了干热温度和处理时间是影响美拉德反应

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也提示我们在采购豆粕
时可以从豆粕外观的颜色来初步判定豆粕的质量好

坏[6]遥 在这个干热处理过程中,影响大豆粕中蛋白质品
质变化的最直接的表示方法还是蛋白质溶解度袁因为
科学家通过大量研究证实,采用 0.2%氢氧化钾溶液测
定蛋白质溶解度的方法来评价大豆粕的质量最为科

学,并且目前北美一些饲料公司及巴西已将蛋白质溶
解度(PS)列入质量控制指标之一,生豆粕的 PS 可达
100%,但随热处理时间的延长,PS值降低,即使严重的
过热处理袁PS值也未接近零遥 大量试验表明蛋白质溶
解度可更加确切地反映不同温度处理的大豆粕与动

物生产性能的关系,当 PS跃85%时,为过生;PS约70%时,
则为过熟,处于二者之间的使用效果最佳[7]遥 本试验各
不同干热处理温度和时间对蛋白质溶解度变化如下

表 2所示遥

从表 2可见袁干热处理对原料豆粕中蛋白质溶解
度影响差异显著遥在 90 益和 100 益条件下处理 5 min,
处理强度不够袁豆粕过生袁蛋白质溶解度过大袁动物对
其利用率偏低曰而 140益 10尧15尧20和 25 min处理时间
条件下袁处理强度过大袁豆粕过熟袁使蛋白质溶解度过
低袁同样使动物对其利用率过低袁除此之外的其它处
理方法的蛋白质溶解度都较好袁处于蛋白质溶解度最

佳范围遥
通过不同干热处理凝集素灭活情况和蛋白质溶

解度变化综合分析可见袁在豆粕中蛋白质溶解度最佳
条件下凝集素最佳灭活条件为干热 130 益 20 min尧
25 min和 140 益 5 min遥
2.2 干热处理对提异黄酮豆粕中凝集素活力和蛋白

质溶解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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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干热处理对提异黄酮豆粕中凝集素活力的影响（平均值依标准差）（HU）

5
10
15
20
25

时间渊min冤 90
71.59依0.924
70.85依0.840
68.41依0.834
65.42依0.542
62.45依0.663

100
63.42依0.563
61.74依0.503
59.59依0.524
58.09依0.955
54.38依0.514

110
55.83依0.449
52.69依0.581
50.93依0.846
48.35依0.753
46.25依0.549

120
45.83依0.535
42.85依0.753
41.95依0.852
38.50依0.356
35.67依0.677

140
13.74依0.678
11.56依0.676
10.75依0.596
7.54依0.965
3.65依0.664

130
23.52依0.364
18.55依0.684
15.47依0.837
13.75依0.464
10.55依0.783

温度渊益冤

注院F=0.008 4袁P约0.01袁差异极显著遥

表 4 干热处理对提取异黄酮豆粕中蛋白质溶解度影响（平均数依标准差）(%)

5
10
15
20
25

时间渊min冤 90
82.52依1.175
78.91依1.328
78.12依1.103
72.10依1.579
70.74依1.374

100
80.64依2.969
73.70依0.719
73.20依1.130
71.56依1.687
70.05依1.853

110
79.61依0.870
71.94依0.818
70.38依2.549
69.41依2.347
68.94依1.384

120
79.72依0.943
70.85依0.713
69.58依1.269
67.64依1.337
66.83依1.837

140
68.00依0.977
64.11依4.157
60.29依0.909
59.64依0.529
58.63依0.055

130
74.02依1.301
70.05依1.040
69.86依0.367
67.74依0.618
65.73依0.956

温度渊益冤

注院P=0.008袁P约0.01袁差异极显著遥

未经任何处理的提异黄酮豆粕中凝集素活力为

72.8 HU袁其活力较高袁所以提取异黄酮后的豆粕也不
能直接用于喂动物袁经过系列干热处理后的提异黄酮
豆粕中凝集素活力变化情况如表 3所示遥

从表 3可见, 提异黄酮豆粕中凝集素活力在 130益
5 min以下的干热情况下活力一直很高袁 说明凝集素
对干热抵抗力较强袁 一直到温度升至 130 益 10 min
时其活力才直线下降, 所以说单从凝集素活力考虑,在
干热情况下加热 130 益 10尧15尧20尧25 min和 140 益各
时间灭活的都较好遥

提取异黄酮豆粕中蛋白质溶解度为 渊85.21依
1.520冤%袁仍然过生袁说明在提取异黄酮的过程中对蛋
白质溶解度没有多大的改变袁所以在使用提异黄酮豆
粕时仍需要进行热处理袁以提高动物对其蛋白质的利
用率遥不同干热处理对提异黄酮豆粕中蛋白质溶解度
影响的具体数值如表 4所示遥

从干热处理对蛋白质溶解度影响可见 ,90 益和
100 益的所有时间袁110 益的 5尧10和 15 min以及 120尧
130 益的 5尧10 min干热处理的提异黄酮豆粕中蛋白质
溶解度较好, 综合分析干热处理对凝集素活力影响情
况,在保证提异黄酮豆粕中蛋白质利用率最佳情况下,凝
集素活力灭活最佳干热处理条件为 130 益 10 min遥
3 结论

到目前为止袁我国还未对饲料豆粕中大豆凝集素
活力的测定方法及在动物饲料中的限量制订标准遥但
是从动物营养角度来讲袁其活性越低越好袁因为有时
候虽然其活性没有达到饲喂动物出现明显的中毒症

状,如引起动物出现腹泻尧破坏动物的小肠和胰腺的
正常结构等病理反应,但是在出现此症状之前,由于其
活性的存在,会严重地影响动物生产性能的发挥遥 通
过上述系列试验可看到:对于原料豆粕来说袁在蛋白
质溶解度最佳范围内,使凝集素活力最低的处理条件
是干热 130 益 20尧25 min或 140 益 5 min;对于提异黄
酮豆粕来说,在其蛋白质溶解度最佳范围内,凝集素活
力最低的干热处理条件是 130 益 10 min遥所以建议饲
料厂及动物饲养场,在使用干热法处理普通豆粕时如

果只考虑凝集素一个抗营养因子的话袁其最佳处理方
法是 130 益 20尧25 min或 140 益 5min;在使用提异黄
酮豆粕时, 如果通过干热对凝集素进行灭活, 则采取
130 益 10 min,这不但可使凝集素活性最低,同时动物
对提异黄酮豆粕中蛋白质的利用率最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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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氨酸铁对断奶仔猪血清氧化酶活力及生化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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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8-08-27
绎 浙江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2005C12010)

摘 要 试验研究甘氨酸铁对断奶仔猪抗氧化能力及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并初步探讨其作用

机理。选用 180头体重 7.5 kg左右的“杜长大”三元杂交仔猪，分为 6个处理组，分别饲喂 0、30、60、90、
120 mg/kg甘氨酸铁和 120 mg/kg硫酸亚铁，试验期 5周。结果表明：饲粮中添加甘氨酸铁，均不同程度
的提高了血清中 SDH、CAT、XOD和 AKP的酶活，降低了血尿氮(SUN)、Ca和 P含量。由此可知，甘氨酸
铁可以影响仔猪机体抗氧化能力和血清生化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仔猪的生产性能。

关键词 甘氨酸铁；氧化酶；生化指标；断奶仔猪

中图分类号 S816.7
Effects of iron glycine chelate on oxidative enzymes and parameters in serum of weaned piglets

Ma Wenqiang, Feng Jie
Abstract One hundred and eighty crossbred (Duroc伊Landrace伊Yorkshire) weaned pig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iron glycine chelate (Fe -Gly) on oxidative enzymes and parameters in serum of
weaned piglets. Pigs average weighed about 7.5 kg were randomly allotted to six treatments and fed diets
containing 0, 30, 60, 90, 120 mg/kg Fe-Gly or 120 mg/kg FeSO4 respectively for 35 days. The experi鄄
mental results showed different levels of Fe-Gly enhanced SDH, CAT, XOD and AKP activities, de鄄
creased serum SUN, Ca and P level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The results presented here indicate ma鄄
nipulation on oxidative enzymes and parameters in serum maybe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Fe-Gly af鄄
fecting the growth performance of weaned piglets.
Key words Fe-Gly曰oxidative enzymes曰serum parameters曰weaned piglets
铁作为猪的必需微量元素袁在养猪生产中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遥铁是机体抗氧化系统过氧化氢酶的辅
助因子,对防止脂类氧化尧保持肉味有重要作用遥 铁是
激活参与氧化还原反应酶不可缺少的活化因子,例如
过氧化物歧化酶渊SOD冤尧过氧化氢酶(CAT)尧黄嘌呤氧
化酶(XOD)和琥珀酸脱氢酶(SDH),能将超氧阴离子还
原为羟自由基袁 并在过氧化氢酶或过氧化物酶的作用
下生成水,减少自由基对肉品的损害袁从而改善肉品品
质[1]遥 本试验探讨了甘氨酸铁对断奶仔猪抗氧化能力
和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袁旨在为甘氨酸铁在养猪生产
中的应用提供帮助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1.1.1 甘氨酸铁

含铁 18%袁由浙江大学饲料科学研究所提供遥
1.1.2 试验动物

浙江省海宁养殖场野杜长大冶三元杂交断奶仔猪遥
1.1.3 试验饲粮

参照美国 NRC(1998)[2]仔猪营养需要配合而成的
玉米-豆粕型日粮袁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1遥

表 1 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原料
玉米
豆粕
脱脂大豆
乳清粉
鱼粉
次粉
碳酸氢钙
石粉
预混料
大豆油
食盐
赖氨酸

组成渊%冤
54.35
17.00
10.00
8.00
6.00
1.00
1.00
0.80
1.00
0.50
0.20
0.15

营养水平
消化能渊MJ/kg冤
粗蛋白渊%冤
粗脂肪渊%冤
钙渊%冤
磷渊%冤
赖氨酸渊%冤

14.38
20.72
4.30
1.05
0.76
1.35

注院每千克日粮添加院维生素 A 15 000 IU曰维生素 D2 3 000 IU曰维
生素 E 30 IU曰维生素 B2 3.5 mg曰维生素 B1 3.0 mg曰维生素 B12
0.025 mg曰生物素 0.06 mg曰泛酸 20 mg曰烟酸 15 mg曰Cu(CuSO4窑
5H2O)50 mg曰Mn (MnSO4窑H2O)60 mg曰Zn (ZnSO4窑7H2O)120 mg曰I
(KI)0.35 mg曰Se(NaSe2O3)0.67 mg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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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方法

1.2.1 饲养试验和样品采集

选用 180头体重 7.5 kg 左右的野杜长大冶三元杂
交仔猪袁随机分为 6个处理组袁每组设 3个重复袁每个
重复 10只遥在玉米-豆粕型日粮基础上添加甘氨酸铁
(0尧30尧60尧90尧120 mg/kg)和硫酸亚铁(120 mg/kg)袁以饲
喂基础日粮组为对照组遥 试验猪采用群饲袁试验前对
猪舍进行消毒袁预试期 5 d袁正式期 30 d袁自由采食袁自
由饮水遥

饲养试验结束后袁从试验组和对照组每个重复中
选取 6头仔猪袁共 36头渊公母各半冤袁在自由饮水情况
下禁食 12 h后屠宰遥 屠宰前于猪颈静脉采血袁共收集
36份血样袁37 益水浴静置至析出血清袁吸取血清于离
心管中袁3 000 r/min离心 10 min袁得到浅黄色血清样
品袁 分装于 Eppendorf 管中袁 浸入液氮冷冻后转移
至-70 益冰箱保存袁供分析用遥
1.2.2 血清氧化酶活性测定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尧黄嘌呤氧化酶 (XOD)尧琥
珀酸脱氢酶(SDH)及过氧化氢酶(CAT)活力测定袁采用
南京建成试剂盒在 UV-2100分光光度计上测定遥
1.2.3 血清生化指标测定

血清 Ca尧P尧总蛋白 (TP)尧白蛋白 (Alb)尧血尿氮
(SUN)及碱性磷酸酶(AKP)的含量均采用宁波慈城试
剂盒袁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RX Dayton袁英国)测定遥
1.3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与分析均采用 SAS渊6.04冤[3]软件袁按单因
子完全随机设计对各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袁并进行差
异显著性检验袁参照采用的显著水平 0.05渊或 0.01冤作
为各项结果的差异显著性判断标准遥
2 试验结果

2.1 甘氨酸铁对断奶仔猪血清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渊见表 2冤
表 2 甘氨酸铁对断奶仔猪血清氧化酶活性的影响（U/ml）

FeSO4
(120 mg/kg)

3.84ABb

15.21ABa

75.8b
128ab

SDH
CAT
XOD(伊10-3)
SOD

项目 0
2.50Aa
10.1Aa
50.7a
121a

30
3.16ABa
21.9ABb
73.9b
132ab

60
3.75ABb
20.9ABb
75.8b
142b

90
4.21Bb
27.4Bc
72.9b
125ab

120
4.00ABb
16.6ABa
72.4b
120a

Fe-Gly(mg/kg)

注院同行数据肩标小写字母不同者为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大写字
母不同者为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遥 下表同遥

由表 2可知袁饲粮中添加甘氨酸铁袁均不同程度
的提高了血清中 SDH尧CAT和 XOD的酶活曰与对照组

相比袁30尧60尧90尧120 mg/kg甘氨酸铁组 SDH酶活分别
提高了 26.4%渊P>0.05冤尧50.0%(P<0.05)尧68.4%(P<0.01)
和 60.0%渊P<0.05冤曰CAT 酶活提高了 117%渊P<0.05冤尧
107%(P<0.05)尧171%渊P<0.01冤和 64%(P>0.05)曰XOD酶
活提高了 45.76%(P<0.05)尧49.51%(P<0.05)尧43.79%(P<
0.05)和 42.80%(P<0.05)遥 60 mg/kg甘氨酸铁组 SOD酶
活比对照组提高了 17.36%(P<0.05)袁 但随着甘氨酸铁
添加量的增加袁SOD酶活有下降的趋势遥 与硫酸亚铁
组相比袁60尧90 mg/kg甘氨酸铁组仔猪血清 CAT 酶活
分别提高了 37.4%(P<0.05) 和 80.1%(P<0.05)曰SDH尧
SOD和 XOD 酶活差异不显著(P>0.05)遥
2.2 甘氨酸铁对血清生化指标影响

甘氨酸铁对血清钙尧磷尧总蛋白(TP)尧白蛋白(Alb)尧
血尿氮渊SUN冤和碱性磷酸酶渊AKP冤活性的影响见
表 3遥
表 3 甘氨酸铁对血清 Ca、P、TP、Alb、SUN和 AKP活性的影响

FeSO4
(120 mg/kg)

120.8
66.6

202ABa
86.2ABab
2.82a

5.72b

0
95.3
57.3
213Aa
72.2Aa
2.90a

6.67a

30
116.5
65.7
210Aa
72.0Aa
2.79ab

5.63b

60
100.1
53.1

148ABb
98.9ABb
2.72b
5.67b

90
113.5
57.4
125Bb
108Bb
2.70b

5.34b

120
95.4
70.0
123Bb

92.7ABb
2.61b

5.61b

Fe-Gly(mg/kg)
TP(g/l)
Alb(g/l)
SUN(mg/l)
AKP(U/g.pro)
Ca(mmol/l)
P(mmol/l)

项目

由表 3可知袁与对照组相比袁饲粮中添加甘氨酸
铁均不同程度的降低了血尿氮(SUN)含量袁其中以添
加 120 mg/kg 甘氨酸铁效果最佳袁SUN 降低 42.25%
渊P<0.01冤袁其次是添加 90尧60 mg/kg甘氨酸铁袁分别降
低 41.31%(P<0.01)和 30.52%(P<0.05)遥 钙尧磷含量也显
著降低袁与对照组相比袁添加 120尧90尧60 mg/kg甘氨酸
铁各组血清钙含量降低了 10% (P<0.05)尧6.90% (P <
0.05)和 6.21%(P<0.05),血清磷含量降低了 15.89%(P<
0.05)尧19.94%(P<0.05)和 14.99%(P<0.05)遥

此外袁甘氨酸铁还不同程度的提高了碱性磷酸酶
渊AKP冤的活性遥 与对照组相比袁饲粮中添加 60尧90尧
120 mg/kg甘氨酸铁时,AKP的活性分别提高了 36.98%
(P<0.05)尧49.58%(P<0.01)和 28.39%(P<0.05)遥 血清 TP尧
Alb指标差异均不显著(P>0.05)遥

与硫酸亚铁组相比袁60尧90尧120mg/kg甘氨酸铁组
仔猪血清血尿氮水平分别降低了 26.73%(P<0.05)尧
38.12%(P<0.05)和 39.11%(P<0.05)曰血清钙含量降低了
3.55%(P<0.05)尧4.26%(P<0.05)和 7.45%(P<0.05)曰其它
生化指标差异不显著(P>0.0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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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甘氨酸铁对仔猪血清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动物机体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强氧化剂超

氧阴离子自由基(O2-)通过氧化一氧化氮(NO)生成过氧
亚硝酸盐袁该盐诱导生物膜脂质过氧化袁导致生物膜
结构和功能降低遥铁元素通过机体酶促抗氧化系统起
清除体内代谢产生的导致脂质过氧化的强氧化剂超

氧阴离子自由基(O2-)的歧化产物过氧化氢(H2O2)及有
机过氧化物袁 维护抗氧化酶系催化反应得以正常进
行袁起到抗氧化作用[4]遥

机体缺铁或摄入过量铁均可促使自由基的大量

生成从而导致各种疾病遥 SOD和 CAT可以保护细胞
免受 H2O2的积聚袁以免活性氧离子(ROS)对细胞造成
潜在的破坏[5]遥XOD和 SDH可能与自由基的生成和代
谢存在必然联系[6-7]遥 Ishii等(2005)报道袁随着 SDH活
性的下降 ROS的数量增多[7]遥 Galleano等(1997)[8]报道
啮齿动物摄入过量的铁可降低肝脏 SOD或 CAT的酶
活遥吴建设等(1999)[9]研究发现袁铁缺乏组大鼠肝脏尧胸
腺尧 脾脏和法氏囊中 CAT活性分别比对照组显著降
低(P<0.05)袁说明铁缺乏动物机体清除过氧化氢(H2O2)
能力降低遥 张兆琴等(2006)[10]在兔日粮中添加不同梯
度的硫酸亚铁(0耀120 mg/kg)袁血清中 CAT 和 SDH 活
力随着铁添加量的增加而提高遥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与
对照组相比袁饲粮中添加甘氨酸铁袁均不同程度的提
高了血清中 SDH尧CAT和 XOD的酶活曰但随着甘氨酸
铁添加量的增加袁血清 SOD酶活均有下降的趋势遥 仔
猪饲喂含高剂量铁的饲粮可能影响了铜尧锌和锰等金
属元素在机体组织内的蓄积袁进而影响了超氧化物歧
化酶的活性遥
3.2 甘氨酸铁对仔猪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本试验研究发现袁与对照组相比袁饲粮中添加甘
氨酸铁袁 均不同程度的降低了 SUN 含量及 Ca尧P 含
量曰提高了血清 AKP 活性曰血清 TP尧Alb等指标有增
高趋势袁但差异不显著(P>0.05)遥血清 SUN是衡量畜禽
氨基酸需要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袁直接反映动物机
体内蛋白质分解代谢水平[11]遥 SUN含量的减少可以为
其它部位如肌肉的蛋白质沉积提供充足的氨基酸原

料袁SUN下降是蛋白质利用效率增强的结果遥 血清中
AKP主要来自肝脏和骨骼中袁 而在骨骼中 AKP主要
存在于成骨细胞中袁它能促使骨骼比率上升袁从而促
使钙尧磷在骨组织中的沉积增加遥 本试验中血清 AKP
活性的提高袁同时也说明了血清中钙尧磷水平下降的
原因遥 TP和 Alb作为血液中的蛋白质袁其主要的生理

功能是维持胶体渗透压袁并具有运输尧免疫尧修补组
织袁合成机体细胞组织等功能遥 肝脏在蛋白质代谢过
程中起重要作用袁肝脏合成的蛋白质主要为 Alb袁体内
Alb有 40%在血液中袁 血清中的 Alb水平是衡量肝脏
功能和机体营养状况的重要指标袁血清 Alb活性高有
利于提高动物机体的代谢水平和免疫力遥
4 结论

4.1 日粮中添加 60尧90 mg/kg甘氨酸铁显著提高了
仔猪血清中 SDH尧CAT尧XOD的酶活遥
4.2 日粮中添加 60尧90 mg/kg甘氨酸铁袁仔猪血清中
SUN尧Ca和 P含量显著降低袁AKP活性显著升高遥

参考文献

[1] Beard J L, Dawson H D. Iron. In: O'Dell B L, Sunde, R A, (Ed.),
Handbook of nutritionally essential minerals. Marcel Dekker, Inc.,
New York, 1997：275-334.

[2]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utrient requirements of swine. 10th
Revised Edition.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 D.C. 1998.

[3] SAS Institute. SAS/STAT User,s Guide. SAS Institute Inc., Cary,
NC, 1988.

[4] Davis C D, Feng Y. Dietary copper, manganese and iron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aberrant crypts in colon of rats administered 3, 2 -
dimethyl-4-aminobiphenyl[J].Journal of Nutrition,1999(129):1 060-
1 067.

[5] Beckman J S, Minor R L, White O W, et al. Superoxide dismutase
and catalase conjugated to polyethylene glycol increases endothe原
lial enzyme activity and oxidant resistance [J].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1988(263): 6 884-6 892.

[6] Barclay J K, Hansel M. Free radicals may contribute to oxidative
skeletal muscle fatigue [J]. Canadi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and
Pharmacology, 1991(69): 279-284.

[7] Ishii T, Yasuda K, Akatsuka A, et al. A mutation in the SDHC
gene of complex II increases oxidative stress, resulting in apoptosis
and tumorigenesis [J]. Cancer Research, 2005(65): 203-209.

[8] Galleano M, Puntarulo S. Dietary 琢-tocopherol supplementation on
antioxidant defenses after in vivo iron overload in rats[J]. Toxicolo原
gy, 1997(124): 73-81.

[9] 吴建设，呙于明，周毓平援日粮铁缺乏对肉仔鸡机体抗氧化功能
影响的研究[J]援中国畜牧杂志，1999(4)：5-7.

[10] 张兆琴，任文陟，张嘉保，等援添加不同水平铁对吉戎域系獭兔
血液酶活力影响的研究[J]援吉林农业大学学报，2006(4)：433-
435.

[11] Scott R L, Albina J E, Caldwell M D. Effects of hypocaloric
dextrose and amino acids on body composition and nitrogen
balance in rats[J].Journal of Parenteral and Enteral Nutrition,1982
(6):489-495.

（编辑：沈桂宇，guiyush@126.com）

饲 养 试 验 马文强等：甘氨酸铁对断奶仔猪血清氧化酶活力及生化指标的影响

31

mailto:guiyus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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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试验选取 28日龄杜伊长伊大三元杂交断奶仔猪 60头，始重差异不显著（P跃0.05），随机分
成 3组，每组 20头,分别为对照组（日粮中不添加溶菌酶）、试验玉组(每吨日粮添加溶菌酶 300 g)、试验
域组(每吨日粮添加溶菌酶 500 g),每组 2个重复，每个重复组 10头，试验期为 4周。试验结果表明：与
对照组相比，在断奶仔猪日粮中添加溶菌酶 500 g/t能够控制腹泻、提高日增重 16.68%，差异显著（P约
0.05)；降低料重比 12.00%，差异显著（P约0.05），可以替代抗生素。

关键词 溶菌酶；断奶仔猪；腹泻；生长性能

中图分类号 S816.7
Effect of lysozyme on growth performance of the weaned piglet

Wang Xiaoke, Wang Xiaoshuo, Wang Genyan, Zhang Yunling
Abstract The experiment used 60 heads Duroc伊Landrace伊Yerkshire piglet at the 28 days, the diversi鄄
ty of beginning body heavy was not significance (P>0.05),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ran鄄
domly, each group has 20 heads, 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group does not add lysozyme , the experiment
I group adds lysozyme 300 g/t, the experiment II group adds lysozyme 500 g/t. Each group has two repe鄄
titions and each repetitions group 10 heads,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was 4 weeks. The result indicated,
adding lysozyme 500 g/t can control the diarrhea,increase the daily weight gain 16.68% and decrease
the ratio of feed/grain 12.00%, the diversity was significane (P约0.05). The result indicated the lysozyme
may substitute the antibiotic.
Key words lysozyme曰weaned piglet曰diarrhea曰growth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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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腹泻是集约化养猪生产条件下的一种典型

的多因素性疾病遥 据调查,仔猪因腹泻死亡占仔猪死
亡总数的 39.8%遥近年来,我国仔猪腹泻十分普遍,30 kg
以下的仔猪袁全年平均发病率 46.5%袁死亡率 10.3%袁
仔猪腹泻导致饲料报酬较低尧仔猪成活率下降尧生长
缓慢尧生长发育停滞袁甚至死亡遥由于引起仔猪腹泻发
生的病因复杂袁 常表现为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袁
呈交叉混合感染袁导致临床诊断与防治困难袁引起仔
猪大量死亡,给养猪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1]遥因此,如
何采取有效的措施预防和控制仔猪腹泻尧提高仔猪成
活率已成为养猪业生产的一项重要课题遥 溶菌酶
(lysozyme)又称为胞壁质酶 (muramidase)或 N-乙酰胞
壁质聚糖水解酶渊N-acetylmuramide glycanohydrlase冤袁
是一种能水解致病菌中黏多糖的碱性酶[2]袁可与带负
电荷的病毒蛋白直接结合袁与 DNA尧RNA尧脱辅基蛋白

形成复盐袁使病毒失活[3]曰该酶可分解溶壁微球菌尧巨
大芽孢杆菌尧黄色八叠球菌等革兰氏阳性菌[4]遥该酶具
有生物相容性好袁对组织无刺激尧无毒性等优点袁具有
消炎尧抗菌尧抗病毒和加快组织恢复袁减少腹泻袁增加
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力等功能袁从而提高断奶仔猪的生
产性能[5]遥为此袁我们于 2006年 4月 20日至 2006年 5
月 18日在郑州万金种猪繁育有限公司用溶菌酶对断
奶仔猪生产性能的影响进行研究袁以便为溶菌酶在饲
料工业中更好地推广应用提供理论依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溶菌酶由杭州某饲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袁28 日
龄仔猪由郑州万金种猪繁育有限公司提供袁试验基础
日粮由河南金裕饲料有限公司按饲料配方生产袁基础
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见表 1遥
1.2 试验设计

将 60头 28日龄杜伊长伊大三元杂交断奶仔猪随
机分成 3 组袁每组 20 头袁称量始重袁差异不显著渊P跃
0.05冤遥 分别为对照组(日粮中不添加溶菌酶)尧试验玉
组(每吨日粮添加溶菌酶 300 g)尧试验域组(每吨日粮
添加溶菌酶 500 g)袁每组 2个重复袁每个重复组 10头

《饲料工业》·圆园园8年第 圆9卷第 22期 饲 养 试 验

32



猪袁试验期为 4周遥
表 1 基础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

原料
玉米
小麦
油脂
脱脂奶粉
豆粕
膨化大豆
进口鱼粉
葡萄糖
高蛋白乳清粉
4%仔猪预混料
食盐
合计

配方渊%冤
41.0
22.0
1.0
3.5

9.63
9.0
5.0
1.5
3.0
4.0

0.3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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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5
19.1
1.45
0.81
0.92
0.83

注院4%仔猪预混料中含有矿物质(钙尧磷尧食盐尧铜尧铁尧锰尧锌尧硒尧
碘尧钴)尧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尧维生素 D尧维生素 B1尧维生素 B2尧
维生素 B12尧生物素尧叶酸尧泛酸尧烟酸尧维生素 K尧维生素 E)和部
分氨基酸(赖氨酸尧蛋氨酸尧苏氨酸尧色氨酸)等袁不含抗生素遥

1.3 观测指标

观测各组的日采食量尧日增重尧腹泻发生率等袁并
作记录遥
1.4 饲养管理

采用同栋分栏饲养,饲喂颗粒饲料,分餐饲喂,每天
喂 4 次(时间分别为 7院00尧11院00尧15院00尧19院00),按常
规仔猪饲养管理,发生腹泻的仔猪立刻用硫酸新霉素
和复合维生素配合口服补液盐进行治疗遥 4月 25日
所有的仔猪接种了猪瘟兔化弱毒疫苗 4头份/头,4月
30日所有的仔猪接种了仔猪副伤寒疫苗 2头份/头遥
1.5 数据处理方法

用 SPSS11.5 软件对数据进行单因子方差分析袁
数据以平均数依标准差表示遥
2 结果分析

2.1 对日增重尧日采食量的影响(见表 2)

表 2 溶菌酶的不同添加量对断奶仔猪的日增重、料重比、日采食量及腹泻情况的影响

组别
对照组
试验玉组
试验域组

始重(kg)
7.96依0.51
8.00依1.23
8.16依0.52

日增重渊g冤
240.20依72.35c
261.52依86.30b

280.26依88.24a

料重比
1.50依0.11a
1.41依0.09b

1.32依0.84c

腹泻率(豫)
65依7.07a
15依7.07b

5依7.07c

日采食量渊g冤
360.21依26.24
367.30依30.23
368.35依32.34

注院同列数据肩标相同或未标注字母者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跃0.05冤袁不同字母则表示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遥 下表同遥

从表 2可以看出:与对照组相比袁试验玉组的日
增重提高 8.88%渊P约0.05冤袁 试验域组的日增重提高
16.68%渊P约0.05冤袁试验玉组与试验域组差异显著渊P约
0.05冤曰试验玉组日采食量提高 1.97%渊P跃0.05冤袁试验
域组日采食量提高 2.26%渊P跃0.05冤袁 试验玉组与试验
域组差异不显著渊P跃0.05冤遥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溶菌
酶在断奶仔猪饲料中添加 500 g/t的增重效果最好遥
2.2 对料肉比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试验玉组的料重比比对照组料
重比降低 6.00%渊P约0.05冤曰 试验域组的料重比比对照
组料重比降低 12.00%渊P约0.05冤曰试验玉组与试验域组

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遥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袁添加溶菌
酶 500 g/t的料重比最低遥
2.3 对腹泻情况的影响

从表 2可以看出院试验玉组的腹泻率比对照组腹
泻率降低 77%渊P约0.05冤曰试验域组的腹泻率比对照组
腹泻率降低 92%渊P约0.05冤曰试验玉组与试验域组相比
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遥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袁断奶仔猪
日粮中不添加任何抗菌素或其它抗腹泻的添加剂袁腹
泻严重袁 在断奶仔猪日粮中添加溶菌酶 500 g/t基本
可以控制腹泻袁可以替代抗生素遥
2.4 对经济效益的影响渊见表 3冤

表 3 溶菌酶的不同添加量对断奶仔猪的经济效益的影响

组别
对照组
试验玉组
试验域组

总增重(kg)
6.72依1.14c
7.32依0.94b
7.84依0.86a

总采食量(kg)
10.08依0.83
10.29依0.96
10.32依0.86

料价(元/kg)
3.60
3.66
3.70

增重成本(元/kg)
5.40依0.06a
5.15依0.96b
4.87依0.04c

从表 3可以看出: 试验玉组的饲料价格比对照组
提高 1.67%袁试验域组的饲料价格比对照组饲料价格
提高 2.78%曰试验期间的饲料费用袁试验玉组比对照
组提高 3.78%袁试验域组比对照组提高 5.22%曰试验期

间的总采食量袁试验玉组比对照组增加 2.08%袁试验
域组比对照组增加 2.38%,各组间差异不显著(P跃0.05);
但从试验期间总增重来看袁 试验玉组比对照组增加
8.93%袁试验域组比对照组增加 16.67%袁各组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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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渊P约0.05)曰从每千克体增重的饲料成本来看袁对
照组为 5.40元袁试验玉组为 5.15元袁比对照组降低了
4.63%袁两组间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曰试验域组为 4.87
元袁比对照组降低了 9.81%,两组间差异显著(P约0.05)曰
两个试验组之间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遥从以上结果可以
看出袁 试验域组的每千克体增重的饲料成本最低袁也
就是说添加溶菌酶 500 g/t的饲料的性能价格比是最
好的遥
3 讨论

3.1 溶菌酶能够控制断奶仔猪腹泻

本次试验结果表明院溶菌酶在饲料中添加确实具
有预防断奶仔猪腹泻的功效,对控制断奶仔猪腹泻有
显著效果遥 在断奶仔猪日粮中添加溶菌酶 500 g/t可
以完全控制腹泻,能完全替代抗生素[6]遥 这与溶菌酶能
通过裂解细胞壁,进而溶解及杀灭各种致病菌有关,从
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曰同时溶菌酶能与带负电荷的
病毒蛋白直接作用,与 DNA尧RNA尧脱辅基蛋白形成复
盐,从而使病毒失活;这还与溶菌酶是动物自身的非特
异性免疫因子,对于致病菌不存在耐药性问题有关遥
3.2 添加溶菌酶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从试验结果还可以看出袁 试验域组与对照组比
较袁饲料价格提高 0.10元/kg袁但由于在饲料中添加溶
菌酶袁可降低断奶对消化道的刺激袁提高了饲料利用
效率袁可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即试验域组添加溶菌
酶 500 g/t,其每千克体增重的饲料成本最低袁差异显
著(P约0.05)[7]遥溶菌酶作为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因子之一,
参与机体多种免疫反应,在机体正常防御功能和非特
异性免疫中,具有保持机体生理平衡的重要作用[8]遥 并

且袁溶菌酶对动物肠道中只杀灭有害菌袁对有益菌无
任何杀灭作用袁从而使得动物肠道的微生态处于最佳
状态袁使仔猪的生产性能得到较好的表达袁表现出较
好的生产性能和料肉比遥 因此作为绿色尧高效的溶菌
酶在断奶仔猪日粮中应用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重

要的应用价值[9]遥
3.3 溶菌酶可以替代抗生素

此次试验旨在验证溶菌酶能否完全替代抗生素袁
而没有与饲料中常用的或最好的抗生素作对比袁这还
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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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巴克图彻姆实验室开发出一种家畜 DNA标签技术，利用该技术不仅可判断家畜的身份，还可对市场肉类的品

种及安全状况进行检测。

巴克图彻姆实验室是以色列一家从事食品、水、环境等微生物及化学品检测的专业实验室，该技术是为判别被偷盗的牛

而开发的。研究人员在牛出生时即采集 DNA样品，在此基础上建立遗传信息数据库。检测时，只需采集少量 DNA样品，通

过计算机分析，即可获得家畜的品种、出生和饲养地等方面的信息。

近年来，针对公众对家畜疫情的忧虑，研究人员开始将该技术用于牛及其它家畜的健康与安全检测。利用 DNA数据

库，研究人员不仅能判断被检测的牛是否受到疯牛病等疫情的感染，还可区别牛奶中是否掺杂了其它家畜的奶；对信奉犹太

教的人来说，利用该技术还可判断所吃牛肉是否符合教规规定的洁净标准。

据称，该实验室计划近期在全国范围内就建立牛 DNA数据库进行试点，如果取得成功，以色列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

有全国牛 DNA数据库的国家。

以色列开发出家畜 D N A 标签技术

窑信息采撷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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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是一种品质较好的能量饲料原料袁小麦作为
饲料的优点是其蛋白质和赖氨酸含量比玉米高 30%~
50%袁与家畜生长发育密切相关的烟酸含量是玉米的
2倍多袁 Ca尧P尧蛋氨酸和胱氨酸的含量也比玉米高袁但
代谢能是玉米的 90%左右(NRC,1994),叶黄素尧生物素
的含量比较低遥 利用氨基酸平衡原理袁用小麦替代部
分玉米和豆饼饲喂家禽袁 可减少蛋白质饲料的用量袁
降低饲料成本袁还可增加禽肉的脂肪硬度袁改善胴体
品质遥 但对开发小麦最不利的因素是小麦中 NSP(非
淀粉多糖)的含量为玉米的 3倍袁它在单胃动物体内
不易被消化袁从而引起食糜粘度增加袁消化酶活性下
降袁导致动物生长性能受阻[1-5]袁因此袁小麦在饲料中的
直接应用受到限制遥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袁酶制剂的
应用也日益广泛遥酶制剂能消除非淀粉多糖的抗营养
作用袁从而为小麦的大量应用提供了保障遥因此袁在小
麦与玉米存在一定差价时大量应用小麦并补加酶制

剂从而降低饲料成本已经成为饲料生产者常用的手

段遥 为探讨小麦在肉鸡日粮中的合理使用方法袁为今
后更好的指导饲料生产上小麦的合理用量袁我们进行
了在肉鸡小麦日粮中添加木聚糖酶的试验袁研究不同
比例小麦日粮及添加酶对肉鸡生产性能尧生物学综合
评定和经济效益的影响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酶制剂为木聚糖酶 X-P1001袁 试验动物为罗氏
308白羽肉鸡遥
1.2 试验设计

1 080羽 1日龄罗氏 308白羽肉鸡袁 随机分为 9
个处理袁每个处理 4个重复袁每重复 30羽鸡遥 试验分
组如表 1遥整个试验期 42 d袁分两个阶段进行院小鸡阶
段渊1~14日龄冤和中大鸡阶段渊15~42日龄冤遥

表 1 试验分组

1
2
3
4
5
6
7
8
9

小麦用量渊%冤
0
12
12
15
15
15
18
18
18

酶用量渊g/t冤
0
0

100
0

100
150

0
100
150

酶用量(g/t)
0
0

150
0

150
200
0

150
200

小麦用量(%)
0
30
30
35
35
35
40
40
40

试验组
小鸡阶段 中大鸡阶段

小鸡阶段结束称重袁剔除体弱者袁各组内重新进行
分栏袁使各重复间差异不显著袁仍为 9个处理袁每个处
理 4个重复遥 试验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2尧表 3遥

表 2 小鸡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

饲粮组成(%)
玉米
小麦
豆粕
玉米蛋白粉
棉籽粕
进口鱼粉
豆油
食盐
磷酸氢钙
白石粉
赖氨酸
蛋氨酸
抗菌素
预混料
营养水平
鸡代谢能(MJ/kg)
粗蛋白(%)
粗纤维(%)
钙(%)
总磷(%)
赖氨酸(%)
含硫氨基酸(%)
蛋氨酸(%)
有效磷(%)
食盐(%)
粗脂肪(%)
亚油酸(%)
粗灰分(%)

常规
日粮

57.19
5
25
2

3.2
2

1.2
0.3
1.3

1.45
0.2

0.14
0.02

1
12.197
20.1
2.69
1.00
0.64
1.15
0.78
0.45
0.41
0.43
4.10
2.13
5.95

小麦日粮
(12%)
50.7
12
25
2

2.6
2

1.3
0.3
1.3

1.45
0.22
0.14
0.02

1
12.197
20.3
2.66
1.01
0.65
1.15
0.79
0.45
0.40
0.42
4.09
2.07
5.95

小麦日粮
(15%)
48.32

15
25
2
2
2

1.3
0.3
1.3
1.4
0.22
0.14
0.02

1
12.20
20.3
2.61
1.01
0.65
1.15
0.79
0.46
0.40
0.42
4.05
2.02
5.93

小麦日粮
(18%)
45.72

18
25
2

1.6
2

1.3
0.3
1.3
1.4
0.22
0.14
0.02

1
12.20
20.3
2.59
1.02
0.65
1.15
0.79
0.46
0.40
0.42
4.01
1.98
5.93

项目

注院每吨饲料额外加生物素 10 g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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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大鸡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

饲粮组成(豫)
玉米
小麦
豆粕
菜籽粕
玉米蛋白粉
棉籽粕
豆油
食盐
磷酸氢钙
白石粉
赖氨酸
蛋氨酸
抗菌素
预混料
营养水平
鸡代谢能(MJ/kg)
粗蛋白(%)
粗纤维(%)
钙(%)
总磷(%)
赖氨酸(%)
含硫氨基酸(%)
蛋氨酸(%)
有效磷(%)
食盐(%)
粗脂肪(%)
亚油酸(%)
粗灰分(%)

常规
日粮

64.25
3

19.5
2.5
3
3.5
3.1
0.37
1.25
1.2

0.22
0.09
0.02

1
12.67
18.0
2.77
0.82
0.58
0.97
0.70
0.38
0.35
0.43
5.88
3.19
5.26

小麦日粮
(30%)
37.92

30
15.5
2.5
3

3.5
3.4

0.37
1.25
1.15
0.31
0.08
0.02

1
12.67
18.1
2.70
0.83
0.60
0.96
0.69
0.37
0.35
0.40
5.75
2.97
5.14

小麦日粮
(35%)
33.88

35
14.5
2.5
3

3.5
3.4
0.38
1.25
1.14
0.35
0.08
0.02

1
12.67
18.0
2.68
0.83
0.61
0.97
0.69
0.37
0.35
0.40
5.67
2.91
5.12

小麦日粮
(40%)
29.58

40
13.8
2.5
3

3.5
3.45
0.38
1.25
1.1
0.35
0.07
0.02

1
12.67
18.0
2.67
0.83
0.61
0.96
0.69
0.37
0.35
0.40
5.65
2.86
5.07

项目

注院每吨饲料额外加生物素 5 g遥
1.3 饲养管理

试验鸡采用三层阶梯笼养,日常管理按常规进行,
各组保持一致遥 试验期间自由采食颗粒料袁自由饮水,
每天观察鸡群的健康状况,记录各组死鸡数遥 初始鸡
舍温度在 35 益左右, 之后每周温度逐渐降低 2~3 益,
直至 25益左右停止供温袁光照全期保持 24 h袁按常规

进行鸡舍消毒遥 7日龄时采用滴鼻点眼法进行新城疫
免疫袁10日龄时采用皮下注射法进行禽流感免疫袁14
日龄时采用滴鼻点眼法进行法氏囊免疫袁22 日龄采
用饮水法进行肾传支+新城疫二联苗免疫袁28日龄时
采用饮水法进行第 2次法氏囊免疫遥
1.4 测定指标

按试验重复为单位,记录每日的投料量及余料量,
鸡死亡淘汰情况, 并以重复为单位称取 1尧15尧43日龄
时各组鸡的空腹体重袁计算平均初始只重尧采食量尧平
均日增重尧料肉比尧成活率袁并进行生物学综合评定遥

日采食量[g/渊羽窑d冤]=渊每天投料量-每天余料量冤/
鸡只数曰

平均日增重[g/(羽窑d)]=渊每只鸡平均末重-平均初
重冤/饲养天数曰

料肉比=试验期总耗料/试验期总增重曰
存活率渊%冤=期末存栏数/期初存栏数伊100曰
生物学综合评定值渊%冤=
日增重渊A冤
日增重渊B冤 +料肉比渊A冤

料肉比渊B冤 +成活率渊A冤
成活率渊B冤3 伊100曰

A院试验组袁B院对照组曰计算时 A与 B测定值差异
不显著时(P跃0.05)袁其比值按 1计算曰反之(P臆0.05)以
其实际比值计算遥
1.5 数据处理与分析

试验结果以平均值依标准差表示袁 进行方差分析
和 Duncan's法多重比较及差异显著性检验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小麦日粮添加木聚糖酶对小鸡(1~14日龄)生产
性能的影响(见表 4)

表 4 木聚糖酶对小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试验组
1
2
3
4
5
6
7
8
9

日采食量[g/(羽窑d)]
27.03依0.62ab

26.91依0.78ab
26.03依0.42c
26.8依0.75ab

26.49依0.86b

27.01依0.56ab
27.44依0.56ab
26.64依0.31b

27.77依1.30a

平均日增重[g/(羽窑d)]
18.56依0.23cdC

18.84依0.50bcdBC
19.06依0.2bBC
18.44依0.37dC

19.15依0.62bcABC

19.17依0.59bcABC

19.46依0.4abAB
18.78依0.2cdBC
19.99依0.66aA

料肉比
1.47依0.04
1.46依0.07
1.40依0.06
1.45依0.02
1.39依0.08
1.41依0.07
1.54依0.03
1.50依0.06
1.44依0.34

成活率(%)
98.3依0.02
99.2依0.02
96.7依0.05
99.2依0.02
99.2依0.02
99.2依0.02

100
97.5依0.05
91.7依0.17

注院同列数据肩标小写字母不同者为差异显著(P<0.05)曰含小写字母相同者为差异性不显著(P>0.05)袁不同大写字母为差异
极显著渊P<0.01冤遥 下表同遥

由表 4可知,日增重试验 1组与 7组尧9组差异极
显著(P<0.01);3组日增重高于 2 组,但差异不显著(P>
0.05);5组尧6组高于 4组且差异显著(P<0.05);全部试验

组以 9组日增重最高,9组与 5尧6组差异显著(P<0.05),
与 1尧2尧3尧4尧8组差异极显著(P<0.01)遥 日采食量试验
组与对照组间规律不明显,小鸡阶段各组的料肉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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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经济效益分析

小鸡阶段

中大鸡阶段

玉米-豆粕型
12%小麦日粮

12%小麦日粮+100 g酶
15%小麦日粮

15%小麦日粮+100 g酶
15%小麦日粮+150 g酶

18%小麦日粮
18%小麦日粮+100 g酶
18%小麦日粮+150 g酶

玉米-豆粕型
30%小麦日粮

30%小麦日粮+150 g酶
35%小麦日粮

35%小麦日粮+150 g酶
35%小麦日粮+200 g酶

40%小麦日粮
40%小麦日粮+150 g酶
40%小麦日粮+200 g酶

成本
3.89
3.86
3.71
3.83
3.68
3.74
4.05
3.96
3.81
5.45
5.33
5.20
5.33
5.20
5.18
5.58
5.30
5.11

变化
0.00
0.03
0.18
0.06
0.21
0.16

-0.16
-0.07
0.07
0.00
0.12
0.25
0.12
0.13
0.27
0.13
0.15
0.34

成本
2 648.04
2 645.8
2 652.6
2 638.78
2 645.58
2 648.98
2 632.58
2 639.38
2 642.78
2 596.60
2 511.92
2 522.12
2 490.53
2 500.73
2 504.13
2 468.58
2 478.78
2 492.38

变化
0.0
2.24

-4.56
9.26
2.46

-0.94
15.46
8.66
5.26
0.0

84.68
77.88
106.07
95.87
92.47
128.02
117.82
114.42

饲料原料成本渊元/t冤 单位增重饲料成本渊元/kg冤
组别生长阶段

成活率差异均不显著(P>0.05),加酶组均比不加酶组料
肉比低,成活率 9组最低遥 从本次试验结果分析可知,
小鸡阶段当小麦占日粮 12%和 15%时,与玉米-豆粕型
日粮(对照组)相比日增重尧采食量尧料肉比尧成活率方
面差异不显著遥 添加酶组在日增重和料肉比方面均优

于对照组及未添加酶组遥 小麦添加 15%时 5组料肉比
最低,其添加的木聚糖酶为 100 g/t遥小麦添加 18%时规
律明显袁料肉比增高,添加酶后可以明显改善料肉比遥
2.2 小麦日粮添加木聚糖酶对中大鸡渊15~42日龄冤生
产性能的影响渊见表 5冤

表 5 木聚糖酶对中大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试验组别
1
2
3
4
5
6
7
8
9

日采食量[g/(羽窑d)]
93.4依7.59bA

100.2依6.26aAB
103.6依5.25aAB
101.4依3.51aAB
100.4依3.59aAB
104.0依4.49aAB
100.9依2.84aAB
104.5依6.52aAB
110.9依18.72aB

平均日增重[g/(羽窑d)]
53.4依3.61dB

56.6依2.47cdAB
59.9依2.31abcA
58.3依1.40abcAB
57.9依1.67abcAB
60.6依1.80aA

56.9依3.70bcAB
57.6依2.06abcAB
60.8依1.17abA

料肉比
2.10依0.08ab
2.12依0.10ab
2.06依0.89b
2.14依0.06ab
2.08依0.08b
2.07依0.02b
2.26依0.31a
2.14依0.06ab
2.05依0.07b

成活率(%)
93.5依0.04
93.8依0.07
93.3依0.06
94.2依0.07
95.2依0.04
93.3依0.04
86.5依0.14
93.3依0.02
93.3依0.05

由表 5可知袁中大鸡阶段日增重 1组低于其他组
且与 4尧5尧7尧8 组差异显著 (P<0.05)袁与 3尧6尧9 组差异
极显著(P<0.01)遥 采食量 1组低于其他组且与 9组差
异极显著(P<0.01)遥 料肉比 1组与其他组差异不显著袁
7组料肉比最高且与 3尧5尧6尧9组差异显著(P<0.05)遥成
活率差异不显著袁以 7组最低遥中大鸡阶段袁日增重和
采食量袁小麦日粮组均比玉米豆粕日粮组要高袁差异
达到显著或极显著水平遥 料肉比差异不显著袁从趋势
可以看出袁添加酶组比没有添加组料肉比降低袁而且
酶的量越多越明显袁尤其以小麦用量达到 40%组的趋
势更为明显遥 成活率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袁以小麦用量
最大而且未添加酶的 7组成活率最低袁仅为 86.5%遥
2.3 生物学综合评定结果

肉鸡各生长阶段的生物学综合评定值见表 6遥

表 6 肉鸡生物学综合评定值（%）
试验组别

1
2
3
4
5
6
7
8
9

小鸡阶段渊0耀14冤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1.5
100

102.5

中大鸡阶段渊15耀42冤
100
100

104.1
103.1
102.8
104.5
102.3
102.6
104.3

从生物学综合评定结果来看袁小鸡阶段生物学综
合评定值无较大差异袁中大鸡阶段差异较大袁添加小
麦且加酶组评定值要高于对照组和未加酶组渊5组除
外冤袁酶添加越多生物学综合评定值越大遥
2.4 经济效益分析渊见表 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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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玉米价格每吨高于小麦 100元计算得出遥小麦
日粮加酶与否有降低饲料成本和单位增重饲料成本

的趋势袁 但是小鸡日粮添加 18%小麦和中大鸡添加
40%时袁不加酶组单位增重饲料成本反而提高遥 主要
是因为随着小麦添加量的增加袁料肉比增高袁添加酶
之后可以改善这种现象袁所以为了达到最佳经济效益
生产上设计配方时应该加入适当比例的小麦同时加

入木聚糖酶遥
3 讨论与结论

本试验以肉鸡为试验动物袁在不同阶段肉鸡日粮
中添加小麦和木聚糖酶袁测定肉鸡的生产性能袁结合
生物学综合评定值以及经济效益分析结果袁从而探讨
用小麦替代玉米-豆粕型肉鸡日粮中的玉米并添加木
聚糖酶对肉鸡生长性能的影响和经济意义遥

从整个试验可以看出一种趋势院随着日粮小麦添
加量增加袁鸡只日增重提高袁采食量增加袁料肉比增
高袁成活率增加袁加入木聚糖酶后袁有提高采食量尧提
高日增重尧降低料肉比尧提高成活率的趋势遥许多研究
结果也表明院在肉仔鸡麦类饲料中添加酶有一定的改
善营养价值作用袁对非淀粉多糖酶提高肉仔鸡生产性
能的机理主要有 3种解释院一是添加酶可以降低小肠
食糜粘度曰二是可以破坏细胞壁袁释放营养物质袁提高
营养物质的利用率曰三是影响了内源消化酶的活性和
消化道组织的营养分配[6-8]遥 Annison也曾经报道添加
木聚糖酶后肉仔鸡回肠淀粉表观消化率由 88%提高
到 96%以上[9]遥Choct等报道添加木聚糖酶可以提高低

能小麦日粮的代谢能和淀粉表观消化率[10]遥 本试验结
果与上述研究成果相近袁对家禽养殖中小麦日粮的使
用起到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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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5日，农业部召开奶站整顿和饲料整治视频会，总结前一阶段奶站整顿和饲料整治工作，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在会上指出，各级农业和畜牧兽医部门要对当前奶站监管和饲料安全形势有全方位的清醒认识，进一

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巩固深化专项整治成果，全力以赴做好今后一个时期生鲜乳和饲料质量安全监管各项工作，加快构

建生鲜乳和饲料质量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全面提高生鲜乳和饲料质量安全水平。

会议清理整顿实现了三项任务。一是生鲜乳质量明显提升，各种掺杂使假的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据对北京、河北、内

蒙古、黑龙江、山东、河南等 6个奶业主产省份生鲜牛乳的质量检测结果，所抽检的 660批样品三聚氰胺含量全部符合卫生

部等 5部门公告规定的临时管理限量标准。所检样品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二是奶站登记工作顺利完成，所有奶站 100%

纳入监管范围。三是规范行为，建章立制。按照国务院颁布《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农业部制定了《生鲜乳生产收购管

理办法》、《生鲜乳生产技术规范（试行）》等配套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会同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制定了《生鲜乳购销合同示范文

本》；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定了《全国奶业发展规划》。

奶农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农业部会同财政部对内蒙古、河北、辽宁、山西、山东、河南 6省区发放奶农临时救助补贴资金

3亿元。同时，协调有关部门研究扶持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奶站标准化改造、奶牛良种场建设和生鲜乳质量监测及监测体

系建设等政策措施，推动中央奶业扶持政策的出台。

高鸿宾强调，在充分肯定奶站整顿和饲料整治各项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生鲜乳和饲料

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各级农业和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明确责任，加

强配合，加大工作力度，狠抓关键环节监督管理，保障生鲜乳和饲料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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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源核苷酸对动物的营养生理作用及应用
徐 栋 王春维

徐栋，武汉工业学院饲料科学系，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湖

北省重点实验室，430023，武汉市常青花园中环西路特 1号。
王春维，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8-08-27

核苷酸是生物体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袁细胞增殖
及其它一些生理过程都需要一定量的核苷酸袁特别是
在一些快速分裂的组织中袁 如淋巴组织和肠组织袁它
们都需要核苷酸以合成核酸袁 而复制一个 DNA至少
需要 109个核苷酸分子渊Roux袁1973冤[1]遥 由于动物体内
能合成核苷酸袁长期以来核苷酸被认为是一种非必需
营养素遥 但内源核苷酸的合成是一个非常耗能的过
程袁且在某些组织如肠粘膜尧骨髓尧造血细胞及淋巴细
胞中合成量有限遥 近期研究表明袁对于动物快速生长
时期或动物受到免疫应激尧肝损伤时[2-3]袁它们更依赖
于外源核苷酸遥 所以许多学者将其定义为半必需营
养素遥
1 核苷酸体内合成

核苷酸在机体内合成可分为从头合成途径和补

救合成途径遥 人类和动物只要有可利用的核苷酸先
质袁都能在体内从头合成核苷酸袁这种从头合成过程
主要发生于肝细胞的胞质溶胶(cytoso1)袁那里具备有
合成嘌呤和嘧啶所需的一切酶遥这样的合成过程比较
复杂袁反应步骤多袁需耗费大量代谢能量遥另一种合成
途径称为补救途径袁用于补救途径的核苷来源于膳食
(因为大部分膳食核苷酸在吸收之前都先分解成核
苷)遥 补救途径也可能在核苷酸分解代谢期间,通过嘌
呤和嘧啶磷酸核糖基化 (phosphofiribosylation)来再合
成核苷酸遥 这个途径可节约能量袁而让那些不能够从
头合成的细胞(诸如白细胞尧红细胞尧骨髓细胞尧肠粘
膜细胞及淋巴细胞)维持它们的核苷池(Sand援Erson等,
1994)遥
2 外源核苷酸的代谢

一般含有细胞成分的饲料原料中都含有核苷酸袁
其存在形式为核蛋白遥动物性饲料原料及酵母中含有
大量核苷酸袁而其它常用饲料原料中核苷酸含量非常
有限遥 表 1是一些常用饲料原料的核苷酸含量(分别
用 5种核苷酸含量表示)遥

表 1 常用饲料原料的核苷酸含量[4]

5'CMP
0.002
0.000
0.003
0.026
0.003
0.002
0.016
0.000
0.016
0.027

5'GMP
0.001
0.000
0.003
0.002
0.003
0.002
0.003
0.003
0.003
0.000

5'IMP
0.001
0.000
0.001
0.035
0.001
0.001
0.002
0.006
0.002
0.004

大麦
酪蛋白
玉米
鱼粉
裸燕麦
血浆
喷雾干燥血浆粉
喷雾干燥红细胞
豆粕渊CP 44%冤
乳清粉

饲料原料 5'AMP
0.001
0.000
0.002
0.011
0.003
0.002
0.008
0.044
0.008
0.019

5'UMP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0
0.009
0.002
0.009
0.001

核苷酸渊mg/g冤

日粮中的核蛋白尧核苷酸和核酸在小肠内通过酶
的作用水解后才能被机体吸收袁因为只有核苷尧碱基
和很少量的核苷酸能被吸收遥 核酸内切酶尧磷酸二酯
酶以及核苷磷酸化酶是参与这一过程的主要的酶遥
Salati等渊1984冤尧Uauy渊1989)研究认为袁90豫以上的日
粮核苷酸和碱基可被吸收入肠细胞[5-6]遥但由于小肠上
段嘌呤分解酶活性高于嘌呤合成酶活性袁大部分被吸
收的核苷酸直接被分解袁 但约 5%可能会蓄留在组织
中,主要是在小肠尧肝脏和骨骼肌中(Burridge等袁1976曰
Saviano等袁1978)[7-8]遥
3 外源核苷酸对肠道功能的影响

肠道的发育和成熟需要外源核苷酸供给遥快速生
长的动物肠道细胞周转较快袁 对核苷酸需求较多袁而
肠道缺乏嘌呤从头合成所需要的一种关键酶要要要谷

氨酸核糖转移酶遥动物日粮中补充核苷酸对肠道有非
常明显的促生长发育和调节内环境的作用遥
3.1 有利于肠道生长发育

给断奶小鼠饲喂不含核苷酸的纯合日粮和同样

的日粮添加 0.8豫的核苷酸袁2周后发现袁 补充核苷酸
组的肠道前端的绒毛高度尧肠壁厚度尧总蛋白和 DNA
含量明显高于纯合日粮组(Uavy等袁1990)[9]遥 Carver JD
渊1994冤[10]在小鼠日粮中补充 0.042 5%(wt/wt)的 AMP尧
CMP尧UMP尧IMP和 GMP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遥 邬小
兵等(1999)[11]也观察到肉雏鸡纯合日粮中补充嘌呤核
苷尧 嘧啶碱基提高了鸡肠绒毛高度尧 肠道蛋白质合成
率遥 Burrells等渊2001b)[12]发现,在饵料中添加 0.3豫外源
核苷酸混合物(CMP尧UMP尧AMP尧IMP尧GMP各占 0援2豫),
3周后大西洋鲑肠皱襞基底膜厚度和肠道表面积都
有所增加袁肠道褶皱高度明显提高袁其中前肠和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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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襞高度提高分别为 18.7豫和 l8.0豫袁 后肠提高幅度
最大达 21.4豫遥 试验发现袁当日粮中缺少核苷酸时袁肠
碱性磷酸酶尧亮氨酰氨基肽酶尧麦芽糖酶尧蔗糖酶和乳
糖酶活性降低袁补充核苷酸或核苷混合物后袁提高了
这几种酶的活性袁而这些酶是肠细胞成熟的标志遥
3.2 有利于有益微生物菌群的增殖

日粮核苷酸能影响肠道微生物菌群的类型和生

长遥 离体试验表明,在培养基中添加核苷酸,有利于双
歧杆菌的生长遥 婴儿奶粉中补充核苷酸,与未补充核
苷酸的相比, 肠道粪便中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含量更
高,而肠道有害菌的比例下降遥 Gil等(1994)发现袁喂养
补充核苷酸奶粉的婴儿袁粪便中双歧杆菌的含量接近
于人乳喂养的婴儿遥 因此袁日粮核苷酸可能有助于肠
道有益微生物群落的增殖袁双歧杆菌对婴儿有许多潜
在的益处袁 它们能将糖水解为乳酸袁 降低结肠的 pH
值袁从而抑制肠道病原微生物的增殖 袁减少婴儿腹泻
的发生(Braun等袁1981)遥
3.3 有利于腹泻的防治

Martinez-Puig等(2007)[13]研究表明,在早期断奶仔
猪日粮中添加核苷酸能有效的减少腹泻的发生,在商
品日粮中分别添加 0渊对照冤尧750 和 1 000 mg/kg核苷
酸,14 d后仔猪腹泻率分别为 15.63%尧3.13%和 1.56%遥
Arnaud A等(2003)[14]发现,外源核苷酸能使患慢性痢疾
的断奶小鼠的小肠线粒体功能更快恢复健康遥
4 外源核苷酸对机体免疫的影响

研究表明袁动物受到免疫应激时袁内源核苷酸合
成的量不能满足免疫细胞快速生长代谢及发挥其功

能的要求袁此时补充外源核苷酸就显得更加重要遥 核
苷酸能够提高机体抗体水平袁胸腺指数袁淋巴细胞转
化率袁NK细胞活性及 IL-2渊白介素-2冤尧IFN-酌渊干扰
素-酌冤水平袁但其对机体免疫功能影响的具体机理还
不是很清楚遥

美国德州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研究表明院动
物被限制饲喂日粮核苷酸可降低细胞免疫遥与那些饲
喂核苷酸补充料日粮的动物相比袁饲喂无核苷酸日粮
老鼠的同种异体器官的移植排斥反应尧变体抗原诱发
淋巴组织增生尧以及延迟皮肤的过敏反应的发生率都
较低遥饲喂无核苷酸日粮老鼠的脾脏细胞产生较少的
IL-2尧 表达较低水平的 IL-2受体和 T淋巴细胞抗原
表面标记物遥Van Buren等研究表明袁核苷酸缺乏时小
鼠脾淋巴细胞 lyt-1阳性细胞明显减少袁IL-2的表达尧
自然杀伤细胞毒性和巨噬细胞活性均有所下降遥

Carver J D渊1994冤研究表明袁与未补充核苷酸的

对照组相比袁补充核苷酸的实验组小鼠 2月龄时自然
杀伤细胞的活性显著增高袁其效应物与靶细胞的比率
值分别为 501和 251袁 实验组 IL-2有显著增加遥
王兰芳等(2003)[15]报道,日粮中添加核苷酸能提高正常
小鼠的胸腺指数尧淋巴细胞转化率(P<0援05)及血清中
抗体水平, 极显著提高免疫抑制小鼠抗体水平 (P<
0援01)袁使抑制小鼠的各项指标接近正常遥
5 外源核苷酸对肝脏生长和功能的影响

肝脏是从头合成核苷酸的主要器官袁添加核苷酸
可促进肝脏蛋白质尧脂肪的合成袁促进肝的再生和受
损肝的恢复袁肝脏处于免疫应激时袁需要的核苷酸也
相应增加袁增加了核苷酸以及能量的需要袁因此补充
外源核苷酸是必要的袁并且这也节省了从头合成核苷
酸途径消耗的能量遥

lopez-Navarro 等(1995)证明袁饲喂无核苷酸食物
的啮齿类动物袁肝内核苷酸的含量显著降低袁并且肝
的生物功能出现紊乱袁而饲喂补充核苷酸的同一食物
的动物则没有这一现象遥添加外源核苷酸能增强肝的
再生能力袁对肝脏切除 70%的小鼠进行实验袁一组饲
喂标准的全肠外营养液(TPN)袁另一组喂给补充核苷
酸-核苷混合物(OG-VI)的 TPN袁研究发现袁OG-VI 能
明显促进蛋白质的合成袁而对蛋白质的降解则没有影
响袁这说明外源核苷酸通过抑制氨基酸的氧化袁增强
了肝的再生能力遥 Navarro等(1994)[16]报道袁添加 0.21豫
核苷酸组与纯合日粮组小鼠相比袁肝重尧肝糖元和血
清胆固醇均有所下降遥 另外袁日粮中添加核苷酸能够
明显地减少猪尧禽肝脏中霉菌毒素的水平袁使动物粪
便中霉菌毒素的含量增加遥
6 外源核苷酸的其它功能

外源核苷酸具有抗氧化功能遥核苷酸碱基中氮氧
原子能够捕获亚油酸氧化过程中形成的自由基袁并能
螯合加速氧化的铜尧铁等离子袁减少由脂质过氧化引
起的细胞膜及各种 DNA的损伤遥

核苷酸对神经细胞和大脑有营养作用遥细胞外嘌
呤及嘧啶具有神经递质的作用袁补充外源核苷酸对神
经系统的形成尧功能成熟以及损伤后的修复再生具有
重要的作用遥

核苷酸能促进脂类的代谢遥核苷酸是多不饱和脂
肪酸合成的重要调解剂袁 日粮核苷酸可能对 l8碳必
需脂肪酸转化成 20耀22碳的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有
重要作用遥
7 外源核苷酸在畜禽及水产养殖中的应用

目前袁国内外对外源核苷酸在动物日粮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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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已有较多的研究袁众多研究表明袁动物日粮中添加
核苷酸能有效促进动物生长袁 改善肠道结构和功能袁
增强动物免疫力袁此外核苷酸还能作为诱食剂提高动
物采食量遥
7.1 核苷酸在养猪生产中的应用

初生动物处于快速生长期,同时该时期易受各种
因素影响而经常处于应激状态,机体需要大量核苷酸,
而初生动物合成核苷酸的能力又相对较弱,此时补充
核苷酸能促进动物生长,保持健康状态遥 仔猪日粮和
母乳中核苷酸的含量见表 2, 从表 2中可以看出仔猪
日粮中核苷酸含量与母猪奶中核苷酸含量有较大差

距,所以在仔猪日粮中补充核苷酸是很有必要的遥
表 2 仔猪日粮及母猪奶中核苷酸含量[4]（豫）

CMP
58.99
56.00
2.99

GMP
2.03
185.5

-183.47

IMP
4.33
23.5

-19.17
日粮中总量 a
母猪奶中量 b

差异

项目 AMP
6.64

117.50
-111.04

UMP
1.00

2 334.5
-2 333.5

核苷酸

注院a援 日粮含院玉米 49援32豫尧乳清粉 20豫尧豆粕 8豫尧鱼粉 8豫尧喷雾
干燥血浆粉 7援5豫,维生素尧矿物质尧油和结晶氨基酸 7豫耀8豫;

b援 资料来源 院Mateo等(2004b)遥

乐国伟等(2001)[17]对哺乳及断奶期间仔猪口服和
在玉米尧豆粕尧鱼粉日粮中补充核苷酸 袁试验结果表
明袁2种处理方法均可显著提高仔猪生长速度和饲料
转化率,并降低了仔猪腹泻率遥潘树德等(2007)[18]报道袁
给断奶仔猪在基础日粮中添加 0.1豫尧0.2豫尧0.4豫酵母
核酸袁结果表明袁与对照组相比袁到 56日龄时处理组
的猪瘟抗体效价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且添加 0.2%组
和添加 0.4%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0援05)遥
7.2 核苷酸在禽类生产中的应用

Palombo等(1995)[19]报道袁在蛋鸡和蛋种鸡上应用
外源核苷酸可提高产蛋率尧蛋黄色泽袁品质较佳 袁在
肉种鸡的试验中也得到同样结果袁同时还降低了肉鸡
死亡率遥 施用晖等渊2000冤[20]在肉仔鸡无鱼粉基础日粮
中分别添加 0.05%尧0.1%核苷酸及 2%鱼粉袁 结果表
明袁 实验组的肉仔鸡 14日龄生长速度比基础日粮组
提高 14豫耀17豫袁饲料利用率提高 4豫耀6豫遥 添加 0.1%
核苷酸及鱼粉组鸡 4日龄十二指肠质量尧添加鱼粉组
鸡空肠质量尧胰腺质量显著高于基础日粮组(P<0援05)曰
7日龄小肠粘膜的蛋白酶活性也极显著高于基础日
粮组(P<0援01)遥
7.3 核苷酸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

王广军等渊2006冤[21]在每吨饲料中分别添加 0(对

照)尧172尧344和 516 g酵母核苷酸袁 饲养凡纳滨对虾
60 d遥 结果表明袁饲料中添加酵母核苷酸可以显著提
高凡纳滨对虾的增重倍数和降低饲料系数袁提高凡纳
滨对虾耐低氧和低温的能力遥
8 外源核苷酸的应用前景

核苷酸营养的研究正越来越受到重视遥通过大量
的研究表明袁外源核苷酸对初生动物袁处于免疫应激
及肝损伤的动物尤为重要袁而一般日粮中的核苷酸不
能满足其需要袁在以玉米尧豆粕为主的日粮中核苷酸
更加缺乏遥 众多试验证实袁在一般动物日粮中额外添
加核苷酸能促进动物生长袁提高免疫力遥 随着畜禽及
水产养殖向大规模集约化方向发展袁要求动物快速生
长袁且养殖密度不断提高袁饲料中添加核苷酸就显得
尤为重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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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 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2006BAD04A03-02-01）

自从 Chen等发现奶牛瘤胃液内肽不足是限制瘤
胃微生物生长的主要因素以来袁经过多年的理论发展
和实践检验袁肽营养研究使得传统动物营养学的一些
理论观点和体系面临着挑战袁重大突破可能由此产生
渊Webb等袁1990尧1992冤遥 尤其是传统动物营养认为的
野蛋白质必须降解为游离氨基酸后才能被动物利用和
吸收冶的观点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遥 肽作为一种蛋
白降解的中间产物袁 能改变瘤胃中的某些微生态系
统袁 从而有可能使其朝向更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袁
不仅提高了反刍动物的生产性能袁更为饲料开发提供
了新的空间袁尤其是其对微生物加速生长以及对纤维
分解菌影响等课题的研究袁有重要的意义遥
1 肽对瘤胃微生物生长的影响

Maeng等(1976)提出肽对瘤胃细菌生长的主要效
应是加快细菌的繁殖速度袁缩短细胞分裂周期遥 实验
证实袁肽能使细胞分裂的周期缩短袁从而加快微生物
的繁殖和生长速度袁特别是小肽能刺激发酵糖和淀粉
的微生物生长遥 当能量来源能够迅速供给的时候袁肽
能够刺激瘤胃微生物生长和增加微生物蛋白产量曰但

当发酵底物供给能源的速度较低时袁肽的刺激作用不
能明显表现出来袁或表现不那么敏感袁或是不能促进
微生物的生长遥

Atasoglu等(1996)研究发现,3 种纤维分解菌几乎
是全部利用肽来合成微生物蛋白曰同时发现随着培养
液中肽含量上升袁来源于肽和游离氨基酸的细胞氮增
加,来源于 NH3的细胞氮降低遥 当每升培养液含有 l g
肽时,3种非纤维分解细菌来源于 NH3的细胞氮分别
为 68%尧87%和 46%遥当肽浓度上升到每升培养液 10 g
时袁来源于肽和 FAA 的细胞氮高达 95%耀99%袁而仅
1%耀5%来源于 NH3遥

肽还对瘤胃微生物蛋白质合成量尧小肠内氨基酸
组成和微生物对粗饲料的降解等有着很大影响袁是瘤
胃微生物达到最大生长效率的关键因子 (Hoover等袁
1991)遥 肽是瘤胃微生物的重要营养物,肽数量会影响
微生物的生长遥Armstead等(1993)认为袁作为瘤胃微生
物合成蛋白质的重要底物,肽和氨基酸对瘤胃微生物
蛋白合成所需的氮贡献大约有 1/8遥

肽比游离氨基酸有更大的促微生物生长的效果

(Argyle等袁1989;Russell等袁1983;Kaur等袁1992)遥 Cruz
Soto等(1994)也证实袁瘤胃细菌的生长在有肽时速度
比有氨基酸时要快 70%遥

Griswold等(1996)研究表明,肽除了是瘤胃微生物
快速生长所必需物质外袁 其作为一种非蛋白氮(NPN)
来源,促进了瘤胃内纤维物质的充分消化遥 另外还发
现袁 与具有类似氨基酸组成的氨基酸混合物相比较袁

《饲料工业》·圆园园8年第 圆9卷第 22期 营 养 研 究

42

mailto:fi-xu@163.com


混合瘤胃细菌对肽的脱氨基速度更快些 渊Chen 等袁
1987冤遥 Copper等渊1985冤以 14C-AA 和肽作为添加物
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袁 混合瘤胃微生物区系优先利
用肽袁而非游离氨基酸遥 Wright等渊1967冤发现袁氨基
酸合成微生物蛋白的效率要低于肽合成微生物蛋白

的效率遥
Russell等(1983)研究发现袁对于发酵非结构性碳

水化合物(NSC)的细菌来说袁66%细胞氮由肽或 FAA
供给袁剩下的 34%来源于 NH3遥如果没有肽或 FAA袁细
胞氮则全部来源于 NH3遥Russell等(1992)还发现袁发酵
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NSC)的微生物在降解蛋白质和
其它氮源时肽产量较多而氨产量较少袁同时这种微生
物能利用肽遥 康奈尔大学提出的野康乃尔净碳水化合
物和蛋白质体系(CNCPS)冶把瘤胃微生物分成两大类袁
一类是发酵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NSC)的微生物,非结
构性碳水化合物袁如淀粉袁主要由这类微生物来发酵袁
它们可以利用氨尧肽和氨基酸作为氮源袁肽对这类微
生物的生长有较强的刺激作用曰另外一类则是发酵结
构性碳水化合物(SC)的微生物袁这类微生物发酵细胞
壁碳水化合物袁如纤维尧半纤维等袁仅能利用氨作为氮
源袁不能发酵肽和氨基酸袁其生长不受肽的促进作用
(Russell等袁1992)遥康乃尔大学的学者们认为袁发酵 SC
的细菌不能利用肽和 FAA袁 只有发酵 NSC的细菌才
能利用肽和 FAA遥

但另外一些研究结果却表明袁肽对细菌生长并没
有影响(Fujimaki等袁1989)遥Jones等(1998)认为袁当日粮
中含有较高浓度的非结构碳水化合物(NSC)时袁瘤胃
内过高的肽浓度渊相对于氨而言冤会抑制蛋白质的消
化袁从而氨产量下降袁抑制了纤维分解菌的生长袁从而
使得瘤胃中纤维的微生物蛋白合成量和瘤胃消化率

降低遥 Broderick等(1989)研究也证实了高浓度肽抑制
了完整酪蛋白转变成 NH3袁同时还发现,蛋白质的降解
随着连续培养液中肽浓度的升高而呈线性下降遥
2 微生物对肽的吸收降解

2.1 降解的机制

Wallace 等(1987尧1990)认为袁瘤胃内肽的水解是
类似二肽酶作用机制袁不受日粮影响遥 从肽链的氮端
开始,具有专一性遥 即由二肽基肽酶(Dipeptidyl pepti鄄
dase)从大分子肽链的 N -端上依次切掉二肽, 再由二
肽酶(Dipeptidase)将二肽断裂成氨基酸遥 水解肽的酶
类主要有二肽基肽酶 I(Dipeptidyl peptidase)和外源性

氨肽酶( Exoaminopeptidase) (Depardon等袁1995)遥 肽酶
的活性主要存在于细菌遥
2.2 降解肽的微生物

Hoover等(1991)研究发现袁细菌尧原虫和真菌都具
有水解蛋白质的能力袁 并且利用其降解产物要要要肽尧
氨基酸和氨作为氮源维持其生长遥 Pittman等(1964)认
为,栖瘤胃拟杆菌能够有效地利用含 4个氨基酸以上
的肽,但不能利用游离氨基酸及多数二肽和三肽遥 栖
瘤胃普氏菌具有高二肽基肽酶及二肽酶活性的细菌

种属,对蛋白质及肽的分解有重要作用(Prins等,1983)遥
根据 16S rDNA序列分析袁 可将栖瘤胃普氏菌分为 4
类袁这 4类都能产生二肽基肽酶袁其中一类 P. albensis
能产生至少 4种不同的酶类袁 且均为丝氨酸蛋白酶袁
这些酶对抑制剂的特异性和敏感度不同(Wallace等袁
1997)遥Wallace等(1991)研究了瘤胃内 14种 29个品系
的细菌肽酶的活性袁认为栖瘤胃拟杆菌是瘤胃内肽水
解的最重要的菌种遥 同时发现牛链球菌具有较高的
亮-精酰胺酶(leu-argamidase)的活性遥 Hino等(1987)认
为原虫对肽和氨基酸的吸收有限遥但Wallace等(1987尧
1990) 发现原虫定居的动物亮-氨肽酶(leuaminopepti鄄
dase)活性较高袁并观测到原虫较细菌更活跃地摄取由
两个丙氨酸(Ala)残基构成的肽曰另外袁在原虫存在的
情况下袁L-丙三肽的消失率较大遥 Wallace等 (1990尧
1991尧1995) 还指出袁瘤胃原虫较细菌能更强地摄取由
2个丙氨酸残基构成的肽袁大量分泌二肽酶袁对二肽
的降解和积累有重要作用袁活性随着肽链长度的增加
而降低遥 但在没有原虫生栖时袁其二肽酶活性将由细
菌代替遥
3 影响微生物摄取肽的因素

3.1 肽的性质和组成

Wal1ace等(1998)研究认为袁肽的 N-端结构与氨
基酸组成影响微生物对肽的摄取遥 如果肽的 N原端为
甘氨酸或脯氨酸袁 则肽的降解速度减慢 (Wallace等袁
1989;Yang等袁1992曰Wallace等袁1996) 遥动力学研究表
明,虽然亲水性和疏水性肽两者 Km值相似袁细菌对两
者的亲和性相同袁但疏水性肽的最大水解速度是亲水
性肽的一半遥尤其是含有 Pro的肽具有抗降解效应,可
能细菌不能摄取它们(Armstead等,1993)遥 Ala尧Val尧Gly
分别与 Pro结合后袁水解速度减慢(Yang 等,1992)遥

研究还发现袁疏水性肽含有比例较高的 Try尧Tyr尧
Phe尧Pro和支链氨基酸 Val尧Leu曰 在亲水性肽中袁Arg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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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s尧Glu尧Asp含有的比例较高渊Chen等袁1987) 遥 Wal鄄
lace等(1993)研究了绵羊瘤胃内抗降解肽的氨基酸组
成袁发现它们中脯氨酸尧甘氨酸尧丙氨酸尧天门冬氨酸
和谷氨酸含量较为丰富袁而亮氨酸尧异亮氨酸尧酪氨酸
和苯丙氨酸含量相对较低遥

Wallace 等(1990)报道,Pro-Gly-Gly尧Gly-Pro-Gly尧
Gly-Pro尧Pro-Leu-Gly-Gly降解速度较其它肽要慢遥但
Depardon 等(1995)体外研究瘤胃细菌对大豆肽的代谢,
未发现细菌对亲水性肽和疏水性肽的代谢存在差异遥
并且认为肽的疏水性并不是决定肽代谢的唯一因素,
而与肽的基本结构相关的其它因子(二尧三级结构等)
可能对肽的断裂及细菌的吸收起更加重要的作用遥
3.2 肽分子量大小的不同

经研究发现袁分子量大小不同的肽均能被微生物
所吸收袁 但其吸收和利用又受到分子量大小的影响遥
就合成菌体蛋白的速度而言袁小分子量的肽要慢于大
分子量的肽渊Wright等袁1967曰Copper等袁1985冤遥 Wal鄄
lace等(1989尧1990)根据细菌对丙氨酸残基的肽代谢
研究发现袁长肽的代谢速度较快遥 Wallace等(1990) 认
为袁 肽的大小不仅是决定其代谢快慢的一个因素,而
且也决定哪种微生物水解肽遥同时还发现纤毛原虫较
细菌具有较高的二肽酶活性袁细菌则对长肽的摄取更
活跃遥 Wallace等(1991)进一步研究了细菌肽酶的活
性,体外研究结果表明,利用不同丙氨酸残基数的肽的
细菌品种不同袁活性也不一样遥相同的底物袁产物也不
一定相同遥

Depardon等(1995)用凝胶层析法将大豆水解肽按
分子量进行分离,并进行体外培养发现,大分子量的肽
(4 000耀5 000 Da)的降解速度要快于中等肽(2 000耀
3 000 Da)和小分子量 (1 000耀500 Da)的肽遥 Cotta 等
(1998)和 Wallace 等 (1996)报道分子量大到 2 000 Da
的多肽很快就会被降解遥 Broderick等(1988)研究混合
瘤胃微生物对中性肽的代谢发现袁在由丙氨酸残基构
成的肽中,三肽大于四肽,然后是五肽,二肽最慢遥

但也有研究发现 , 当肽链氨基酸残基大于 3
(Broderiek等袁1998)尧大于 4(Wallace等袁1990)和大于 7
(Pittman等袁1964) 时袁微生物摄取肽的速率反而下降遥
大分子肽转化为 VFA 的速度要低于小肽和氨基酸
(Wright等袁1967)遥

已有报道表明, 瘤胃微生物能摄取 18个氨基酸
残基的肽(Pittman等袁1967)遥 微生物吸收肽的最大长

度与摄取速度最快的长度还没有定论袁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阐明这一问题遥
3.3 其它因素

Wallace等(1998)报道袁如果肽带有净负电荷袁则
其被摄取的速率减慢遥另外袁肽 N-端甲酰或乙酰化和
离子载体对肽降解与整合也存在较大的影响遥

CruzSoto等(1994)用瘤胃微生物纯培养研究表明,
以可溶性糖袁如葡萄糖和纤维二糖作能源时袁肽促进
可溶性糖分解菌的生长速度比氨基酸的促进作用高

70%袁而纤维素分解菌袁在氯化铵袁混合氨基酸和肽三
种氮源条件下的生长速度相同袁 由此得出的推论是袁
肽能否对微生物生长有促进作用袁主要取决于碳水化
合物的发酵速度袁对于发酵速度快的可溶性糖袁肽能
够促进微生物生长袁 而对发酵速度慢的纤维素类物
质袁肽不能促进微生物的生长遥

Wallace等(1998)研究发现袁当在不同能源培养液
中添加肽时袁 肽能够明显地促进淀粉和木糖发酵袁但
对葡萄糖的发酵影响却不大袁因此提示淀粉和木糖可
能会增加微生物对肽的需要遥

此外袁纤维分解菌生长需要支链 VFA(Bryant等袁
1973曰Russell等袁1992)袁 而支链 VFA又来源于支链氨
基酸(Russell等袁1984)遥因此袁在某些情况下袁如高粗料
型日粮袁由于真蛋白的不足袁瘤胃支链氨基酸及其肽
类含量很低袁往往会导致纤维分解菌支链 VFA缺乏袁
进而使其生长受到抑制遥
4 小结

肽对细菌的繁殖有加速效应遥其机制可能是使得
细胞分裂周期的长度缩短袁但是这种效应可能与能量
同步快速释放相关遥而微生物对肽的降解类似二肽酶
作用机制袁不受日粮的影响遥细菌尧真菌和原虫都能在
某种程度上利用肽作为生长的氮源袁但是利用程度和
效率不同遥肽的性质尧组成袁分子大小等因素都影响微
生物对肽的吸收和利用遥 大多数证据都表明袁在一定
条件下袁肽能改变瘤胃微生物的生长速度和合成菌体
蛋白的效率遥 这是一个好的趋势袁必将给动物营养学
带来全新的面貌遥

（参考文献 37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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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质量分析中结果最终报告的准确方法
商 军 王 蓓 潘 娟

摘 要 针对目前等同采用国际标准方法中饲料测定结果可接受性检查程序和报告最终结果方

法中存在的问题，对 ISO 5725—1994：6《测量方法和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和精密度）第 6部分：准确
度值的实际应用》及其相关标准如何在检查测定结果可接受性程序及确定最终报告结果方法的准确

使用进行了讨论，并通过对饲料检测工作中等同采用国际标准方法和采用国家标准方法所得测定结

果的实际应用进行了例举，阐述了饲料质量分析中报告最终结果的准确方法。

关键词 饲料；质量分析；结果最终报告；准确方法

中图分类号 S816.17
Accuracy methods for defining final quoted results in quality analysis of feeds

Shang Jun, Wang Bei, Pan Juan
Abstract Accuracy methods for checking acceptability of test results and determining the final quoted
results in ISO 5725原6:1994 and its relevant standards were introduced and the use in practical cases of
test results obtained under repeatability conditions in routine quality analysis of feeds was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respectively.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bove can be ensure that the accept鄄
ability of test results obtained under repeatability conditions and defining the final quoted results of the
laboratories are accuracy.
Key words feeds曰quality analysis曰final quoted results曰accuracy methods
近年来在制订和修订饲料标准的过程中, 一些饲料基

础标准(GB/T 13885要2003/ISO 6869要2000曰GB/T 6433要
2006/ISO 6492要1999;GB/T 6434要2006/ISO 6865要2000;
GB/T 6435要2006/ISO 6496要1999曰GB/T 6438要2007/ISO
5984要2002曰GB/T 6439要2007/ISO 6495要1999等)都等
同采用国际标准遥 通过采用国际标准来协调尧规范市
场袁即有利于国内市场的发育和完善袁又有利于沟通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遥在全球经济趋向一体化
发展的今天袁 采用国际标准是打开国际市场的钥匙袁
也是增强我国饲料工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渊粟胜
兰袁2008冤遥 但在采用国际标准的同时袁对检测单位及
饲料生产企业的检验人员如何准确理解和掌握国际

标准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袁特别是最终结果的正确表示
方法遥 由于对相应国际标准渊ISO 5725要1994院1耀4曰6冤
的忽略袁饲料质量测定结果的最终报告常常出现不符
合标准的做法遥 以上的情形袁不仅给客户造成很大的

混乱袁 也给行政管理部门对结果的判断带来了困难袁
而且不利于饲料工业国际贸易的结算尧索赔尧拒收甚
至销毁遥 为此袁有必要介绍一下饲料质量分析中报告
最终结果的准确方法袁供大家参考遥
1 理论基础

1.1 引用标准

一般说来袁 检验人员在对饲料样品进行检测时,
会采用同时进行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检测(在重复性条
件下测定 ),得出两个结果(x1和 x2)或两个以上 (x1袁x2袁
噎袁xn)的结果,如何对测定结果进行处理并报告最终结
果, 这是所有检验人员在日常检测工作中遇到的情
况遥 为了正确处理检测数据袁报出最终的结果,检验人
员应掌握国际标准 ISO 5725要1994院1耀4曰6, 其中 ISO
5725要1994院6更是应该重点掌握的一个实用标准遥
1.2 几个需要说明的参数

1.2.1 测定数据组与中位数渊Me冤
将一组测得值 x1袁x2袁噎袁xn排成次序量 x渊1冤臆x渊2冤臆

噎臆x渊n冤袁则中位数为院当 n为奇数时袁Me= x渊n+1冤/2曰当 n
为偶数时袁Me=( xn/2+x(n/2+1))/2遥
1.2.2 重复性限渊r冤和再现性限渊R冤的计算

根据 ISO 5725要1994院6中 4.1.4的规定院 =2.8 r曰
R=2.8 R遥 r为测量方法在重复性条件下标准差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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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曰 R为测量方法在再现性条件下标准差的真值遥 标
准差的估计值计为 s袁 按 ISO 5725要1994院1耀2 的程
序袁这些估计值是基于一定数量的测试结果袁带给我
们关于标准差真值可能的最佳信息袁 故可计为 滓袁并
以它作为标准差的真值遥
1.2.3 临界极差[CR0.95(n)]和临界极差系数 f(n)

根据 ISO 5725要1994院6中 5.2.2.1的规定院CR0.95(n)越
f(n) r袁 为测定数据个数遥 临界极差系数 f(n)见表 1遥

表 1 临界极差系数 f(n)
n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f(n)
2.8
3.3
3.6
3.9
4.0
4.2
4.3
4.4
4.5
4.6
4.6
4.7
4.7
4.8
4.8
4.9

n
34
35
36
37
38
39
40
45
50
60
70
80
90
100

f(n)
5.4
5.4
5.4
5.4
5.5
5.5
5.5
5.6
5.6
5.8
5.9
5.9
6.0
6.1

n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f(n)
4.9
5.0
5.0
5.0
5.1
5.1
5.1
5.2
5.2
5.2
5.3
5.3
5.3
5.3
5.3
5.4

1.3 检查测定结果可接受性的方法及确定最终报告

结果

1.3.1 从两个测定结果开始袁测试费用较低时
当测试费用较低时袁测试两个测定结果袁在重复

性条件下所得测定结果可接受性的检查程序见图 1遥

x1 -x2 臆r

再测 2个结果

xmax-xmin臆CR0.95(4)

是 x1+x22 为最终报告结果

是 x1+x2+x3+x44 为最终报告结果

否

x渊2冤+x渊3冤2 为最终报告结果

两个结果开始

注院x渊2冤为排序第 2小的测定结果袁x渊3冤为排序第 3小的测定结果遥 下
图同遥
图 1 在重复性条件下所得测定结果可接受性

的检查程序（测试费用较低）

1.3.2 从两个测定结果开始袁测试费用较高时
当测试费用较高时袁测得的两个结果袁在重复性

条件下所得测定结果可接受性的检查程序见图 2遥

x1 -x2 臆r

再测 1个结果

xmax-xmin臆CR0.95(3)

是 x1+x22 为最终报告结果

是 x1+x2+x33 为最终报告结果

否

x(2)为最终报告结果

两个结果开始

图 2 在重复性条件下所得测定结果可接受性

的检查程序（测试费用较高）

或者采用如下图 3方法遥

x1 -x2 臆r

再测 1个结果

xmax-xmin臆CR0.95(3)

是 x1+x22 为最终报告结果

是 x1+x2+x33 为最终报告结果

两个结果开始

再测 1个结果

xmax-xmin臆CR0.95(4) 是 x1+x2+x3+x44 为最终报告结果

否

x渊2冤+x渊3冤2 为最终报告结果

否

图 3 在重复性条件下所得测定结果可接受性

的检查程序（测试费用较高）

1.3.3 两个以上初始测定结果

如果检验工作中有初始结果两个以上的情形袁将
n个结果的极差渊xmax-xmin冤与表 1临界极差系数 f(n)中
查得计算的临界极差 CR0.95(n)比较袁若等于或小于临
界极差袁则取 n个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报告结
果曰若大于临界极差袁则由图 4耀图 6表明的 A尧B尧C三
种情形之一来确定最终报告结果遥

淤 情形 A院n个测定结果开始袁测试费用较低时曰
于 情形 B院n个测定结果开始袁测试费用较高时曰
盂 情形 C院当 n逸5并且测试费用较低或者 n逸4

并且测试费用较高时遥
由图 4耀图 6的在重复性条件下所得测定结果可

接受性的检查程序可知袁 对测试费用较低的情形袁情
形 A与情形 C的区别在于院 情形 A需要追加 n次测
定袁而情形 C只需要追加小于 n/2次的测定遥 最终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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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情形确定最终报告结果袁依赖于 n的大小以及每
次测定的难易程度曰对测试费用较高的情形袁情形 B
与情形 C的区别在于院情形 C只需要追加测定袁而情
形 B不需要追加测定曰当追加测定的费用非常高而不
可能时袁情形 B是唯一的选择遥

n个结果的极差
臆CR0.95(n)

再测 n个结果

是 所有 n个结果的算术平均
值为最终报告结果

n个结果开始

否
所有 2n个结果的中位数为最终报告结果

2n个结果的极差
臆CR0.95(2n)

是 所有 2n 个结果的算术
平均值为最终报告结果

注院中位数渊Me冤= x(n)+x(n+1)2 遥
图 4 在重复性条件下所得测定结果

可接受性的检查程序（情形 A）

n个结果的极差
臆CR0.95(n)

是 所有 n个结果的算术平均
值为最终报告结果

n个结果开始

否
所有 n个结果的中位数为最终报告结果
注院当 n为奇数时袁中位数(Me)=x渊 n+12 冤曰当 n为偶数时袁中位
数渊Me冤=

x渊 n2 冤
+x渊 n2 +1冤
2 遥
图 5 在重复性条件下所得测定结果

可接受性的检查程序（情形 B）

n个结果的极差
臆CR0.95(n)

再测 m个结果

是 所有 n个结果的算术平均
值为最终报告结果

n个结果开始

否

所有(n+m)个结果的中位数为最终报告结果

(n+m)个结果的极差
臆CR0.95(n+m)

是 所有(m+n)个结果的算术
平均值为最终报告结果

否

注院 m应选满足条件 n/3臆m臆n/2的整数曰n+m为奇数时袁 中位数
(Me)=x渊 n+m+12 冤曰当 n+m为偶数时袁中位数(Me)=

x渊 n+m2 冤+x渊 n+m2 +1冤
2 遥

图 6 在重复性条件下所得测定结果

可接受性的检查程序（情形 C）
2 饲料检测工作中实际应用的举例

2.1 从两个测定结果开始袁测试费用较低

2.1.1 用标准 GB/T 6438要2007/ISO 5984要2002 测
定仔猪饲料中粗灰分

灰分两个测定结果院5.71豫尧5.41豫遥该标准中规定
的重复性限渊r冤为 0.21豫袁两个独立试验结果之间的绝
对差值 5.71豫-5.41豫 越3豫跃0.21豫遥必须进行复验袁由
于测试费用较低袁 因此要求检验员再测 2个结果袁获
得另外两个测定结果院5.72豫尧5.64豫遥根据 r =2.8滓r袁得
滓r越0.075豫袁查表 1 得临界极差系数 f(4)越3.6袁则临界
极差 CR0.95(4)越 f渊4冤滓r越3.6伊0.075豫越0.27豫袁xmax原xmin=
5.72%原5.41%=0.31%跃CR0.95(4) 越0.27豫遥 由图 1检查
程序可知袁取排序测定结果第 2小及第 3小的平均值
为最终报告结果院 x(2)+x(3)2 = 5.64%+5.71%2 =5.7%遥
2.1.2 用标准 GB/T 6439要2007/ISO 6495要1999 测
定饲料中水溶性氯化物的含量

水溶性氯化物的两个测定结果院2.382豫尧2.980豫遥
该标准中规定的重复性限渊r冤越0.314渊WWC冤0.521袁两个结
果之平均值 WWC= 2.382%+2.980%2 =2.681%代入重复
性限渊r冤公式袁得重复性限渊r冤越0.525豫袁两个独立试验
结果之间的绝对差值 2.382%-2.980% =0.598%跃r越
0.525豫遥必须进行复验袁由于测试费用较低袁因此要求
检验员再测 2 个结果袁 获得另外两个测定结果院
2.807豫尧2.423豫遥 根据 r=2.8滓r袁得 滓r越0.188豫袁查表 1
得临界极差系数 f渊4冤越3.6袁则临界极差 CR0.95渊4冤越f(4)
滓r 越3.6 伊0.188豫 越0.677豫 袁xmax 原xmin =2.980% 原2.382% =
0.598%约CR0.95(4) 越0.677豫遥 由图 1检查程序可知袁取 4
个测定结果的平均值为最终报告结果院

2.382%+2.980%+2.807%+2.423%4 =2.65%遥
2.2 从两个测定结果开始袁测试费用较高
2.2.1 用标准 GB/T 6433要2006/ISO 6492要1999 测
定狗粮中粗纤维的含量

粗纤维两个测定结果院27.6尧31.5 g/kg遥 该标准中
规定的重复性限渊r冤=3.2 g/kg袁两个独立试验结果之间
的绝对差值 27.6-31.5 越3.9 g/kg跃3.2 g/kg遥 必须进行
复验,由于再分析即费时又测试费用较高,因此要求检
验员再测 1个结果, 获得另一个测定结果院31.7 g/kg遥
根据 r =2.8滓r袁得 滓r越1.1 g/kg袁查表 1得临界极差系数
f (3)越3.3袁则临界极差 CR0.95(3)越f(3) 滓r越3.3伊1.1 g/kg越
3.6 g/kg袁xmax原xmin=31.7 g/kg原27.6 g/kg =4.1 g/kg跃CR0.95(3)越
3.6 g/kg遥 由图 2检查程序可知袁取排序测定结果第 2
小的测定结果为最终报告结果院x(2)=31.5 g/kg遥
2.2.2 用标准 GB/T 13885要2003/ISO 6869要2000 测
定饲料中锌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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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含量两个测定结果:92尧104 mg/kg遥该标准中规定
的重复性限(r)=0.11伊W,两个结果之平均值W越 92+1042 越
98 mg/kg 代入重复性限渊r冤公式袁得重复性限渊r冤越
11 mg/kg,两个独立试验结果之间的绝对差值 92-104 =
12 mg/kg跃r越11 mg/kg遥 必须进行复验袁由于测试费用
较高袁因此要求检验员再测 1个结果袁获得另一测定
结果院106 mg/kg遥根据 r=2.8滓r袁得 滓r越3.9 mg/kg袁查表 1
得临界极差系数 f(3)越3.3袁则临界极差 CR0.95(3)越f(3) 滓r越
3.3伊3.9 mg/kg越13 mg/kg袁xmax原xmin=106 mg/kg原92 mg/kg=
14 mg/kg 跃CR0.95(3)越13 mg/kg袁由图 3 检查程序可知袁
要求检验员再测 1个结果为院108 mg/kg遥 则临界极差
CR0.95渊4冤越f渊4冤滓r越3.6伊3.9 mg/kg越14 mg/kg袁xmax原xmin=
108 mg/kg原92 mg/kg =16 mg/kg 跃CR0.95渊4冤越14 mg/kg遥
由图 3检查程序可知袁取排序测定结果第 2小及第 3
小的平均值为最终报告结果院

x(2)+x(3)2 = 104+1062 =105 mg/kg遥
2.3 两个以上初始测定结果

由于目前我国制定的饲料检验方法标准袁除等同
采用国际标准外袁其它检验方法标准均未采用重复性
限渊r冤来表示检验方法测定结果的重复性要求袁而采
用允许差的概念遥 根据 1.2.2项野重复性限渊r冤和再现
性限渊R冤的计算冶袁可认为分析方法标准差的真值 滓r
可近似等于标准差的估算值 sr袁故可近似认为允许差
近似等于重复性限渊r冤袁这样袁就可解决重复性限渊r冤与
临界极差 [CR0.95(n)]在计算中遇到标准差的真值 滓r
无法确认的问题渊刘智敏袁2007冤遥 为此袁用标准 GB/T
13079要2007测定饲料中总砷含量来说明采用允许差
最终报告结果的程序遥 该试样为一个仲裁的配合饲
料袁故需采用标准中的仲裁法原银盐法进行测定袁且该
法复杂耗时袁费用较高袁往往需要 2 d或者更多时间
完成一次分析遥如果在第一次分析中发现有技术上可
疑的数据或者离群值袁那么进行再分析将既费时又费
钱遥 因此袁通常在重复性条件下一开始就获得 3或 4
个测试结果袁可按图 6的程序进行分析遥 试样中总砷
含量的 4个测定结果院4.39尧4.09尧4.70尧4.13 mg/kg遥 该
标准中规定院 测定结果在 1.00耀5.00mg/kg范围内袁允
许差为 10豫遥 4个测定结果的平均值为院4.33 mg/kg袁
故重复性限渊r冤越4.33伊10豫越0.43 mg/kg袁根据 r=2.8滓r袁
得 滓r越0.15 mg/kg袁查表 1得临界极差系数 f(4)越3.6袁则
临界极差 CR0.95 (4)越f (4) 滓r越3.6伊0.15越0.54 mg/kg袁xmax原
xmin=4.70原4.09=0.61 mg/kg跃CR0.95(4) 越0.54 mg/kg遥 因此
要求检验员再测 2个结果院4.17尧4.26 mg/kg袁xmax原xmin=

4.70原4.09=0.61 mg/kg跃CR0.95 (6)越4.0伊0.15越0.60 mg/kg遥
由图 6的检查程序可知袁采用所有 6个测定结果的中
位数为最终报告院

x( 62 )+x( 62 +1)
2 = x(3)+x(4)2 = 4.17+4.262 =4.22 mg/kg遥

2.4 应用中需注意的问题

根据 ISO 5725要要要1994院6的要求袁 如果仅需要
最终测定结果时袁应对如下两点进行说明院淤用于计
算最终报告测定结果所用的测试结果数曰于最终报告
测定结果用的是测试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还是中位数遥
3 小结

在加强国际合作袁 提高国际标准采用率的同时袁
也应加强相关检验人员对国际标准的准确理解和掌

握遥 通过对 ISO 5725要要要1994院6叶测量方法和结果的
准确度(正确度和精密度)第 6部分院准确度值的实际
应用曳及相关标准的准确理解,可解决检测人员在日
常饲料检测工作中常犯的错误及混乱,为给出更准确
的报告奠定了理论基础遥 与此同时,在制订和修订饲
料方法标准的过程中,除了要加强饲料标准方法学及
适用性的验证外,也应借鉴国际先进标准体系的经验,
如采用 ISO 5725要要要1994院2叶测量方法和结果的准确
度(正确度和精密度)第 2部分院确定标准测量方法重
复性与再现性的基本方法曳, 加强饲料标准对各类饲
料产品测定结果的统计要求渊重复性限和再现性限冤,
使制修订的饲料标准更具科学性,并符合国际惯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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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火焰原子吸收法对测定小麦粉中铜含量的测量不确定度进行了评定，建立了测量

过程中各分量的数学模型，并识别了测量过程中不确定度来源，估算了各不确定度分量对总不确定度

的影响，确定了测量结果的置信区间，给出了小麦中铜的含量及置信区间为(2.80依0.15 ) mg/kg，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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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检测中袁 由于测量手段的不完善以及
人们认识水平的不足袁所得到的结果具有分散性袁即
每次被测量值以一定的概率分散在某个区域的多个

值遥 表征合理地赋予被测量值的分散性尧与测量结果
相关联的参数袁称为测量不确定度[1]遥 不确定度的评
估是国际检测实验室之间互认和通用准则接轨的基

础袁是评定测量结果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2]遥 随着中
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更加紧密袁 世界贸易的不断扩
大袁国内外对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日益关注遥 因此袁
实验室开展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和应用工作显得十

分重要遥
铜是小麦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之一遥本

文以小麦为例, 分析评定用火焰法原子吸收法测定小
麦中铜含量的不确定度来源袁并对其各分量进行了评
估袁如实反映测量的置信度和准确性遥 由于合成不确
定度的大小取决于很多方面, 如样品称量的不确定
度尧测量重复性的不确定度尧标准溶液的不确定度尧空
白试剂导致的不确定度等[3]遥因此, 分析最大的不确定
度分量对提高我们的检测工作的水平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袁可以对使用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其它金属元
素的不确定度分析提供参考遥
1 材料和方法

1.1 主要仪器与试剂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渊HITACHI Z-2000冤曰电子
天平渊Sartorius CP224S冤曰电热板渊北京中兴冤曰超纯水
机渊Milipore冤遥

实验用水为二次蒸馏水曰 所用试剂均为优级纯曰
铜的标准储备液 1 000 滋g/ml 渊国家标准物质购买中

心冤,用此储备液稀释至所需浓度遥
所用玻璃仪器均以 10%硝酸溶液浸泡 24 h 以上,

用水反复冲洗,最后用去离子水冲洗晾干,备用遥
1.2 原理

小麦中的铜含量的测定按照 GB/T 13885要2003
中规定的方法遥将灰化完全的小麦样品放在马福炉于
(550依15) 益温度下灰化袁后用盐酸溶解残渣并稀释定
容袁 最后导入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空气原乙炔火焰
中袁测量铜的吸光度袁并与铜标准溶液的吸光度比较
定量遥
1.3 测量步骤渊见图 1冤
样品称量 AAS测定干灰化处理 酸溶解处理并定容

建立标准曲线 数据处理及计算1 000 滋g/ml铜标准溶液
图 1 小麦中铜含量测定步骤

2 数学模型

= ( 1- 2)伊 伊1 000伊1 000 遥
式中院 要要要样品中的铜含量渊mg/kg冤曰

1要要要测定样品溶液中铜含量渊滋g/ml冤曰
2要要要试剂空白溶液中铜含量渊滋g/ml冤曰
要要要样品处理后的总体积渊ml冤曰
要要要样品质量渊g冤遥

3 输入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3.1 样品中铜的含量不确定度评定 u(A1)
3.1.1 样品铜含量重复测量的不确定度分项 u(A11)(属
于 A类不确定度评定)

在重复性的条件下袁对小麦样品进行 6次重复测
定袁计算结果见表 1遥

表 1 测定用样品铜含量测定值

编号
铜的含量(滋g/ml)

1
0.119 0

3
0.122 7

5
0.127 6

2
0.106 2

4
0.110 0

6
0.1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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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知袁 铜含量平均值为 0.117 1 滋g/ml曰计
算其标准不确定度为

u(A11)= 1n(n-1)移 xi -x蓸 蔀 2姨 (n=6)
=0.003 2 滋g/ml遥

3.1.2 吸光度拟合直线求值的不确定度分项 u(A12)(属
于 A类不确定度评定)

分别以铜的质量浓度 0.00尧0.04尧0.10尧0.20尧
0.50 滋g/ml的标准溶液绘制标准曲线袁每个浓度用火
焰原子吸收法分别测定 3次袁其测量数据见表 2遥

表 2 铜标准溶液的浓度c 和相应的吸光度 y
Ci(滋g/ml)

0.00
0.04
0.10
0.20
0.50

y2
0.000 02
0.001 15
0.002 71
0.005 40
0.013 26

y3
原0.000 06
0.001 13
0.002 72
0.005 39
0.013 24

平均值 y
0.000 01
0.001 14
0.002 68
0.005 39
0.013 26

y1
0.000 08
0.001 13
0.002 61
0.005 37
0.013 27

根据测量数据袁仪器设置用线性回归法求出标准
工作曲线袁 其回归直线为 y= + 伊 =0.026 5 垣5伊10-5袁
相关系数 r=1.000 0遥 其中 =5伊10-5袁 =0.026 5遥

本试验对样品重复测定 6次袁 其平均吸光度为
0.0032 5,代入直线方程得到样品质量浓度 c= 0.117 1
滋g/ml遥 则标准曲线拟合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u(A12)= 1 + 1 -c蓸 蔀 2
cc姨 ( =6袁 =15)

式中院 要要要标准溶液吸光度的残差的标准偏差曰
c要要要标准溶液的平均浓度曰
要要要标准溶液的测量次数曰
要要要样品的测量次数曰
cc要要要为标准溶液浓度残差的平方和遥
代入数据袁其中 =3.78伊10-5袁 =0.026 5袁 =5伊10-5袁

c= 0.168 滋g/ml袁 =15袁 =6曰
cc越

n

1
移(c-c)2 =0.160 5遥

u(A12)=0.000 7 滋g/ml遥
3.1.3 铜标准溶液的不确定度分项 u渊A13冤渊属于 B类
不确定度评定冤

根据经验袁由于稀释引起的不确定度较小袁可忽
略不计袁故各铜标准溶液配制的不确定度 u(A13)即为
铜标准溶液的不确定度遥使用的铜标准溶液购自国家
标准物质中心袁编号为 GBW08615袁标准样品证书上
给出的不确定度为 0.1豫遥 因为浓度定值的不确定度

分布服从正态分布袁证书上未提供置信水平 p或包含
因子 k值袁假设置信水平 p=99%,则 k=3遥

u(A13)越 0.1%3 xmax越 0.1%3 伊0.5越0.000 2 滋g/ml曰
因为 u(A11)尧u(A12)尧u(A13)各自独立袁所以
u(A1)= u(A11)2+u(A12)2+u(A13)2姨

= 0.003 22+0.000 72+0.000 22姨
=0.003 3 滋g/ml遥

3.2 输入量 A2的标准不确定度 u(A2)的评定
3.2.1 试剂空白铜含量重复测量的不确定度分项 u(A21)
(属于 A类不确定度评定)

对试剂空白进行 6次重复测定袁测量结果见表 3遥
表 3 测定试剂空白铜含量

编号
铜的含量 xi(滋g/ml)

1
0.003 4

3
0.002 4

5
0.001 8

2
0.004 9

4
0.004 1

6
0.005 6

铜含量平均值为 0.003 7 滋g/ml曰根据公式

u渊曾i冤= 1n(n-1)移 xi -x蓸 蔀 2姨 (n=6)
计算其标准不确定度为 u(A21)=0.000 6 滋g/ml遥

3.2.2 吸光度拟合直线求值的不确定度分项 u(A22)(属
于 A类不确定度评定)

同 3.1.2 得 u渊A22冤越u(A12)越0.000 7 滋g/ml遥
3.2.3 铜标准溶液的不确定度分项 u渊A23冤渊属于 B类
不确定度评定冤

同 3.1.3得 u渊A23冤越u(A13)越0.000 2 滋g/ml遥
因为 u(A21)尧u(A22)尧u(A23)各自独立袁所以
u(A2)= u(A21)2+u(A22)2+u(A23)2姨

= 0.000 62+0.000 72+0.00022姨
=0.000 9 滋g/ml遥

3.3 样品处理后的修正浓度渊A1-A2冤
因 A1尧A2相互独立袁则
u(A1原A2) = u(A1)2+u(A2)2姨

= 0.003 32+0.000 92姨
=0.003 滋g/ml遥

3.4 样品处理后的总体积不确定度 u(V)
3.4.1 容量瓶体积的不确定度 u(V1)(属于 B类不确定
度评定)

所使用的经过校准的 25 ml A级容量瓶袁最大允
许误差为依0.030 ml袁在没有特别指明的情况下袁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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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体积(ml)

1
24.9854

4
24.936 6

5
24.824 1

2
24.958 6

3
25.022 4

6
25.009 4

7
25.013 6

8
24.987 9

9
25.009 0

10
25.011 8

表 4 样品溶液体积的测定值

器皿一般采用三角分布袁所以
u(V1)越 0.030

6姨 越0.012 2 ml遥
3.4.2 定容变动性的不确定度 u(V2)(属于 A类不确定

度评定)
充满样品溶液至刻度的变动性袁 可通过重复称

量进行统计评定袁实际重复测定 10 次袁测量数据见
表 4遥

u(V2)= s
10姨 = 0.059 8

10姨 =0.018 9 ml遥
3.4.3 容量瓶实际定容温度与校正时温度不同引起

体积变动的不确定度 u(V3)(属于 B类不确定度评定)
A级容量瓶的标称体积是 20 益袁 实验室的温度

变化范围是渊20依10冤 益袁该影响引起的不确定度可以
通过估算该温度范围和体积膨胀系数来计算遥 液体
的膨胀系数明显的大于容量瓶的体积膨胀袁 故仅考
虑液体的体积膨胀遥 水的膨胀系数为 2.1伊10原4/益袁假
定温度变化为矩形分布袁取 k= 3姨 袁则温度引起的不
确定度为院

u(V3)越 25伊10伊2.1伊10-4

3姨 越0.030 3 ml遥
因为 u(V1)尧u(V2)尧u(V3)各自独立袁所以
u(V)= u(V1)2+u(V2)2+u(V3)2姨

= 0.012 22+0.018 92+0.030 32姨 =0.037 7 ml遥
3.5 样品质量 m的不确定度 u(m)

用玉级电子天平称量袁 电子天平经过检定合格遥
每次称取样品含量 m约为 1 000 mg渊6次称样的平均
重量为 1 013 mg冤袁据天平检定证书提供的资料院天平
的不确定度为 0.5mg, 由于减量法涉及两次独立的称
量袁 按均匀分布袁k= 3姨 遥 因此由天平校准产生的不
确定度为院

u(m)越 2姨 伊0.5/ 3姨 越0.408 mg遥
4 计算合成标准的不确定度

设引入不确定度的各分量之间彼此相互独立尧互
不相干,所以整个实验中的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uc(Y)/Y= u(A1 )-u(A2 )
A1 -A2蓘 蓡 2 + u(V)

V蓘 蓡 2 + u(m)
m蓘 蓡 2姨

= 0.0030.117 1-0.003 7蓸 蔀 2 + 0.037 725蓸 蔀 2 + 0.4080101 3蓸 蔀 2姨
=2.7%遥

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小麦粉中铜的含量袁
检测结果为院

越 ( 1- 2)伊 伊1 000伊1 000
越 (0.001 7-0.0037)伊25.00伊1 0001.012 7伊1 000
=2.80 mg/kg袁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院uc(Y)=Y伊2.7%=2.80伊2.7%=

0.076 mg/kg遥
5 计算扩展不确定度

取 k=2袁置信水平=95%袁则 U=k伊uc(Y)=2伊0.076=
0.15 mg/kg遥
6 不确定度报告

小麦粉中铜的含量的扩展不确定度 U=0.15 mg/kg
[U由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c渊Y冤=0.15 mg/kg及包含因子
k=2而得]遥所以小麦粉中铜的含量为(2.80依0.15) mg/kg,
k越2遥
7 结束语

由各分量不确定度的数值可知,不确定度的主要
由空白试样和样品的重复测定所引入,所以在实际的
实验过程中袁适当增加空白试样的个数可提高数据的
准确性袁而其它因素影响则相对较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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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能体系和可消化氨基酸体系在养猪生产中的应用
刘朝干 李永义

目前,畜牧业中能量饲料是成本最高的一种饲料,
如何提高能量的利用率以及减少能量的浪费已成为

畜牧行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净能体系最早应用于奶
牛的日粮配制当中, 在单胃动物中一直沿用着消化能
和代谢能体系, 但消化能和代谢能体系有高估蛋白质
和纤维能值的趋势, 低估了脂肪和淀粉的能值(Noblet,
1994)遥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非常规蛋白质饲料的出现
以及添加合成氨基酸的低蛋白日粮的成功研究和利

用, 消化能和代谢能体系已逐渐不能满足动物营养发
展的需要, 取而代之的则是更加注重饲料能量供给与
动物能量需要之间平衡的净能体系(Noblet袁2004)遥 净
能体系不但考虑了粪能尧尿能与气体能损失,还考虑了
体增热的损失,比消化能和代谢能更准确遥特别重要的
是净能与产品能紧密联系, 可根据动物生产需要直接
估计饲料用量,因而,净能体系是动物营养界评定动物
能量需要和饲料能量价值的趋势(杨凤,1999)遥 畜禽蛋
白质营养需要及饲料蛋白质营养价值的评定经历了

粗蛋白(CP)尧可消化粗蛋白(DCP)尧总氨基酸(TAA)和可
消化氨基酸(DAA)的发展阶段,以可消化氨基酸为基础
配制畜禽日粮比 TAA更加准确(NRC,1994)遥 其实净能
体系和可消化氨基酸体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遥
1 净能体系

1.1 净能体系与消化能尧代谢能体系的比较
作为美国养猪工业的标准体系,消化能体系虽然

还在应用当中袁但其不足也愈来愈明显遥首先袁消化能
不包括尿能形式的损失部分袁当日粮饲料中蛋白质过
高或者氨基酸不平衡时袁会导致大量氨基酸在动物体
内脱氨分解袁将氨转化成尿素及尿素的排泄都需要能
量袁尿能的损失是不容忽视的遥 Le Bellego渊2001冤通过
试验得出 65 kg生长肥育猪的可消化蛋白质渊 冤与尿
能损失 ( )的回归方程院 渊kJ/d冤=3.7 (g/d) -116 (R2=
0.85)遥从方程中可以看出袁65 kg生长肥育猪的日粮中
每增加 1 g的可消化蛋白质袁从尿液中损失的能量则
增加 3.7 kJ遥Just渊1982冤也表明袁在高蛋白日粮下袁尿氮
的排泄量增加袁导致尿能的损失增大遥Noblet渊2002冤通
过试验得出了生长肥育猪和成年母猪中尿氮与尿中

所含有的能量之间的方程式关系院生长肥育猪尿中能
量含量(kJ/kg袁DM采食量)=192+31伊尿氮含量(g/kg,DM
采食量)曰成年母猪尿中能量含量(kJ/kg袁DM采食量)=
217+31伊尿氮含量(g/kg袁DM采食量)遥 其次袁消化能不
包括纤维和小肠段未消化淀粉在肠道中发酵以甲烷

形式损失的能量袁而且这部分能量会因日粮中的纤维
含量高而变得很高遥从表 1也可以看出中性洗涤纤维
对饲料消化能的影响遥

表 1 中性洗涤纤维对饲料消化能的影响

试验动物
60 kg生长猪
成年母猪

回归公式
DCe=98.3-0.09伊NDF
DCe=96.7-0.064伊NDF

RSD
2.0
2.2

资料来源

Le Goff等(2001)
注院DCe院能量消化系数袁RSD院剩余标准差遥
代谢能是消化能经尿能排泄和消化道发酵气体

产生耗能后的剩余值袁没有考虑动物在采食之后所产
生的热增耗遥 首先它易受到日粮中营养成分的影响遥
不同营养成分的热增耗不同袁蛋白质热增耗最大渊约
40%冤袁脂肪的热增耗最小渊约 10%冤袁碳水化合物居中
渊约 18%冤渊Van Milgen等,2001冤遥 Le Bellego等渊2001冤
以及 Ramkonet等渊2000冤试验都证明袁增加日粮中的
粗蛋白含量将导致动物体热增耗的增加遥

其次袁代谢能易受到饲养水平的影响遥 当动物饲
养水平提高时袁动物用于消化吸收的能量增加遥同时袁
体内营养物质的代谢也增强袁 因而热增耗会增加遥
Noblet渊1994冤通过试验得出生长肥育公猪的体产热与
其所摄入的代谢能的回归公式院HP=360伊BW0.42+0.25伊
ME遥 从该公式可以得知袁当饲养水平逐渐升高袁代谢
能摄入增加袁试验动物的体增热也相应增加袁从而导
致代谢能转化为净能的效率降低遥

再者袁受动物生长阶段的影响遥 动物的生长阶段
不同袁机体组织渊骨骼尧肌肉尧脂肪等冤增长的速度不
同袁其化学成分如水分尧粗蛋白质尧粗脂肪等的含量及
比例和能量也不相同渊见表 2冤遥 因此用于沉积蛋白质
和脂肪的能量以及能量利用率是不同的遥

表 2 猪不同生长阶段的增重成分及能量的含量

15
40
80
120

活重渊kg冤
7
11
18
24

周龄 能值
(MJ/kg)

7.58
9.52

12.92
16.34

水分(豫)
70.4
65.7
58.0
50.4

粗蛋白(豫)
16.0
15.5
15.6
14.1

粗脂肪(豫)
9.5
14.1
23.2
32.7

增重成分

注院数据来源院Kirchgessner M.,1987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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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净能体系的优势

由于现在合成氨基酸尧啤酒糟尧豆渣等非常规蛋
白饲料原料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猪日粮中, 该类原料
的消化能或代谢能与实际能够被猪所利用的能量相

互间的比率常变化不定袁结果导致日粮的能量平衡以
及养分浓度被打破遥 相对于消化能和代谢能体系袁净
能体系则能更加准确的评价日粮的能值袁因为它考虑
了日粮不同成分代谢能的利用率(Noblet袁1993)遥另外袁
净能体系将动物能量需要和日粮能量价值在同一基

础表述出来袁因此理论上排除了日粮成分对该体系的
影响渊Noblet袁2004冤遥 因而, 净能体系在动物营养学界
有评定动物能量需要和饲料能量价值的趋势遥
1.3 净能值的预测

由于不能对饲料和日粮的净能值进行常规测定,
所以可以根据消化能或代谢能以及化学成分用回归

方程来预测净能值遥 应用这些方程渊见表 3冤就可以预
测营养成分各异的多种饲料的净能含量, 而且精确度
相当高遥

1.4 净能体系降低日粮成本的作用

尽管玉米和豆粕中的代谢能含量相同(15.26 MJ/kg),
但玉米的净能含量(12.41 MJ/kg)则比豆粕(8.07 MJ/kg)
高很多遥因此,在典型的猪玉米-豆粕型日粮中,通过添
加合成氨基酸袁如赖氨酸尧蛋氨酸尧苏氨酸以及色氨酸
等结晶物,可使日粮粗蛋白含量降低 2%, 但却使净能
提高了 2%遥

Rademacher 等(2001)对净能体系配制生长猪(20耀
40 kg)和肥育猪(70耀105 kg)日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进
行了研究遥 对照组日粮采用代谢能体系配制曰试验组
日粮采用净能体系配制遥 两种日粮的净能水平相同袁
氨基酸尧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含量相同遥 试验组日粮
豆粕和次粉含量降低,但玉米和合成氨基酸的用量提
高遥 通过净能体系袁生长猪和肥育猪日粮的成本分别
节省了 2.10和 2.00 元/t遥 值得注意的是,净能体系是
在恒定日粮净能的同时降低了代谢能,通过优化日粮
组成达到节约饲料成本的目的遥

在利用净能体系配制日粮时袁为了提高能量利用
率袁往往采用低蛋白同时添加必需氨基酸的日粮配制
模式遥在这种情况下袁为了满足动物对氨基酸的需要袁
同时尽可能的在不影响动物生产性能的情况下降低

日粮中蛋白质的含量袁在日粮配制过程中采用可消化
氨基酸体系来确定日粮中蛋白质和氨基酸的含量袁能
更加精确地满足动物对氨基酸的需要遥
2 可消化氨基酸体系

以蛋白质配制日粮并评定营养价值袁是由于蛋白
质是次于能量的重要营养物质袁在饲料成本中袁蛋白
质饲料约占 1/4遥因此袁蛋白质资源利用和低蛋白质日

粮的研究,是以提高蛋白质的生物学价值为目的遥 由
于不同来源的饲料配制的相同氨基酸平衡日粮,也可
能得到不同的饲养效果,学者开始注意到氨基酸的生
物学价值问题(林映才等,1996;许万根,1993)遥 Carpen鄄
ter 提出了氨基酸有效率的概念袁Sibbald 发明了真代
谢能测定方法袁 并将其移植到氨基酸真消化率测定
上袁形成了氨基酸研究的新领域遥
2.1 可消化氨基酸的测定

以可消化氨基酸配制日粮,先将营养成分表中的氨
基酸转化为相应的可利用氨基酸, 即可利用氨基酸=氨
基酸含量伊氨基酸可利用率遥氨基酸可利用率一般多采
用真可利用率(TAAA或 TDAA)遥 进入大肠的蛋白质或
氨基酸对动物几乎没有营养作用,但很大一部分却被微
生物降解和再合成, 盲肠是微生物活动的主要场所,食
糜中有相当数量的未被消化的氨基酸进入盲肠被微生

物利用,影响了可利用率测值(计成,1991),切除盲肠又可
导致正常生理消化规律的改变遥 盲肠严重干扰测值,其
来自盲肠微生物还是去盲肠后的手术生理应激,尚无直
接实验证据遥 猪粪氮的 60%~80%来自大肠微生物降解
含氮物,使可利用率测值严重偏差,为此产生了回肠末
端取样法,派生出屠宰法尧瘘管法尧回-直吻合法等遥马永
喜(1997)对此进行了详细综述,从手术操作尧取样代表性
和可测饲料种类上推荐了回-直肠吻合法遥
2.2 猪可消化氨基酸需要量

猪可消化氨基酸需要量一般是先通过试验测出

猪的最适氨基酸需要量,然后根据这些试验基础日粮
所用的饲料原料,参考文献资料中积累的氨基酸消化
率测定数据, 推算出基础日粮中可消化氨基酸含量

来源

Noblet等袁1994a

Noblet等袁1994b

表 3 根据消化能或代谢能以及化学成分预测净能值

公式
NE=2.73伊DCP+8.37伊DEE+3.44伊ST+0伊DADF+2.93伊DRes
NE=0.843伊DE-463
NE=0.703伊DE+1.58伊EE+0.47伊ST-0.97伊CP-0.98伊CF
NE=0.870伊ME-442
NE=0.730伊ME+1.31伊EE+0.37伊ST-0.67伊CP-0.97伊CF
NE=2.875+4.38伊EE+0.67伊ST-5.50伊Ash-2.01伊(NDF-ADF)-4.02伊ADF
NE=0.755伊Dei+0.522伊Deh

R2
0.96
0.91
0.97
0.94
0.97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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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杨华琦袁2007冤,再加上添加的合成氨基酸(其消化率
为 100%)量,即可获得可消化氨基酸需要量遥 吴世林

等尧 罗献梅分别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 所得结果与
NRC(1998)推荐值有一些差异,见表 4遥

表 4 猪可消化氨基酸的需要量与平衡模式

赖氨酸
蛋氨酸+胱氨酸
苏氨酸
色氨酸

项目 5耀10 kg
1.05(100)
0.55(52)
0.57(54)
0.14(13)

10耀20 kg
0.95(100)
0.53(56)
0.55(58)
0.14(15)

50耀110 kg
0.56(100)
0.35(63)
0.35(63)
0.10(18)

20耀50 kg
0.71(100)
0.42(59)
0.45(64)
0.12(17)

35耀60 kg
0.65(100)
0.39(60)
0.40(61)
0.12(18)

25耀35 kg
0.90(100)
0.53(59)
0.56(62)
0.17(19)

20耀50 kg
0.77(100)
0.44(57)
0.46(60)
0.13(17)

5耀10 kg
1.11(100)
0.63(57)
0.66(59)
0.19(17)

10耀20 kg
0.94(100)
0.53(56)
0.56(60)
0.16(17)

50耀80 kg
0.61(100)
0.36(59)
0.37(61)
0.10(16)

猪生长阶段(吴世林袁1995) 猪生长阶段(罗献梅袁2001) 猪生长阶段(NRC袁1998)

注院括号中的数值表示可消化氨基酸间的相对比例(以赖氨酸为 100作参照)遥

2.3 可消化氨基酸体系在养猪中的应用渊见表 5冤
从表 5可以看出袁 向玉米-豆粕型日粮中添加合

成的赖氨酸袁即可以将日粮的粗蛋白水平降低 2个百
分点而不影响猪的生产性能遥如果同时添加合成的苏
氨酸尧蛋氨酸和色氨酸袁使玉米-豆粕型日粮中粗蛋白
水平降低 4个百分点是可能的遥

表 5 净能体系和可消化氨基酸体系在养猪中的应用效果

来源

Tuitoek等袁1997

Kerr等,1995

Bellego等,2001

Noblet等袁1994

罗献梅等袁2001

罗献梅等袁2001

梁福广袁2005

任继平等袁2001

Han等袁1995

试验对象

72头母猪

24头去势公猪

60头小母猪

去势公猪

生长猪

生长猪

杂交去势公猪

72头断奶仔猪

试验阶段

20耀55 kg曰
55耀100 kg

初始重 22.2 kg

初始重 65 kg

45尧100尧150 kg

25~35 kg

35~60 kg

40依2 kg

初重为 8.64依
0.34 kg

9~25 kg

日粮设计
CP%:16.6尧15.0尧13.0

Lys%:0.66
CP%:14.2尧12.8尧11.0

Lys%:0.55
处理 1院16%CP曰
处理 2院12%CP曰
处理 3院12%CP+Lys尧

TRP尧THR

处理 1院18.9%CP
处理 2院16.7%CP
处理 3院14.6%CP
处理 4院12.3%CP

日粮的 CP含量设
14%尧16%和 18%三个
水平袁日粮氨基酸模
式为院Lys院SAA院Thr院
Trp=100院61院64院18
日粮CP含量分别为院
18.10尧19.16尧20.22和

21.27
对照组院18%CP
处理组院16%CP+

0.10%Lys

测定指标

日增重;采食量;
料肉比曰背膘厚

日增重曰N 和 E
的粪 尧 尿排泄
量曰N 和 E的日
存留率

日增重;N存留量;
体增热 ;NE/DE尧
NE/ME曰体增热

饲料的消化率和
代谢率;NE/ME

最大生长成绩
时可消化氨基
酸和 CP需要量

研究该阶段生
长猪 DAA 需要
量

N 沉积率曰粪 N
和尿 N 的排出
量曰能量利用率

日增重 尧 料重
比尧血清尿素氮

日增重 曰 干物
质尧氮和磷的排
出量

试验结果

试验日粮对各阶段的日增重尧采食
量及料肉比无影响遥 但低蛋白日粮
增加了试验动物的背膘厚遥
处理 2的日增重极显著低于处理 1
和处理 3曰 不同处理日粮对 N和 E
的粪排泄量无影响曰处理 3的尿中
氮和能量的排泄量显著低于处理 1
和 2曰处理 3的 N和 E的存留率均
高于处理 1和处理 2遥
CP含量对日增重无显著影响曰随着
CP的降低袁 粪尿中 N的排泄量降
低袁尿能排泄量降低,但对 N的存留
量无影响曰随着 CP的降低,NE/DE尧
NE/ME极显著升高袁体增热极显著
降低遥
随着生长阶段的延伸袁饲料的消化
率和代谢率显著增加曰但生长阶段
对 NE/ME无显著影响遥
25耀35 kg 生长猪达到最大生产性
能的可消化 Lys尧SAA尧Thr尧Trp 及
CP的需要量分别为 0.90%尧0.53%尧
0.56%尧0.17%尧17.92%袁 赖氨酸在
CP的比例为 5.0豫遥
35耀60 kg 生长猪达最佳生产性能
的可消化 Lys尧SAA尧Thr尧Trp和 CP需
要量分别为 0.65%尧0.39%尧0.40%尧
0.12%和 15.43%遥
随着日粮 CP含量的增加袁 粪和尿
中 N的排泄量显著增加曰N的体内
沉积率显著减少曰 但日粮的 CP含
量对能量的利用率无显著影响遥
不同 CP水平对断奶仔猪日增重尧
料重比和血清尿素氮无显著影响遥
说明添加合成氨基酸后 18%CP粮
不会引起生产性能的下降遥
与对照组相比袁处理组的日增重增
加了 2.8%曰 干物质排出量减少了
16.7%曰 氮和磷的排出量分别减少
了 10.6%和 14.7%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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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还可以看出袁利用可消化氨基酸配制日粮
可以减少动物粪便和尿中氮的排出袁 减少环境的污
染遥 同时袁利用可消化氨基酸配制日粮还可以提高日
粮能量的利用率袁增加能量在体内的存留量袁减少动
物的体增热遥
3 小结

在利用净能体系配置日粮时袁为了从日粮角度减
少动物的热增耗袁增加能量的利用效率袁降低日粮中
的蛋白质含量是有必要的袁为了满足动物对氨基酸的
需要渊特别是必需氨基酸的需要冤袁往往在日粮中添加
工业合成的氨基酸袁在这种情况下袁准确地测定饲料
原料中各种氨基酸的可利用率袁一方面可以精确满足
动物体对氨基酸的需要量袁另一方面也可以按照动物
的生长及生产需要准确确定必需氨基酸与能量的比

例遥相反袁在利用可消化氨基酸配制日粮时袁由于降低
了日粮中的粗蛋白含量袁因此可以提高日粮的能量利
用率袁减少能量的浪费遥 所以净能体系和可消化氨基
酸体系是相辅相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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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屎肠球菌不仅具有优良的生物学特性，还可以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提高采食量及饲料转

化率，降低腹泻率，改善肠道内环境，促进动物健康，是畜牧生产及食品工业首选使用的益生菌菌种之

一。文章主要综述了屎肠球菌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在仔猪生产上的应用、目前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发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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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袁肠球菌(Enterococci)被划分为 Lancefield D
群袁归属于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遥 随着核酸杂交技
术尧细胞脂肪酸分析和细胞壁结构分析技术应用于细
菌分类袁1984年 Schleifer和 Kilpper首次提出肠球菌
不同于链球菌袁 肠球菌应从链球菌属中脱离开来袁形
成一个新的肠球菌菌属(Enterococus)遥 到目前为止,肠
球菌属内已有 32个种遥 肠球菌来源广泛,通常从食品
(如奶尧奶酪产品)尧植物尧水尧土壤及粪便中分离得到遥
屎肠球菌(Enterococcus faecium)属于肠球菌中的一种,
是兼性厌氧的乳酸菌袁它不仅是人和动物肠道中常见
的正常菌种袁还用于改善食品尧饲料的质量遥屎肠球菌
相对于严格厌氧尧 培养保存条件苛刻的双歧杆菌尧乳
杆菌来说袁它是便于生产和使用的首选菌种遥 1989年
美国 FDA 就公布它为可直接用于动物的菌种之一遥
大多数实验证明袁由屎肠球菌组成的益生素可提高幼
年畜禽的体增重袁改善饲料报酬袁减少腹泻率袁降低死
亡率遥 另外袁屎肠球菌代谢产生有机酸尧双乙酰尧过氧
化氢尧细菌素等物质袁这些物质具有抑制病原菌和腐
败菌尧提高免疫力尧改善畜产品品质等生理功效遥 因
此袁屎肠球菌在畜牧生产及食品工业中有着广泛的应
用发展前景遥
1 屎肠球菌的生物学特性

1.1 耐胃酸

新生仔猪胃内的 pH值在 5~6之间袁出生后由于
高产酸细菌定植而逐渐下降袁 数小时后 pH值可降到
4袁然后缓慢下降,在 2月龄前 pH值仍保持在 3左右遥

陈平洁等(2001)从 4月龄健康猪粪中成功分离出两株
屎肠球菌(SF1尧SF2)袁在 pH值 3.0条件下可存活曰李梅
等(2007)从 40日龄健康仔猪空肠粘液中分离到的两
株屎肠球菌 (Ef1尧Ef2)袁在 pH 值 4.0 显阳性袁但在 pH
值 3.5 显弱阳性曰沈中艳等(2007)从健康仔猪新鲜粪
便中筛选分离到的屎肠球菌能耐受 pH值 2.5合成胃
液达 3 h袁 且在 pH值 1.5合成胃液培养 30 min后有
存活袁活菌数降低 2~5个数量级袁但培养达 3 h后袁无
存活遥 Nelson P佴rez Guerra等(2007)试验中所用的屎肠
球菌(CECT 410)在模拟胃液 pH值 2.0中能存活遥造成
屎肠球菌耐胃 pH值能力的差异袁 原因可能是动物来
源或动物的品种与年龄尧分离部位尧筛选方法等不同遥
KOS等研究表明袁益生菌通过胃肠的过程中袁食糜作
为一种保护剂使得益生菌受到伤害的程度减小袁一旦
这些菌在穿越胃和十二指肠的过程中能存活下来袁随
同食糜进入回肠和盲肠的细菌会急剧增加遥 可见袁屎
肠球菌通过胃存活的可能性较大遥
1.2 耐胆盐

哺乳仔猪胆囊内胆汁分泌量很少袁胆汁量在出生
后 3周内缓慢增加袁小肠内胆盐浓度在 0.03%~0.30%
范围内波动遥 大量试验表明袁筛选得到的屎肠球菌可
耐受 1.0%的胆盐浓度袁 甚至高达 3.0%和 5%~6.5%
NaCl高盐遥 对胆汁的敏感性是筛选益生素菌株的重
要指标遥美国 Altech生物技术中心规定用于益生素的
细菌对胆盐应有 70%以上的抵抗力遥 可见袁屎肠球菌
具有良好的耐胆盐性能及对胃肠道逆性环境的耐受

性袁具备了在小肠定植的基本条件遥
1.3 具有良好的粘附力

Savage等渊1977冤将栖居于哺乳动物消化道的微
生物划分为过路菌群 (Allochthonous microbial popula鄄
tion)和固定菌群 (Autochthonous microbial population)遥
固定菌群被认为粘附在消化道粘膜上皮细胞上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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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细胞分泌的粘液层中,在动物消化道发挥重要的功
能性作用,影响宿主的营养尧免疫尧生理机能尧药效等遥
有研究表明袁Caco-2细胞系通常作为研究在肠上皮
细胞上粘附的体外模型袁如袁L. acidophilus LA1(Bernet
等,1994;Brassart等,1994)尧Lactobacillus GG(Elo等,1991;
Coconnier等,1992曰Lehto等,1997)及 L. rhamnosus LC-
705(Lehto等袁1997)曰Tuomola等(1998)以该模型研究了
12种不同乳杆菌的粘附情况袁结果发现干酪乳杆菌尧
嗜酸乳杆菌尧干酪乳杆菌鼠李糖亚种渊LC-705冤和乳杆
菌 GG(ATCC53103)的粘附能力最强遥而屎肠球菌的粘
附力仅次干酪乳杆菌遥乳酸菌能顺利通过胃肠不利环
境袁在肠壁上的粘附是其定植并大量繁殖变成优势种
群的前提袁其在肠上皮细胞上粘附力的强弱是筛选益
生菌菌株的重要标准之一(Brassart等袁1994曰Salminen
等袁1996b)遥
1.4 耐药性与抑菌作用

肠球菌袁尤其是屎肠球菌具有对广谱抗生素的耐
药性 (Brunton袁1984曰Murray袁1990曰Woodford 等 ,1995;
Gold 等 ,1996;Rice 等 ,1996;Klare 等 ,1997曰Quintiliani
等,1999曰Kak等袁2002曰Klare等袁2002)遥有试验表明袁屎
肠球菌渊SF1尧SF2冤对饲料添加剂中大多数常用抗生素
都具有耐药性袁但对万古霉素尧四环素尧亚氨硫霉素等
少数几种抗生素较为敏感袁这与 Klare等(1997)尧Klein
等(1997)的结果有所差异袁即来源于食品的屎肠球菌
对氨苄西林尧环丙沙星尧庆大霉素和链霉素敏感遥其原
因可能是屎肠球菌的来源不同,其耐药性能也不同,这
与屎肠球菌的 DNA指纹图有关, 其耐药性能的差异
性在诸多试验中得到证实 (Klare等袁1995;Lemcke等,
1997;Van den Braak 等 ,1998;Quednau 等 ,1999;Aare鄄
strup等,2000曰Gambarotto等,2001;Eaton等,2001)遥除了
对抗生素具有耐药性外,还对常见病原菌尧强毒菌株
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袁这可能是屎肠球菌代谢过程中产
生乳酸尧乙酸尧异丁酸尧乙醇尧2,3-丁二醇尧细菌素等物
质袁这些物质具有抑制病原菌和腐败菌的作用遥因此袁
这就提示了屎肠球菌用于常规饲料(含抗生素)的可能
性袁而活菌制剂与抗生素是否可同时使用这个长期有
争论的问题有可能迎刃而解遥
1.5 耐热性

优良的乳酸菌不仅能抵抗动物胃肠道不利的环

境,而且能耐受饲料制粒过程中的高温,但后者往往是
许多益生菌无法达到的,这就阻碍了益生菌在颗粒饲
料中的广泛利用遥 Risley在研究饲料制粒对微生物添

加剂的影响时发现, 嗜酸乳杆菌不能耐受制粒袁60 益
即检不到活菌袁酵母不能耐受 80 益的制粒温度遥李梅
等渊2007冤从健康仔猪新鲜粪便中筛选分离到的屎肠
球菌能耐受 45 益袁50 益时几乎不存活袁这与沈中艳等
(2007)的结果一样遥 但有试验表明袁屎肠球菌在 60 益
时仍可检到活菌遥
2 屎肠球菌在仔猪生产上的应用研究

断奶是仔猪生长中一个关键时期袁 由于食物状
态尧营养成分及生理状态的改变袁必然引起肠道菌群
大调整袁以建立新的微生态平衡袁此时易发生菌群失
调尧采食量下降及生长受阻(Odle等袁1996)尧引起仔猪
腹泻(Frydendahl袁2002)尧有害细菌过度生长尧肠绒毛萎
缩(Hampson袁1986曰Hampson 等袁1986)等遥因此袁仔猪肠
道中正常菌群的平衡对仔猪的健康成长有重要作用遥
2.1 对断奶仔猪体重和采食量的影响

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初步研究表明,
在日粮中添加屎肠球菌能改善断奶后一周仔猪的生

产性能袁但 Pollman等(1980)试验表明袁在仔猪日粮中
添加屎肠球菌(SF68)对断奶仔猪的生产性能无影响袁
这与 Broom 等(2006)结果一致曰而 Maeng 等 (1989)认
为袁在小猪日粮中一直添加屎肠球菌(SF68)到 4个月袁
能增加小猪体重尧采食量及提高饲料转化率遥 张振斌
等(2004)试验表明袁肠球菌组显著提高断奶后两周仔
猪的采食量袁 有提高仔猪日增重的趋势袁 这与 Viola
Strompfov佗等(2006)结果相似袁即添加屎肠球菌(EK13)
对断奶仔猪的生产性能无显著影响,但有提高 14日龄
仔猪体重和日增重的趋势遥 Taras 等(2007)也认为,添加
屎肠球菌(NCIMB 10415)对断奶仔猪的生产性能无显
著影响,但使饲料转化率有所改善遥 而有试验表明,在
仔猪日粮中添加屎肠球菌(CECT 410)显著提高断奶
后 28 d仔猪的体重(P<0.05)遥 总之,在日粮中添加屎肠
球菌能否改善断奶仔猪的生产性能及提高采食量,还
有待进一步探索与研究遥
2.2 对断奶仔猪腹泻率的影响

现代化集约饲养条件下袁仔猪腹泻是困扰养猪业
的最大问题之一遥益生素在预防仔猪腹泻方面发挥了
较明显的作用,在日粮中添加益生素能显著降低断奶
后仔猪的腹泻率遥 禹慧明等(2000)试验表明袁菌生健
(含肠球菌的活菌制剂)用于 0耀28日龄仔猪,可使腹泻
次数减少 35.6%遥张振斌等(2004)试验表明,在断奶后两
周内,肠球菌制剂有降低仔猪腹泻率的趋势遥 Foulqui佴-
Moreno等(2006)报道,肠球菌(E.faecium SF68)用作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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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防治抗生素相关性腹泻袁 在临床上认为是有效的遥
Taras等(2007)试验也认为,添加屎肠球菌(NCIMB 10415)
组显著降低断奶后仔猪的腹泻率(P<0.05)袁这与他之
前所报道的结果相同(Taras等袁2005尧2006)遥
2.3 对仔猪免疫功能及部分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肠道菌群不仅影响散布于消化道淋巴组织

(GALT)中免疫细胞的机能袁还可以影响全身的免疫系
统(Travnicek等袁1989)遥 还有一些研究表明袁不同菌群
效应可激活免疫系统遥 另外袁肠道菌群对营养抗原类
物质的免疫耐受具有诱导和维持作用遥

益生菌在改善动物健康和防御病原体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袁如双歧杆菌和其它乳酸菌可以增加肠
道的 IgA渊Takahashi等袁1998曰Vitini等袁2000冤曰干酪乳
杆菌具有免疫佐剂活性渊Perdigon等袁1991冤及植物乳
杆菌促进感染大肠杆菌的小鼠抗体的产生(Herias等,
1999)遥 有试验表明袁在断奶后 1周内袁添加屎肠球菌
(SF68)组仔猪的 IgG水平略高于对照组袁但在断奶后
4周小猪总的 IgG水平极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对
T淋巴细胞中的 CD4+与 CD8+无影响袁而在仔猪空肠上
皮的 T淋巴细胞渊CD8+冤水平显著下降袁这与 Vitini等
(2000)结果一致遥 Viola Strompfov佗 等(2006)试验表明袁
添加屎肠球菌(EK13)分别在 7和 14 d后极显著或显
著提高新生仔猪血清总蛋白浓度渊P<0.01曰P<0.05冤曰能
降低血清胆固醇渊P<0.01;P<0.05冤;能提高血红蛋白尧血
细胞比值和白细胞数量(P<0.01;P<0.01;P<0.05);能提高
红细胞数量(P<0.01)尧粒性白细胞的吞噬活性指数(P<
0.01)尧血钙水平(P<0.01)及血清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浓度(P<0.05)遥 也有报道表明,在日粮中添加屎肠球菌
(SF68)对断奶后 6 d仔猪的血清 IgG及肠内 IgG无影
响, 但有降低断奶后 20 d仔猪血清 IgG浓度的趋势
(P<0.01)遥 细胞因子是宿主全身免疫系统的重要调节
者遥 由于散布在消化道淋巴组织(GALT)上抗原(益生
素)与淋巴样细胞的相互作用,促使细胞因子的释放,这
些细胞因子能调节机体全身的免疫系统遥因此袁添加屎
肠球菌(SF68)有降低仔猪血清 IgG 的趋势袁这就提示
了屎肠球菌可作为一种免疫调节剂遥
2.4 对肠道菌群及肠粘膜结构的影响

禹慧明等(2000)试验发现,饲喂含肠球菌的益生
健的仔猪肠道中双歧杆菌和类杆菌的数量比对照组

明显增加,在盲肠达到显著水平(P<0.05),但肠球菌的
数量却无显著增加遥 Nelson P佴rez Guerra等(2007)试验
发现,添加屎肠球菌(CECT 410)显著降低断奶仔猪粪

便中大肠杆菌的活菌数量(P<0.05),这与 Viola Stromp鄄
fov佗等(2006)结果一致遥 说明在日粮中添加屎肠球菌
能有效促进有益菌的增殖,减少有害细菌的数量,从而
改善肠道内环境遥 也有报道表明,添加屎肠球菌(SF68)
对断奶后 6 d仔猪小肠内厌氧菌或乳酸菌无影响,这
与 Scharek等(2005)结果相似遥 大量研究表明,采食水
平高低与仔猪小肠粘膜绒毛高度及隐窝深度有关,高
采食水平可促进小肠粘膜的发育渊Pluske等袁1996曰Van
Beers Schreurs等,1998;McCracken等,1999冤遥张振斌等
(2004)试验发现袁添加肠球菌制剂能改善断奶后两周
末仔猪小肠粘膜绒毛高度及绒毛高度与隐窝深度比

值袁且断奶后两周内仔猪采食量显著增加曰因此袁外源
添加屎肠球菌通过提高仔猪采食量促进小肠粘膜的

发育袁从而增进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功能遥
3 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目前袁对屎肠球菌或者由其组成的微生态制剂的
作用机理不十分清楚, 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生物学特
性方面及使用效果水平上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在分离得
到的屎肠球菌菌株中袁 至今未发现万古霉素耐药株袁
还有人们所担心屎肠球菌质粒编码因子是否能把耐

药因子传给正常菌群或病原菌遥屎肠球菌有非致病菌
和致病菌之分袁其来源也广泛遥因此袁在分离上不仅保
证其来源于健康的动物或未受污染物质袁还要经过专
门的严格鉴定袁否则袁将危及人类和动物的健康及食
品安全遥 在动物生产中袁直接饮水饲喂屎肠球菌或者
采用拌料方式饲养动物袁其加工工艺手段落后尧单一袁
很难保证在饮水或与饲料混合的过程中不被其它有

害菌污染袁无法保证其安全稳定性曰在颗粒型饲料中袁
屎肠球菌不能耐受制粒过程中的高温蒸汽挤压处理曰
虽然屎肠球菌在生物学特性方面具有诸多优点袁但在
生产上单独应用效果不显著遥 大多数试验表明袁由屎
肠球菌与其它益生菌组成的益生素或微生态制剂在

动物生产上的应用效果均优于单一菌或单一菌制剂遥
因此袁一方面利用生物技术手段开发出高生产性能的
屎肠球菌菌种袁来提高屎肠球菌或其微生态制剂的饲
喂效果曰另一方面研制复合菌剂袁如与寡聚糖尧中草药
等联用袁都是今后的发展趋势遥

（参考文献 32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沈桂宇，guiyus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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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 叶 松 香 草 不 同 刈 割 期 饲 用 价 值 研 究
李凤玲 郭长华

李凤玲，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450011，郑州市北
林路 15号。
郭长华，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

收稿日期：2008-10-06

串叶松香草(Silphium perfolium L.) 属菊科多年生
草本植物袁原产于北美袁我国自 1979年从朝鲜引进袁
由于串叶松香草适应性广尧抗逆性强尧耐热耐寒尧耐盐
碱尧草层茂密尧产草量高尧叶量大尧营养价值高而大面
积栽培遥 经测定袁种植当年不抽茎袁100豫为叶片曰生长
两年以后的植株袁在抽茎期叶占总量的 70豫耀75豫曰在
开花期叶占 62.5%袁茎占 37.5%[1]袁且营养丰富袁不仅是
养殖动物的好饲料袁也被用来作为水土保持尧防风固
沙尧退耕还草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首选草种遥 对串叶松
香草的引种尧栽培尧营养成分尧饲喂效果尧不同刈割时
期营养成分变化等目前研究较多袁但对串叶松香草不
同刈割时期营养价值变化研究较少遥本文对不同刈割
期的蛋白质质量和饲用价值变化进行研究袁目的是为
串叶松香草的合理利用提供依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串叶松香草产自郑州牧专饲料生产实习基地遥
将不同刈割期的串叶松香草风干尧粉碎袁过 40 目筛
备用遥
1.2 仪器

凯氏定氮仪尧岛津 UV-160A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尧wasters 2695型高效液相色谱仪遥
1.3 测定方法

粗蛋白用凯氏定氮法 (GB/T6432要1994) 测定曰
粗脂肪用索氏抽提法(GB/T 6433要1994)测定曰粗纤维
用酸碱洗涤法(GB/T 6434要1994)测定曰粗灰分用干灰
化法 (GB/T 6438要1992)测定曰钙用高锰酸钾滴定法
(GB/T 6436要2002) 测定 曰 磷用分光光度法 (GB/T
6437要2002)测定曰蛋白质氨基酸组成用反相高效液
相色谱法测定遥
1.4 评价方法

1.4.1 蛋白质营养价值评价

蛋白质营养价值用氨基酸评分尧化学评分和必需

氨基酸指数来评价遥
淤 氨基酸评分(AAS) 采用 Bano渊1982冤[2]的方法院
AAS= (mg/g)/ (mg/g)伊100遥

式中院 要要要试验蛋白质氨基酸含量曰
要要要FAO/WHO评分模式氨基酸含量遥

于 化学评分(CS)采用 FAO(1970)[3]的方法院
CS=( )( Ee)/( )( )伊100遥

式中院 要要要待测蛋白某一必需氨基酸的含量;
要要要待测蛋白中必需氨基酸的总含量;
要要要标准鸡蛋白相应必需氨基酸的含量;
要要要标准鸡蛋白中必需氨基酸总含量遥

盂 必需氨基酸指数(EAAI)按文献[4]的方法进行:
EAAI=

i 越 1
仪姨 遥

式中: 要要要待评蛋白质中某必需氨基酸占必需氨基酸

总量的百分数曰
要要要参比蛋白中该必需氨基酸占必需氨基酸

总量的百分数曰
要要要比较的必需氨基酸数目遥

1.4.2 饲用价值评价

采用模糊最优局势决策分析法[5]进行综合评价遥
选取概略养分中的粗蛋白及纯养分中的赖氨酸尧

蛋氨酸+胱氨酸尧钙尧磷 5大因子作为决策分析的基础
因子袁 由于 5大因子对总体营养的贡献是不同的袁其
中尤以粗蛋白最为重要袁 在饲料营养价值综合评价
时袁通常用 Delphi法求算各指标的权重遥 串叶松香草
各项指标的权重如下院 {粗蛋白赖氨酸蛋氨酸+胱
氨酸钙磷=0援30援20援20援150.15}袁具体步骤
是院淤计算效果测度袁因这 5个指标均为正极性指标袁
故可用上限效果测度公式进行计算遥

ij=uij/umax( ij为效果测度值曰uij为实测值曰umax为某
一类实测值中的最大值);

于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袁 即 棕={0.30.20.2
0.150.15}曰

盂计算综合决策元院 i=
n

i = 1
移 ij j曰

榆最优局势决策袁即根据 啄={啄j}中的具体数值大
小进行排序袁并确定最大决策元袁即饲用价值最高的
饲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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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刈割期串叶松香草的常规养分含量

取备用串叶松香草草粉袁按照 1.3节方法分别测
定常规营养成分含量袁结果见图 1遥

1009080706050403020100

莲座叶丛期
现蕾期
开花期

图 1 不同刈割时期营养变化

由图 1可知袁 串叶松香草莲座期和现蕾期草粉袁
其自然含水量小于 45%袁 干物质中粗纤维含量小于
18% 尧粗蛋白含量大于 20%袁根据饲料分类标准属于
蛋白饲料[6]遥 随着刈割期延长袁蛋白质含量降低袁粗纤
维含量增加袁开花期草粉属于粗饲料遥 串叶松香草在
生长前期粗蛋白质含量较高 ,但下降速度快 ,降幅很
大遥 从莲座叶丛期到现蕾期 ,下降幅度为 11.44 %,从
现蕾起到开花期下降了 40.76%遥 不同生育期中的干
物质尧粗纤维尧粗脂肪含量则随牧草生长逐渐增加袁无
氮浸出物尧粗灰分变化不大遥
2.2 不同刈割期的串叶松香草蛋白质必需氨基酸含

量变化

取不同刈割期的串叶松香草草粉袁用反相高效液
相色谱法测氨基酸含量袁计算氨基酸总量(T)尧必需氨
基酸总量(E)尧非必需氨基酸总量(N)及 E/N尧E/T遥 结果
如图 2尧图 3遥

蛋白质营养本质是氨基酸营养袁衡量一种饲料营
养价值的高低袁不仅要求有丰富的蛋白质袁而且蛋白
质中氨基酸含量要高遥 由图 2可以看出袁随着刈割期

的延长袁串叶松香草的氨基酸总量渊T冤尧非必需氨基酸
含量渊N冤和必需氨基酸含量渊E冤均呈下降趋势袁从莲
座叶丛期到现蕾期 ,T值下降幅度为 6.26%,E值下降
幅度为 13.50%,N值基本相同遥 总氨基酸含量下降速
度低于蛋白质袁 必需氨基酸含量下降速度高于蛋白
质遥从现蕾期到开花期袁T值下降幅度为 44.08%尧N值
下降幅度为 42.07%尧E值下降幅度为 46.95%袁均高于
蛋白质的下降速度遥

20
15
10
5
0

莲座叶丛期 现蕾期 开花期

氨基酸总量(T)
非必需氨基酸总量(N)
必需氨基酸总量(E)

图 2 不同刈割期氨基酸含量变化

1
0.8
0.6
0.4
0.2

0
莲座叶丛期 现蕾期 开花期

E/N
E/T

图 3 不同刈割期的氨基酸组成变化

饲料饲用价值高低受常规营养成分含量尧 消化
率尧适口性等诸多因素影响袁其中饲料蛋白质含量及
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是关键因素袁特别是必需氨基酸
的含量及平衡程度至关重要遥 经测定袁串叶松香草不
同刈割时期均含 l7种氨基酸 袁莲座期尧现蕾期尧开花
期氨基酸总量分别为 19.02豫尧17.83豫尧9.97豫袁E 辕T分
别为 0.45尧0.41尧0.39袁E/N分别为 0.81尧0.71尧0.65袁高于
FAO/WHO 提出的 E/T 应为 0.35 以上尧E/N 应在 0.6
以上[8]的参考蛋白模式遥由图 3可以看出袁随着刈割期
延长袁E/T尧E/N逐渐减小袁说明蛋白质质量随着刈割期
的延长而逐渐降低遥
2.3 不同刈割期的串叶松香草限制氨基酸变化渊见
表 1冤

亮氨酸
8.4
8.3
7.8
6.4
5.5

表 1 不同刈割时期串叶松香草蛋白质必需氨基酸与 FAO/WHO模式比较
项目
莲座期
现蕾期
开花期
鸡蛋模式
FAO/WHO模式

缬氨酸
5.6
5.8
5.4
6.6
4.0

异亮氨酸
4.3
4.6
4.4
8.8
7.0

蛋氨酸+胱氨酸
5.0
2.4
2.2
5.1
4.0

占氨基酸总量的百分比
44.9
41.4
39.1
49.7
35

苯丙氨酸+酪氨酸
7.9
8.8
8.2
5.5
3.5

赖氨酸
8.5
6.4
6.0
7.3
5.0

苏氨酸
5.2
5.1
5.1
10
6.0

评价一种饲料蛋白质质量的高低袁 不仅要求蛋白
质含量要高袁 而且限制氨基酸数量要少袁 限制作用要
弱遥由表 1可知袁在 FAO/WHO模式和鸡蛋模式要求的
7种必需氨基酸中袁串叶松香草莲座期只有异亮氨酸尧

苏氨酸不能满足需要袁是串叶松香草莲座期的第一尧第
二限制氨基酸袁 其它 5种氨基酸都高于或接近于两种
模式要求遥 现蕾期的限制氨基酸较莲座期增加袁第一尧
第二尧第三限制氨基酸分别是蛋氨酸+胱氨酸尧异亮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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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和苏氨酸遥 开花期的限制氨基酸与现蕾期相同遥
2.4 不同刈割期串叶松香草蛋白质营养价值变化

依据表 1数据,按照 1.4计算方法,分别计算不同刈
割时期串叶松香草的 AAS尧CS尧EAAI值,结果见图 4遥

120
100

80
60
40
20
0 莲座叶丛期 现蕾期 开花期

AAS
CS
EAAI

图 4 不同刈割期 AAS、CS、EAAI值
量化的评价蛋白质营养价值的方法很多,如必需

氨基酸评分尧化学评分尧必需氨基酸指数法尧生理价尧
氨基酸比值系数法等,不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
蛋白质的营养价值遥根据每个评价方法的特点结合串
叶松香草营养特性选用必需氨基酸评分尧化学评分尧必
需氨基酸指数法来评价串叶松香草蛋白质的营养价

值遥必需氨基酸评分能够判断待评蛋白质必需氨基酸
与 FAO/WHO模式的接近程度,氨基酸评分越高,说明
限制氨基酸的限制作用越弱遥 化学评分用来判断待评
蛋白质第一限制氨基酸与鸡蛋蛋白质接近程度, 必需
氨基酸指数能够反映待评蛋白质所有必需氨基酸与

鸡蛋蛋白质必需氨基酸的拟合程度, 必需氨基酸指数
越高,说明蛋白质必需氨基酸组成越平衡,营养价值越
高遥从数据结果可知,必需氨基酸分和必需氨基酸指数
随着刈割期的延长而逐渐降低,但降幅比较缓慢遥氨基
酸化学评分莲座叶丛期尧现蕾期和开花期变化不大遥
2.5 不同刈割期的串叶松香草饲用价值综合评价

渊见表2冤
表 2 串叶松香草的营养成分（豫）

生育期
莲座叶丛期
现蕾期
开花期

粗蛋白
23.6
20.9
12.38

蛋氨酸+胱氨酸
0.95
0.43
0.22

钙
3.22
2.91
1.96

赖氨酸
1.62
1.15
0.60

磷
0.28
0.37
0.47

注院表中所有数据均由本实验组所测遥
蛋白质的含量及氨基酸组成虽然是影响饲料饲

用价值的关键因素袁但饲料饲用价值的高低是各种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袁综合评价饲料营养价值的方法很
多袁如饲料分析尧消化试验法尧物质与能量代谢试验
法尧比较屠宰试验法遥 龙明秀(2003)等用 AHP 模型分
析牧草的饲用价值[7]袁刘广青等用模糊识别法评价苜
蓿蛋白质的饲用价值[8]袁胡建忠等用模糊最优局势决
策分析法来评价沙棘的饲用价值遥 AHP法以化学成
分尧适口性和消化率为主要评价因素袁化学成分主要

以蛋白质为主; 模糊识别法只用来评价饲料蛋白质袁
没有考虑其它营养因子;最优局势决策分析法以粗蛋
白及纯养分中的赖氨酸尧蛋氨酸+胱氨酸尧钙尧磷 5大
因子作为决策分析的基础因子来综合评价饲料的饲

用价值遥 分析诸家的优缺点结合串叶松香草营养评价
的实际,本文采用了模糊最优局势决策分析法[5]来评价
串叶松香草的饲用价值遥 由 1.4节步骤得出院啄T={啄j}T=
{0.939 0.778 0.518}遥

按综合决策元从大到小排列,则表 2中各时期串
叶松香草综合饲用价值的排序为: 莲座叶丛期>现蕾
期>开花期遥莲座叶丛期刈割较现蕾期和开花期饲用价
值分别提高 20.7%和 81.3%,现蕾期刈割较开花期饲用
价值提高 50.2%遥 但此法没有考虑牧草产量因素遥
3 结论

3.1 莲座叶丛期和现蕾期刈割的串叶松香草草粉属

于蛋白质饲料袁开花期刈割的串叶松香草草粉属于粗
饲料遥
3.2 刈割期不同不仅影响串叶松香草蛋白质含量袁
而且使必需氨基酸占总氨基酸和非必需氨基酸的比

率也不同遥
3.3 刈割期不同袁限制氨基酸的种类不同袁莲座叶丛
期限制氨基酸是异亮氨酸尧苏氨酸袁现蕾期和开花期
的限制氨基酸是蛋氨酸+胱氨酸尧异亮氨酸和苏氨酸遥
3.4 莲座叶丛期尧现蕾期尧开花期串叶松香草蛋白质
的氨基酸评分尧必需氨基酸指数缓慢降低袁化学评分
变化不大袁说明刈割期对串叶松香草蛋白质限制氨基
酸的限制作用影响不大遥
3.5 刈割期不同饲用价值不同袁 莲座期刈割较现蕾
期和开花期饲用价值分别提高 20.7%和 81.3%袁 现蕾
期刈割较开花期饲用价值提高 50.2%遥

参考资料

[1] 王玮，杨桂英.优质高产饲料作物[J].饲料与畜牧，2004(4):32-33.
[2] Bano z.Plewrotus mushroom as a nutritious food[M].香港:香港大学

出版社,1982.
[3] FAO援Amino Acid Content of foods and biological data on protein [J]援

Nutr stud，1970，24：5-6.
[4] 冯东勋，赵保国. 利用必需氨基酸指数（EAAI）评价新饲料蛋白

源[J].中国饲料,1997(7)：10-13.
[5] 胡建忠,闫晓玲.沙棘饲料价值评价及开发利用探讨[J]援沙棘,2000,

13(4):21-25援
[6] 彭国华.家畜饲养学[M].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7] 龙秀明，邢志和.AHP模型在牧草饲用价值评定中的应用[J].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3，31（6）：127-130.
[8] 刘广青，田丽萍，姜红，等.苜蓿叶蛋白中氨基酸的含量及营养分

析[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2005，26（2）：36-39.
（编辑：沈桂宇，guiyush@126.com）

资 源 开 发 李凤玲等：串叶松香草不同刈割期饲用价值研究

61

mailto:guiyush@126.com


年 第 七 届 中 国 鱼 粉 大 会 特 别 报 道

2008年 10月 15日至 17日袁国内外 400余位嘉
宾代表齐聚美丽榕城要要要福州袁参加由中国饲料在线
网站主办袁福建高龙集团尧中纺粮油进出口有限公司
以及秘鲁海都协办的第七届中国鱼粉大会遥本次大会
历时三天袁期间嘉宾参观了高龙集团遥 与会嘉宾通过
演讲尧论坛尧贸易撮合等方式袁共同探讨鱼粉市场目前
面临的诸如食品安全尧贸易条款尧贸易新格局尧市场需
求新模式等袁把脉鱼粉行情走势袁并通过寻求新的操
作模式和把握新的商机袁谋求新发展遥

三天的会期在紧凑而轻松的气氛下进行袁 与会
嘉宾就中国养殖尧饲料生产方面以及鱼粉市场面临的
新状况及应对措施袁养殖需求现状袁鱼粉贸易新格局袁
鱼粉价格走势袁 金融危机对饲料行业和鱼粉贸易影
响袁 饲料原料安全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袁
与会代表收获颇丰遥 在海外贸易洽谈推广上袁来自智
利三文鱼油公司的代表向中国的客户详细介绍了三

文鱼油遥 自由贸易洽谈环节袁中国广大客户与来自秘

鲁的 TASA 尧Hayduk尧Copeinca尧钻石袁智利的 LOTA尧
三文鱼油公司以及美国的 Omega等国际知名厂商进
行了零距离的交流遥

第七届中国鱼粉大会的成功举办袁 让我们更有
理由去期待 2009年第八届中国鱼粉大会浴

下面是节选本次鱼粉需求及贸易论坛的部分内

容遥
主持人渊李想 中国饲料在线网站信息部经理冤院

下面是饲料办数据袁2006 年饲料总产量的增幅只有
3.05%袁而 2007年增幅为 11%以上袁请各位对 2008年
目前的企业生产情况进行概括袁和官方数据进行对比袁
2008年的情况怎么样钥

许英灼渊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冤院这
方面数据很难取得袁今年现象行业集中现象比较突出袁
大型饲料企业 1~9月份增量比较明显袁 低于 30%的都
比较少袁整个市场增幅从 3%到 11%袁我自己偏悲观袁觉

得今年的增加达不到两位数遥
吴祥生渊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商贸原料中心总经

理冤院我们企业比较特殊袁每一次大的利空袁都是对我们
六和都是大的利多遥2003年野非典冶袁加两次禽流感和猪
高热病尧蓝耳病袁在这个时候我们仍飞速发展遥 这几年
一直持续发展除了 2006年由于禽流感没有增加外袁我
们的增幅度 2007年比 2006年增加 40%以上袁 2008年
预计为 730~750万吨销量遥禽料是主要增长点袁猪料和
鱼料增长幅度也很大袁 从我们一个公司看全国形势有
偏差袁 做原料采购的时候我也经常看其它公司的情况
再作出判断遥

主持人院我们可以看出今年水产料稍微差一些袁但
是畜禽方面还是不错的遥我们关注虾料的情况袁在今年
冻灾和暴雨的影响下袁 我们预计虾料环比下降 30%耀
40%袁许总是否认同钥

许英灼院今年是养虾行业的灾年袁我们在 9月份预
计全国减量超过 40%遥 一方面是恶劣天气比较多袁6月
份南方连续 25天阴雨天气袁当时华东片还好袁但是 7~8
月份华东养虾市场受台风鹦鹉影响,天气暴冷暴热造成
大面积虾病,华东片区虾料销售超过 50%以上,结束的
早并急遥表现出虾价是历年来最好的,40头的 14元/斤,
有幸存活的话价格对半赚袁 全年虾料减幅至少不低于
40%遥 华南地区受近期台风黑格比影响袁直接淹掉的虾
塘还是次要的袁主要是台风过后虾病爆发严重袁虾价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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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元降到 11~12元左右袁农民在提前卖虾袁可能对
第四季度的影响袁虾料减少超过 2~3万吨的销售遥

主持人院听了对于养殖形势的介绍后袁水产尤其是
虾料形势不乐观袁畜禽由于去年基础好袁在 7耀8月份有
所回落目前又恢复袁未来一段时间还是比较乐观的遥讲
完了需求袁 我们来看看鱼粉 2001年以来价格走势图袁
很难出现象 2007年鱼粉贸易商全面亏损袁今年上半年
情况不错袁但是下半年价格掉头袁造成这种状况的具体
原因呢钥

李英俊(高龙集团 总裁助理)院今年的情况还是比
较复杂袁有超量进口的原因也有需求下降的原因尧也有
豆粕领涨领跌的因素以及银行支持尧 最琢磨不透的金
融危机影响遥如果没有金融影响的话袁按往年情形看在
痛苦几个月后袁 还是能看到年底或明年年初的微弱光
亮袁但是由于金融环境影响袁也不敢说未来会怎么样遥
假如说往年库存太高袁需求不旺袁大家可以做出调整袁
少进口鱼粉遥 但是目前多个因素搅到一起比较难说遥

主持人院虽然大的经济环境不利,但是毕竟是第一
产业,在国家政策扶持下,调整的力度不象金融行业那么
大,大家对这个行业还是比较有信心的遥 最近鱼粉市场
中贸易格局的变化和大家进行探讨,连续两年亏损,参与
鱼粉资金在减少遥今年前 8个月鱼粉港口出货量达到去
年全年水平,是真正需求好转还是其它原因钥

李英俊院提到数据的问题袁前两个月鱼粉价格越来
越低的时候袁需求不旺遥 可是从港口到货看袁一个月到
10多万吨鱼粉袁库存月初和月尾增加没有多少遥数据感
觉有些矛盾袁价格还再跌袁鱼粉需求还是不旺袁但是港
口的出货量还是可以的遥 以前港口出货量统计只是大
船的袁现在集装箱量很大的袁能说明真实问题的因素都
混杂在里面遥

主持人院今年鱼粉消耗量和去年相比的情况呢钥
李英俊院今年鱼粉的消耗量与去年相比还是不错袁

虾料和水产料是在降低袁价格在降低遥 今年进口量 120
万吨袁110多万吨的量哪去了袁都是消耗了遥虽然猪料增
长很明显袁 可能使用量也在增加但是并没有表现在对
价格的支撑上遥

主持人院中国鱼粉进口量供大于求袁另一方面国内
的采购格局发生变化袁往年是鱼粉贸易商进口为主袁但
是去年开始大型饲料企业和外商直接进入中国袁 这些
对行情有影响吗钥

李英俊院贸易格局对进口量上肯定有影响袁经过几
年的思考和调整走向一个稳定的袁 德国是欧洲鱼粉的
中转站袁然后再分销袁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德国做鱼粉就
是三家公司袁去年就剩两家公司遥 随着市场的成熟袁不
管是贸易商还是大型饲料厂尧中小企业也好袁采购模式

趋于稳定的时候,进口量不一定很重要,关键的是稳定遥
主持人院目前是多头采购比较明显袁未来饲料企业

采购格局会向哪个方向发展钥
许英灼院贸易格局研究很少遥秘鲁人是要生产鱼粉

的袁国内饲料企业也是要用的袁链条的两端是肯定的遥
上游很集中袁下游很分散袁很不对称遥 保证供应链价值
传递过程不会出现太多恶性的问题袁 让每个环节都处
于良性的发展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遥 渠道一定是有存
在的价值的袁国内的买家尧贸易商也好尧饲料厂袁养殖户
也好尧包括职能部门袁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平台遥
一方面是市场全球化袁 另一方面我们市场机制下的协
会袁象饲料在线的这样的平台是比较好的形式袁协会的
缺失是个很大问题遥 国外的或是比较成熟的行业协会
主要工作就是信息传递袁 这么多老牌鱼粉贸易商有没
有人举起旗来成立中国鱼粉协会袁 建立行业里的游戏
规则袁比如说每次行情大起大落都带来一些问题袁如毁
约的问题遥 但是中国的协会组织并不是行业里的人可
以左右的袁和政府的导向也有关系遥

主持人院无论怎么操作袁我们需要一个信息对称化
的环节遥即便是存在这样的多头采购袁我们存在协调机
制的话袁也能解决这样的问题遥

许英灼院不存在这样的办法袁人为的让多头采购变
成一头采购遥欧洲有其经济基础和历史文化的原因袁我
们去学习和照搬是不成的遥

主持人院讲到鱼粉的价格问题袁在 2006年大家不
提鱼粉和豆粕比价关系袁 鱼粉价格高涨袁 豆粕价格低
迷遥但是今年市场对于豆粕的关注度提高遥经过两轮暴
跌后袁 常和豆粕联系到一起遥 目前豆粕市场行情变化
大袁谁也说不清楚市场底部在哪遥 豆粕目前在 3 200元
左右袁如果跌到 2 600耀2 700元袁对于鱼粉还有拖累的
作用吗钥

李英俊院希望是别跌了吧遥鱼粉和豆粕的关系在极
端的时候是比较紧密的袁再跌这么多的话袁鱼粉很难独
善其身遥

许英灼院 可以肯定的是鱼粉价格和豆粕是有关系
的袁大品种影响小品种遥 关系越来约复杂袁第一是不同
的动物配方价值定位是不一样的袁 虾和生长期的猪定
位不一样袁乳猪和大猪定位也不太一样遥第二和养殖业
的利润相关袁我们也配方技术人员交流袁在 9月底时袁
豆粕 3 700 元袁鱼粉 6 700元左右袁当时棉粕和菜粕
2 800元袁 鱼粉在蛋鸭料中都值得使用遥 过去两年从
1.8~4.8之间变动袁存在就是真理遥 现在到 2009年 5月
份袁水产是淡季袁鱼粉主要消费是畜禽料袁维持在 2.5左
右的系数是比较合理遥

（大会组委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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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览会共吸引了来自中国尧荷兰尧美国尧韩国尧法
国尧意大利等共计 25个国家的 446家参展企业遥 其中国内
参展企业 312 家袁 国外参展企业 134 家遥 展出面积达到
20000平方米袁净面积达到 11435.5 平方米袁其中国内参展
企业净面积为 8820.5平方米袁国外参展企业净面积为 2615
平方米遥 展览项目包括院畜禽品种尧兽药疫苗尧饲料及添加
剂曰各种生产设备尧电气设备尧计算机程控设备尧饲养设备尧
畜禽产品深加工和储存保管设备曰牧草加工设备曰饲料尧兽
药加工机械设备;与环保有关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等遥

此次展会上国内外各参展企业也都精心布置展台来吸

引客户和观众遥
野最绿色的一代冶是奥特奇此次参展的主旨遥 让世界不

再有饥饿袁不断满足顾客的需求是奥特奇的责任和动力遥奥
特奇强调新绿色科技应以环保尧 可持续发展和多元化行业
危机为全球的发展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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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饲料机械的领航者之一袁 牧羊此次展出的机械设备
赢得好评遥 国际化的宣传资料同样得到了行业领导和参展企
业和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袁 深深为牧羊作为行业内的大企业
所作出环保承诺表示尊敬和赞赏遥

丹尼斯克动物营养主要为猪只和家禽行业提供酶制剂

和甜菜碱,通过提供有可持续发展的动物营养解决方案袁从而
满足客户对于价格合理尧高质量安全食品的需求遥

由全国畜牧总站和中民国际经济合作公司联合主办袁北

京太克会展中心和 VNU欧洲展览集团联合承办的 2008(第五
届)中国国际集约化畜牧展览会于 10月 20日在北京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新馆隆重举行遥 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原农业部副部
长尧中国奶业协会理事长刘成果,原农业部副部长尧中国饲料
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延喜,国家首席兽医师于康震,农业部
畜牧业司司长王智才,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司长王鹰,农业部兽
医局局长李金祥,全国畜牧总站站长尧中国饲料工业协会秘书
长谷继承,全国畜牧总站书记尧副站长尧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
秘书长何新天,全国畜牧总站副站长尧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秘
书长郑友民,VNU欧洲展览集团 CEO汤冒特先生,VNU 欧洲
展览集团国际会展部主任希瓦德先生,共同出席了开幕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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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昌集团是本次 VIV展会上面积最大的特装展位遥 325.5
平方米的正昌展台袁奇妙地将奥运元素融入其中遥正昌展台的
优美造型,吸引了众多观众和媒体的眼球,大家纷纷驻足留影遥

作为中国酶制剂行业的先锋企业袁挑战集团在本届
展会上也有不俗的表现遥挑战在成长中不断创新产品和
完善服务袁向成为世界级的酶制剂制造商扎实迈进遥

先灵葆雅公司是一家以创新为驱动袁 科研为中心的全球
健康保健公司遥 2007年 11月袁先灵葆雅收购了欧加农生物科
技旗下的欧加农人用健康和英特威动物保健业务袁 这是先灵
葆雅在转型过程中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遥 2008年正值先灵
葆雅动物保健的主打产品野恩拉鼎冶渊恩拉霉素冤上市五周年袁
在业务不断上升的同时袁 先灵葆雅也在为中国和世界的动物
保健事业努力奋斗着遥

此次展会参展的在华外企众多袁也吸引来了中央电视台
等大型媒体的采访报道遥 图为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安迪苏全
球 CEO杰拉德-德曼先生遥 当天下午袁叶饲料工业曳杂志社还
就安迪苏和行业的发展等关心的话题专访了德曼先生袁专访
内容将在本刊第 23 期独家刊登袁敬请关注遥

叶饲料工业曳杂志已成为国内行业媒体的一面旗帜袁
2008年又推出了行业内的第一份英文期刊要要要叶饲料工业
渊英文版冤曳以及野中国饲料工业网冶这一全新的网站袁力争为

行业内的朋友们提供立体化的媒体服务并搭建一个中外沟

通的平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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