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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专项“蜂花粉多糖的提取及其在生产

安全畜产品中的应用”(0032007224)

蜂花粉是养蜂业的一种副产品袁它含有一定量的
蛋白质尧游离氨基酸尧多种活性酶尧多种维生素尧核酸尧
矿物质尧胡萝卜素尧生长素尧磷脂尧糖类等营养成分袁是
一种无毒副作用的纯天然高级绿色食品袁被人们誉为
营养素的浓缩体遥 现代研究证明袁蜂花粉能够提高机
体 T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数量和功能袁提高血清免
疫蛋白 G水平袁增强机体免疫功能袁从而起到抑制肿
瘤和抗癌作用袁并且能够有效阻止放化疗损伤袁保护
机体遥蜂花粉的这些生物活性与其含有丰富的多糖有
着密切的关系遥 蜂花粉中的糖类主要是葡萄糖和果
糖袁还有双糖(麦芽糖和蔗糖)和多糖(淀粉尧纤维素和
果胶物质)遥 来源不同的蜂花粉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
也有差别袁正常情况下袁干蜂花粉中所含碳水化合物
渊平均值冤葡萄糖占 9.9%尧果糖占 19%尧总糖为 31%尧
半纤维素为 7.2%尧纤维素为 0.52%袁其它成分所占比
例不尽相同袁不同植物品种对其含量有着直接影响遥
1 蜂花粉多糖的提取

蜂花粉多糖的提取(方积年袁1984)首先要根据多
糖的来源及存在形式决定在提取之前是否作预处理袁
对于含脂率较高的样品一般采用丙酮尧乙醚尧乙醇进
行预处理以除去脂肪遥脱脂后的残渣或不需要脱脂的
原料常用水作溶剂来浸取多糖袁 浸提一段时间后,加
乙醇或丙酮沉淀,离心分离沉淀遥 用乙醇或乙醚脱水,
最后真空干燥或冷冻干燥后得粗多糖遥 此外袁按需要
也可用碱性水溶液尧 氯化钠溶液或 1%醋酸溶液作溶
剂遥 酸性条件可能致使糖苷键断裂袁因此多糖类物质
一般采用不同温度的水或稀盐尧 稀碱溶液进行提取袁
稀碱液提取法适用于多糖与蛋白质结合在一起的提

取遥 温度控制在 60~100 益袁时间 4~6 h袁反复提取 2~3
次遥 花粉细胞外包围着一层由纤维素尧角质和一类为
花粉所特有的花粉素等物质构成的壁袁 它对物理的尧

化学的和酶的降解都有相当强的抵抗能力,目前国内
外对其所采用的破坏方法通常有机械法尧酶法尧微生
物法尧超声波法尧微波法尧温差法等遥
1.1 传统提取方法

蜂花粉多糖的提取可采用冷水或温水浸提,经有
机溶剂沉淀尧脱水尧干燥后得粗多糖曰然后可进行脱蛋
白尧纯化处理遥经破壁的蜂花粉袁提取的多糖比未破壁
的提高约 60豫遥 李道荣(2002)以香蒲花粉多糖为材料,
采用正交试验法研究了多糖水提取条件,得出的最佳
提取条件为院加水比 17尧提取温度为 60 益尧提取时
间为 4 h遥 不同来源多糖对不同提取温度尧时间尧溶剂
量等因素影响呈现不同的提取效果袁需要依据情况确
定最佳提取工艺遥
1.2 酶法提取

除传统的热水浸提外袁现在有的采用酶法提取多
糖袁酶法是利用酶分解细胞壁,使细胞壁部分或完全
破坏袁即采用复合酶-热水浸提相结合的方法袁复合酶
多采用一定比例的果胶酶尧 纤维素酶及中性蛋白酶袁
此法具有条件温和尧杂质易除和提高得率等优点遥 付
宏媛等渊2008冤利用酶法结合热水浸提甘薯多糖袁提取
率达到 5.55%遥 通过正交试验得到酶解最适作用条件
为院反应时间 90 min尧纤维素酶添加量 0.04%尧反应温
度 30 益遥张立娟(2005)通过试验得出复合酶的添加量
为 2%袁反应 60 min曰蛋白酶的添加量为 1.25%袁反应
80 min时的提取率最高袁用此条件提取黑木耳多糖可
得到较好的效果遥李道荣(2002)发现袁经酶解破壁的香
蒲花粉袁提取的多糖比未破壁的水提法相比袁提取率
提高 66.03%遥
1.3 微生物法

由于花粉本身带有大量的杂菌,在处理过程中难
免造成污染,并且微生物还将耗用花粉中的营养物质,
生成一些新物质袁给进一步的分离纯化增加困难遥 所
以大部分研究多集中于机械破壁和酶法破壁上遥
1.4 超声波法

用超声波对植物多糖进行强化提取的报道有很

多遥 超声波破碎过程是一个物理过程袁浸提过程中无
化学反应袁被浸提的生物活性物质在短时间内保持不
变袁缩短了破碎时间袁可极大地提高提取效率遥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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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995)对真菌多糖的超声波催化酶法提取进行了研
究袁结果表明袁与传统工艺相比袁超声波催化酶法操作
简单尧提取率高袁反应过程无物料损失和无副反应发
生袁是一种可望实用推广的新工艺遥杜晓平等(2007)利
用超声波破壁技术提取松花粉中多糖物质袁确定了其
最佳工艺参数为院超声功率 400 宰尧固液比 112尧超
声时间 10 min尧浸提温度 80 益曰并采用 Sevag法纯化
松花粉多糖袁 经 3次除蛋白后松花粉多糖的得率达
18.54 mg/g袁比直接热水提取法提高了 2.02倍遥
2 花粉多糖的纯化

2.1 去蛋白处理

粗多糖中往往混杂蛋白质尧色素尧无机盐等杂质袁
必须除去遥 除蛋白常用的方法有院淤Sevag法院根据蛋
白质在氯仿等有机溶剂中变性的特点袁 加氯仿原戊醇
51混合物袁剧烈振摇 20耀30 min袁蛋白质与氯仿原戊
醇生成凝胶而可以离心分离除去遥此种方法可避免多
糖降解袁但效率不高(郭亚贞袁2000)遥于三氯乙酸法院在
多糖溶液中加入 3%三氯乙酸袁5~10 益放置过夜袁离
心除去沉淀即得无蛋白的多糖溶液袁但此法会引起多
糖降解遥 盂三氟三氯乙烷法院按多糖与三氟三氯乙烷
11的比例加入袁在低温搅拌 10 min袁离心得上层水
溶液袁水层继续用以上方法处理几次袁即得无蛋白的
多糖溶液袁此法效率高袁但溶剂沸点低袁易挥发袁不易
大量应用遥 榆蛋白酶法院如胃蛋白酶尧胰蛋白酶尧木瓜
蛋白酶等遥还有用水解法尧鞣酸法等袁也有人尝试使用
过盐酸法遥

对不同种类的多糖袁采用不同方法袁效果亦有差
异袁如对红毛五加进行工艺比较研究得知袁Sevag法脱
蛋白效果优于三氯乙酸法袁而对有的多糖袁二者区别
不大袁三氯乙酸法操作更为简便袁而 Sevag法条件较
为温和遥 有时为达到更好的效果袁也将几种方法联合
使用遥 由于蛋白类物质带有电荷袁也有采用絮凝剂吸
附除去遥
2.2 柱层析纯化多糖

脱蛋白后的多糖用水溶解后,用 DEAE纤维素柱
层析,然后依次用不同浓度的 Na2CO3尧NaOH洗脱遥 此
外,纯化还可采取凝胶柱层析法尧超滤法等遥 任金山
(1990)用破壁油菜花粉袁以热水浸提袁用三氯醋酸除蛋
白质并透析袁乙醇沉淀得花粉粗多糖遥 用 CTAB铬合
法分离了花粉酸性多糖和中性多糖成分遥中性多糖成
分用 Sephadex G-100 凝胶柱层析进一步纯化得 P-
A尧P-B尧P-C 3个组分遥 酸性多糖用 DEAE-Sephadex

A-25纯化得 P-D尧P-E 2个组分遥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
泳均为单一区带遥 P-A尧P-B尧P-C尧P-D尧P-E的酸水解
产物经气相色谱分析表明院均含有 L-岩藻糖尧L-阿拉
伯糖尧D-木糖尧D-半乳糖尧D-葡萄糖及 L-鼠李糖遥 而
酸性多糖除以上单糖组分外,还含有己糖醛酸,但不含
硫酸基遥耿越(1998)应用红外光谱尧气相色谱和核磁共
振等方法要完成对玉米花粉多糖结构分析,结果表明,
玉米花粉多糖(PM)至少含有 PMA玉尧PMA域尧PMB域
和 PMB 芋 4种主要组分袁 其中 PMA玉和 PMA域以
琢-糖苷键连接为主袁 含少量的 茁-糖苷键遥 PMB域和
PMB 芋以 琢-糖苷键连接为主链袁均含有鼠李糖遥耿越
(2001)尧王建波等(2004)用毛细管电泳技术分析了玉米
花粉多糖中单糖的组成, 单糖经 琢-萘胺衍生化以后,
用硼砂做电泳介质,实现高效毛细管分离,得到标准的
琢-萘胺衍生单糖的毛细管区带电泳图谱遥将不同分离
纯度的玉米花粉多糖水解成单糖袁用相同的方法衍生
后电泳,得到多糖的毛细管电泳图谱遥 与标准图谱对
照,得出多糖的组成成分遥 耿越(2005)应用毛细管电泳
技术分析了花粉多糖组分,结果表明,毛细管电泳技术
对花粉多糖组分分离效果清晰,时间短,定量准确遥
3 蜂花粉多糖的作用

蜂花粉中的多糖类物质袁具有较高的生物学活性
和较好的药理作用袁既可增强体液免疫袁又能增强细
胞免疫遥它的主要作用是使参与细胞免疫的细胞数量
增加袁活性增强袁使参与体液免疫的抗体增多遥蜂花粉
多糖应用于饲料中可促生长尧降血脂尧增强免疫性能
及杀菌等作用遥
3.1 作为家禽免疫佐剂

花粉多糖能明显增强鸡的体液免疫力袁如玉米花
粉尧 油菜花粉具有显著地提高巨噬细胞功能的作用袁
巨噬细胞与淋巴细胞间通过释放的免疫因子形成一

个调节环路袁以调节免疫应答,促进抗体产生遥 屈红岩
等(1998)用蜂花粉的花粉多糖提取液进行花粉多糖对
新城疫弱毒苗尧减蛋综合症和马立克氏病免疫应答的
影响等一系列对照试验袁结果显示袁花粉多糖可以增
强免疫效果,提高抗体效价水平袁使免疫力提早产生
3~5 d,免疫有效期延长 20~70 d,免疫应激减小遥 杨汉
春等(1998)用玉米花粉多糖对新城疫-减蛋综合症疫
苗免疫效果的影响来探讨最佳使用途径袁 结果证明,
注射要优于口服效果, 高剂量组效果优于低剂量组遥
美国卡林顿研究室与德克萨斯州 A&M大学合作研究
证明,花粉多糖与马立克氏疫苗合用,可使免疫力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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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比仅接种马立克氏疫苗提早 3 d袁死亡率降低遥
3.2 作为家畜免疫佐剂

周旭峰渊1997冤将玉米花粉多糖作为免疫增强剂袁
把玉米花粉多糖作为瘟苗稀释液袁与猪瘟苗同时肌肉
注射, 在 20日龄首免时一次性给予袁然后通过多次检
测血清中的抗体水平观察疫苗的免疫效果袁 结果表
明院 玉米花粉多糖对瘟苗免疫有一定的增强效果,且
低剂量组(30 mg)略优于高剂量组(90 mg)曰使用花粉多
糖使试验组的血清抗体水平比对照组普遍升高袁在试
验中期尤为明显遥陆芹章渊2001冤采用醇沉淀法从玉米
花粉中提取粗多糖袁并用玉米花粉作为免疫增强剂按
针剂剂量 50尧100尧200 mg 分别与猪瘟弱毒细胞冻干
苗共同免疫猪袁测定免疫效果遥 研究结果表明玉米花
粉多糖既可增强体液免疫袁又能增强细胞免疫遥
3.3 降血脂作用

膳食纤维中有些成分如果胶可与胆固醇结合袁木
质素可与胆酸结合袁使其直接从粪便中排除袁减少机
体对胆固醇的吸收袁 因而有降血脂作用遥 曾志将等
(2005)研究表明花粉多糖能显著降低大鼠血清中总胆
固醇含量遥
3.4 抗肿瘤作用

耿越等渊1999冤研究表明袁玉米花粉多糖渊PPM冤可
以促进小白鼠非特异性的细胞免疫和特异性的体液

免疫袁 剂量为 50 mg/kg体重时其效果明显高于剂量
25 mg/kg体重袁 说明 PPM的作用与剂量有一定的正
相关性遥 PPM可增加小白鼠血清溶血素含量袁该作用
也有一个最适剂量存在袁这一点与其它一些来源的植
物多糖具有相似性遥 实验证明袁PPM对 S-180没有杀
伤作用袁 其抑制肿瘤生长的机理与 PPM激活小白鼠
免疫功能袁提高机体抗肿瘤的能力有关遥王开发(2001)
先给小白鼠皮下移植 S180 实体瘤袁 然后注射玉米花
粉多糖袁发现抑瘤率达到 74%遥吕建新(1999)应用玉米
花粉多糖对大鼠肺泡巨噬细胞内乳酸脱氢酶和酸性

磷酸酶的影响袁并研究对肺泡巨噬细胞分泌肿瘤坏死
因子的诱导作用袁结果表明袁玉米花粉多糖能显著提
高细胞内乳酸脱氢酶和酸性磷酸酶的含量袁并且对有
肺泡巨噬细胞分泌肿瘤坏死因子有诱导作用袁促进小
白鼠接触性皮炎反应,提高腹腔巨噬细胞对鸡红细胞
的吞噬率和吞噬指数及小白鼠血清溶血素含量遥据报
道党参花粉多糖也具有激活小白鼠腹腔巨噬细胞活

性的功能遥
花粉中多糖和微量元素还是抗癌尧抑癌的有效成

分,它们具有抑制癌细胞 DNA的合成,阻止癌细胞扩

散尧阻止致癌基因同细胞 DNA的紧密结合尧阻止外来
致癌物的活化以及解除外来致癌基因的毒性等作用遥
有研究报道,蜂花粉的抗肿瘤率高达 69.06%,具有良
好的防癌效果遥油菜蜂花粉对荷瘤小鼠肿瘤生长有明
显抑制作用, 可以明显增加荷瘤小鼠血清超氧化物歧
化酶活性,降低荷瘤小鼠血清乳酸脱氢酶活性尧血清丙
二醛含量遥 油菜蜂花粉可通过增强机体抗氧化能力而
抑制肿瘤生长, 其中具体哪种成分起的作用有待进一
步研究遥
3.5 抑菌及促生长作用

蜂花粉功能因子提取与开发课题组渊2005冤对蜜
蜂花粉多糖的抑菌作用进行研究, 多糖稀释浓度为
33.6尧16.8尧8.4尧4.2尧2.1 mg/ml袁结果表明袁高浓度蜜蜂
花粉多糖对多杀性巴氏杆菌尧猪丹毒杆菌尧沙门氏菌
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而对其它的细菌则效果不明
显遥潘珂渊2006冤等用蜂花粉多糖作为一种饲料添加剂
饲喂肉鸡袁探讨蜂花多糖对肉鸡生产性能及肌肉化学
成分的影响袁结果发现袁蜂花粉多糖能显著提高 8周
龄肉鸡的体重和饲料效率袁屠宰性能提高不明显遥 可
见蜂花粉多糖对肉鸡的生长速度与饲料效率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袁但这个作用要到 8周龄才能表现出来遥
4 展望

我国花粉资源极其丰富袁居世界第二位袁蜂花粉
作为饲料添加剂不仅天然无副作用袁不存在耐药性问
题袁而且能起到全面促进机体新陈代谢袁具有提高免
疫功能袁促进畜禽生长袁提高生产性能袁抗菌尧防病等
优点遥 由蜂花粉等天然物质取代抗生素尧激素及化学
合成饲料或饲料添加剂是动物营养与饲料工业的发

展趋势遥在畜牧业中袁长期使用高剂量抗生素袁可导致
肉尧蛋尧奶中药物的残留和细菌耐药性的产生袁由此引
起了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日益关注遥 如何研制绿
色尧安全尧高效的饲料添加剂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
问题遥天然植物饲料添加剂因不易导致病原微生物产
生耐药性尧在动物体内残留量少尧毒副作用小等特点袁
近年来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遥花粉多糖具有
以上多种生物学功能袁将花粉多糖开发为绿色环保饲
料添加剂应用于畜牧业袁这对真正意义上减少抗生素
等药物添加剂在饲料中的使用袁推进动物饲料野无抗
生素冶或尽量少用抗生素的进程袁保证畜产品的安全
和我国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遥

（参考文献 14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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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珏 强作礼 李升和 梁 林 孟楼国 蒋邱丰

摘 要 选取 1日龄闽中麻鸡 396羽，随机分成 4组，组内设 3个重复。玉组为对照组，饲喂基础
日粮，域、芋、郁组在基础日粮中分别添加中药富硒酵母 0.2%、0.3%和 0.4%，试验期 49 d，研究日粮添
加不同剂量中药富硒酵母对闽中麻鸡生产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试验域、芋、郁组的增重均高于对照
组；域、芋和郁组的料重比分别比对照组降低了 3.5%、7.8%和 14.3%。日粮添加中药富硒酵母可提高闽
中麻鸡增重、降低料重比，添加 0.4%效果显著。

关键词 中药富硒酵母；闽中麻鸡；生产性能

中图分类号 S816.79

王珏，安徽科技学院，233100，安徽凤阳。
强作礼、李升和，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梁林、孟楼国、蒋邱丰，合肥东升牧业有限公司。

收稿日期：2008-11-10
绎 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2006KJ197B）

硒渊Se冤为动物机体的必需微量元素袁其生物学功
能已经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遥目前已经明确硒的主要
作用有院 淤参与机体代谢袁 是谷胱甘肽过氧化酶
渊GSH-PX冤的活动中心袁能对抗自由基袁稳定细胞的生
物膜曰与胰岛素有相似的作用袁可调节体内糖代谢袁有
助于改善糖尿病患者症状遥 于促进动物生长遥 盂保护
心肌和心血管的健康袁降低心血管的发病率遥 榆保护
视觉器官的功能和视力遥 虞增强机体免疫功能袁刺激
免疫球蛋白产生袁增强抗病力曰对动物和人体肿瘤有
预防和治疗作用袁特别是胃肠道癌和肝癌等受硒的影
响最明显袁补硒能使动物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1-4]遥

硒分为无机硒和有机硒袁两者在生物活性和毒性
等方面有明显差异遥 和无机硒相比袁有机硒的毒性较
小袁易被吸收利用遥中药富硒酵母又称中药有机硒尧中
药生物硒尧中药富集硒袁就是把中草药切碎植入酵母
菌袁并在培养酵母的过程中加入硒元素袁通过酵母在
生长过程中对硒的自主吸收和富集袁使硒与酵母体内
的蛋白质和多糖有机结合袁从而消除了化学硒对动物
的毒副反应和对肠胃刺激袁使硒能够更高效尧更安全
地被动物吸收利用遥另外中药的许多抑菌活性物质等
有效成分也可以被酵母吸收袁从而提高饲料的利用率
和动物的抵抗力[5]遥 中药富硒酵母作为一种新型的有
机硒产品袁生物利用率高尧毒性低袁可添加于畜禽日
粮袁也可用于生产富硒的诸如抗癌或抗衰老等功能性
食品[6]遥 本试验通过在基础日粮中添加不同剂量的中

药富硒酵母袁 研究其对闽中麻鸡生产性能的影响袁探
讨中药富硒酵母在肉用鸡饲料中的适宜添加剂量袁为
这种新型绿色饲料添加剂在养殖业的推广利用提供

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及硒源选择

试验取 1日龄健康闽中麻鸡 396羽袁随机分为 4
组袁每组 99羽袁组内设 3个重复,每个重复 33羽袁试验
玉组为对照组,饲喂基础日粮,域尧芋尧郁组在基础日粮
日粮中分别添加中药富硒酵母 0.2%尧0.3%和 0.4%遥中
药富硒酵母由合肥东升牧业有限公司提供, 采用黄
芪尧甘草尧桔梗尧大青叶尧板蓝根等中草药,以酵母菌发
酵并加入微量元素硒结合而成,其中有机硒含量经安
徽省中医学院测定为 67 滋g/mg遥域尧芋尧郁组日粮中添
加的有机硒含量分别为 0.134尧0.201尧0.268 mg/kg,试
验期 49 d袁观察统计在日粮中添加不同剂量的中药富
硒酵母对闽中麻鸡生产性能的影响遥
1.2 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试验饲料由合肥东升牧业有限公司提供袁基础日
粮组成和营养水平见表 1遥

表 1 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玉米
豆粕
植物油
磷酸氢钙
石粉
食盐
预混料

代谢能(MJ/kg)
粗蛋白质(%)
赖氨酸(%)
蛋氨酸+胱氨酸(%)
钙(%)
磷(%)

0耀3
59.00
35.30
2.00
1.30
1.10
0.30
1.00

4耀7
64.00
29.90
2.50
1.30
1.00
0.30
1.00

4耀7
12.52
18.15
1.05
0.79
0.95
0.45

0耀3
12.19
20.13
1.20
0.86
1.00
0.45

周龄 周龄
日粮组成(%) 营养水平

1.3 饲养管理及测定指标

试验鸡分笼常规饲养管理,自由采食尧饮水,饲养密
度 0耀28日龄为 45耀55羽/m2,35耀49日龄为 25耀30羽/m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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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饲养标准调节温度和光照袁按常规免疫程序接种鸡
新城疫遇系疫苗和法氏囊疫苗遥试验期每日观察鸡群
的健康状况袁记录死亡鸡数遥 每周末晚 8时逐只称量
各组试验鸡体重(精确到 1.0 g),统计饲料消耗量渊精确
到 1.0 g冤袁计算各周龄鸡的平均体重和饲料转化率遥

1.4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2.0 软件的 ANOVA 程序进行统计分
析袁多重比较采用 LSD法袁用 Excel 2003做图尧做表遥
2 结果

2.1 中药富硒酵母对闽中麻鸡增重的影响(见表 2)
表 2 日粮添加中药富硒酵母对闽中麻鸡增重的影响（g）

项目
玉组
域组
芋组
郁组

初生重
39依0.5a
42依0.7a
38依0.7a

42依0.6a

7 d
94依1.4b

95依1.2b
95依1.4b
99依1.5a

14 d
189依3.3b

191依3.3b
193依3.6b
203依3.6a

21 d
325依6.3b

335依5.9b

337依7.4a
354依7.0a

49 d
990依24.0b

1 002依20.5b
1 041依22.1a
1 100依20.4a

28 d
428依8.9b
436依9.8b

448依10.8b

481依9.5a

35 d
639依14.3b
658依13.6b

675依15.8b

731依13.9a

42 d
777依19.0b
783依16.6b
816依18.1a
865依18.8a

注院同列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渊P< 0.05冤曰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 0.05冤遥

由表 2可见袁与对照组相比较袁同一日龄各试验
组增重均提高袁域组全程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芋组
21尧42和 49日龄差异显著渊P<0.05冤曰郁组 7~49日龄

均显著提高渊P<0.05冤,试验各组内重复增重无显著性遥
2.2 中药富硒酵母对料重比及经济效益的影响渊见
表 3冤

由表 3可见,与对照组相比较袁试验域尧芋和郁组
料重比分别下降 3.5豫尧7.8豫尧14.3豫袁 平均每只鸡的经
济效益分别提高 0.14尧0.46和 1.05元遥
3 讨论

3.1 肉鸡日粮添加中药富硒酵母的适宜剂量

1987年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把大多数畜
禽添加硒的允许量提高到 0.3 mg/kg,1998年将标准降
低为 0.1 mg/kg袁欧共体国家商品饲料中的最高含硒量
为 0.3 mg/kg[6]遥为了安全起见,一般畜禽的日粮中应按
标准需要量添加,原料中含有量作为安全量看待[7]遥 本
试验各组加入的中药富硒酵母中有机硒含量依次为

0.134尧0.201和 0.268 mg/kg袁最大添加量 0.268 mg/kg,
均为允许量范围内袁在饲养试验中未见试验动物出现
任何不良反应和中毒症状遥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日粮添
加不同剂量的中药富硒酵母袁不同程度地提高了闽中
麻鸡的生产性能袁改善了饲料利用率袁以添加 0.4%的
促生长及提高经济效益的效果最为显著遥组内重复差
异不显著袁 证明了添加中药富硒酵母作用的稳定性遥
本试验的硒含量最大剂量组为 0.4%袁 是否为中药富
硒酵母的最佳添加量袁能否再加大剂量袁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遥

3.2 日粮添加中药富硒酵母提高闽中麻鸡生产性能

机理的探讨

在动物饲料中补硒的添加剂类型有多种袁包括无
机硒渊亚硒酸钠冤尧富硒酵母尧多糖硒渊如高硒大米冤以
及混合硒渊富硒螺旋藻冤等袁以补充富硒酵母最为安全
有效遥 硒在动物体内通过构成硒蛋白形式发挥作用袁
如氨基酸硒袁其中蛋氨酸硒和胱氨酸硒为最终活性形
式遥以酵母生物富集高含量的无机硒袁得到成本较低尧
且易被动物吸收的硒蛋白成分袁既降低了毒性袁又提
高了生物利用率遥 大量研究证明袁硒作为谷胱甘肽过
氧化物酶不可缺少的组分袁具有清除动物在细胞呼吸
代谢中产生过氧化物羟自由基袁 维持生物膜完整性袁
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性低密度脂蛋白损伤等作用遥 此
外袁硒还是动物体三碘甲腺原氨酸渊T3冤合成关键酶-
5'-脱碘酶的重要辅助因子和活化剂袁 而 T3是动物尤
其是家禽生长调控的重要激素袁 当机体缺硒时袁T3的
合成严重受阻袁会抑制动物生长[1-2]遥 通过日粮补充有
机硒袁能够提高相关酶和激素的活性袁改善机体代谢袁
从而提高增重和饲料利用率遥

目前中草药添加剂主要以中草药的营养成分和

药效成分含量及其药理作用为依据遥中草药添加剂的

表 3 日粮添加中药富硒酵母对闽中麻鸡料重比及经济效益的影响

增重
(g/只)
990.0

1 002.0
1 041.0
1 100.0

酵母价格
(元/kg)

0.0
35.0
35.0
35.0

鸡苗及药物
(元/只)

3.0
3.0
3.0
3.0

基础日粮
(元/kg)

2.1
2.1
2.1
2.1

耗料量
(g/只)

2 554.2
2 495.0
2 477.6
2 431.0

酵母费用
(元/只)

0.00
0.18
0.25
0.35

日粮费用
(元/只)

5.4
5.2
5.2
5.1

鸡的售价
(元/只)

9.90
10.02
10.41
11.00

盈利
(元/只)

1.50
1.64
1.96
2.55

玉组
域组
芋组
郁组

项目

2.58
2.49
2.38
2.21

料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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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多是以原料直接粉碎袁往往很难保证中草药的安
全性和有效成分的充分发挥[8]遥 中药富硒酵母是将粉
碎的中药接种酵母菌袁通过生物发酵使中草药的有效
成分得以释放袁省去了大量仪器设备和化学试剂的处
理过程袁且较人工处理更为安全有效遥同时袁酵母菌及
其产物含有蛋白质尧类脂和多肽等袁均具有促进机体
生长尧改善胴体品质的作用[9]遥

本试验所用中药富硒酵母中的原料黄芪可补中

益气,对动物的抗体形成有明显促进作用,可增强机体
免疫力曰桔梗具有宣肺尧祛痰尧排脓等功效曰大青叶尧板
蓝根可清热解毒,在抗菌和抗病毒方面疗效确切[10-12],
对提高动物抗病力均具有一定作用袁所以结合有中草
药成分的富硒酵母较普通富硒酵母的作用更为全面袁
具有更广阔的开发前景遥 但是袁由于中药成分的复杂
性及生物酵解过程的多变性袁如何使有效成分得到最
大程度的释放袁并防止其被破坏而降低有效性袁尚待
进一步研究遥

参考文献

[1] 钟荣珍，李建国，房义，等.反刍动物硒营养研究进展[J].黄牛杂
志，2005，31（6）：44-46.

[2] 史丽英.人体必需微量元素硒[J].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2005（4）：
61-63.

[3] 徐兵河,孙艳.微量元素硒的防癌抗癌作用[J].中国新药杂志,1998,
7（3）：67-71.

[4] 王理达，胡迎庆，屠鹏飞,等.13种生药提取物及化学成分的抗真
菌活性筛选[J].中草药，2001，32（3）：241-244.

[5] 李爱芬，刘振乾,徐宁,等.微量元素硒载体酵母发酵的研究[J].暨
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25（5）：626.

[6] 梁明振，新跃，黄钦华，等.微量元素硒对动物繁殖性能的影响[J].
中国畜牧兽医,2003,30（3）:16

[7] 胡文娥.硒在鸡生产中的应用研究进展[J].饲料研究，2002（6）：
11-13.

[8] 呙于明.家禽营养与饲料[M].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4: 441-
442.

[9] 王腾飞,刘洪玲,王锐明.酵母抽提物的营养价值及应用前景[J].山
东食品发酵,2007（1）：5-9.

[10] 孔令梅.黄芪的免疫调节作用[J].内蒙古医学杂志，2007,39（1）：
73-74.

[11] 吴梅青，刘佳佳. 桔梗化学成分研究进展 [J]. 黑龙江医药 ,
2007,20（5）：443-446.

[12] 孙东东，何立伟，李祥，等.板蓝根化学成分研究 [J].中国药房 ,
2007，18（3）：172-173.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饲料添加剂 王珏等：中药富硒酵母对闽中麻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12月 10～11日，由美国大豆协会和吉林新方圆牧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现代规模化养猪高层
论坛”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大酒店会议室隆重举行。东北三省规模化猪场负责人及部分优秀饲料经销商应
邀赴会，纷至沓来，高朋满座。

吉林省牧业管理局副局长鲁俊先生到会并致开幕词，他指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同样波及到畜牧业和饲

料工业，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举办这样的论坛无疑对行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促进作用。他对论坛充分

肯定，并预祝论坛圆满成功。

美国大豆协会国际项目饲料技术主任程宗佳博士，结合大量图片作了关于“国外现代养猪模式及未来
国内养猪发展趋势的报告”，使到会人员领略到了国外的先进养猪技术和管理方法，同时了解了国内养猪
新趋势。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硕士生导师、吉林省 12316新农村热线专家黄权先生作了关于“规模
化养猪的营养关键点和饲料新技术”的报告，重点讲授了不同发育阶段和生理阶段猪的营养关键点，以及

饲料新技术的应用问题。吉林新方圆牧业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马清文先生简洁明了地剖析了 2008年生
猪的行情起伏变化，并对 2009年生猪生产和价格走势作了预测，并建议广大饲养户，面对现在复杂的形
势，要冷静分析，理性发展，增强品牌意识。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硕士生导师姜海龙博士在论坛上生
动翔实地介绍了“现代生态养猪模式”，分析了优缺点，介绍了国内外的一些成功案例，引起了养殖户的共

鸣。与会的专家还有饲料工业杂志社副总编辑沈桂宇女士，原东北养猪研究会理事长卢连本研究员，吉林

省饲料工业协会专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姜懋武先生，吉林省 12316新农村热线专家王开先生。报告后又

进行了现场互动，解惑答疑，专家们详细而又精彩的回答了养猪户提出的各种问题，赢得全场阵阵掌声。

来自东北三省各地的规模化猪场场主们对此次论坛一致称赞，深感不虚此行，收获颇丰，此次论坛为

现阶段如何养猪与营销指明了方向，同时推广了国内外养猪与饲料新技术，对东北三省生猪养殖业进一步
有序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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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高温植酸酶用于颗粒饲料对肉鸡
生产性能及钙、磷利用率的影响
任海英 郭宝林 苏俊兵

摘 要 试验旨在研究肉仔鸡低磷日粮颗粒饲料中添加耐高温植酸酶对肉鸡生产性能及钙、磷

利用率的影响。选取 1日龄 AA+肉仔鸡，随机分为 6个处理，分别饲喂处理 1（正对照，正常磷水平）、处
理 2(负对照，低于正常磷水平)、处理 3（负对照+500 U植酸酶）、处理 4（高磷替代+500 U植酸酶）、处理
5(负对照+1 000 U植酸酶)和处理 6（高磷替代+1 000 U植酸酶）试验日粮。试验结果表明：在制粒饲料
中添加耐高温植酸酶是可行的。在相同有效磷水平下，随着植酸酶添加水平的提高，出栏体重有增加

的趋势；在相同植酸酶添加量的条件下，随着有效磷替代水平的提高，出栏体重有降低的趋势。添加植

酸酶有增加胫骨灰分和磷含量的趋势。在正常替代水平下，植酸酶的添加量以 500~1 000 U/kg为宜。
在本试验条件下,日粮添加 500耀1000 U/kg植酸酶的情况下，进行磷酸氢钙的高水平替代也是可行的。

关键词 耐高温植酸酶；肉仔鸡；磷；钙；生产性能

中图分类号 S815.1

任海英，北京昕大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081，北京市
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农科院百欣科技楼 502。
郭宝林、苏俊兵，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8-11-17

颗粒饲料可以改善饲料的适口性,增加采食量;熟
化饲料,便于消化吸收,提高饲料利用率;防止饲料在
运输过程中产生分级现象;防止畜禽挑食而导致营养
不均衡;具有杀菌作用遥 颗粒饲料已经在肉鸡饲料中
得到广泛的应用遥 磷是畜禽必需的常量元素之一,畜
禽饲料主要由玉米和豆粕等植物性原料组成,其中所
含的磷主要是植酸磷,由于单胃动物的胃中不含植酸
酶,对植物性饲料中的磷利用较低遥 为了满足动物对
磷的需要,不得不大量添加无机磷,这就使磷的排出量
大大增加,严重地污染了环境;磷矿资源为不可再生资
源,磷矿的大量开采,将会导致磷矿资源的匮乏遥 植酸
酶具有水解植酸磷的作用,大量的研究表明,在饲料中
添加植酸酶具有提高植酸磷的利用率,降低粪中磷的
排出量,减少磷对环境污染的作用遥 但是植酸酶和生
物催化剂一样,酶活性受温度尧pH值等因素的影响,一
般微生物来源的植酸酶的耐受温度为 65 益,较高制粒
温度情况下大量植酸酶失活,限制了植酸酶在颗粒饲
料中的使用遥 为此,现在已有很多饲料生产厂商采用
液体植酸酶后喷涂技术 ,但是,液态植酸酶需要喷涂
设备,成本高,只适用于大规模饲料厂使用;植酸酶位
于颗粒饲料的表面,产品的混合均匀度差 ;液态酶喷

洒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植酸酶结合在颗粒料的表面,
最终导致许多植酸酶集中在粉化的小颗粒料中,而这
些小颗粒粉料通常被回收重新制粒, 在这种情况下,
喷洒的植酸酶被破坏,影响饲料的使用效果遥 本试验
的目的旨在研究通过改良的微生物耐高温植酸酶用

于肉鸡颗粒饲料袁研究其对肉鸡生产性能及钙尧磷利
用率的影响遥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耐高温植酸酶为北京昕大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生产袁酶活为 5 000 U/g遥
1.2 试验动物

选用 1日龄 AA+肉仔鸡袁公母各半袁由北京华都
肉鸡公司提供遥
1.3 试验设计与饲养管理

选用 1日龄 AA+肉仔鸡共 1 656只袁试验共分为
6个处理袁每个处理 6个重复袁每个重复 46只鸡遥试验
基础日粮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渊2004冤国家饲养标准
配制袁 试验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1遥 处理 1
组为正对照组渊正常磷添加水平冤袁处理 2组为负对照
组(低于正常磷水平),其它为试验组袁试验方案见表 2遥
在此耐高温植酸酶试验中袁考虑了制粒温度对酶活损
失的影响袁添加了一定的安全剂量遥 所替代掉的磷酸
氢钙的钙水平需用石粉补充袁 剩余空间由沸石粉填
充遥 试验按肉鸡的饲养管理程序进行饲养袁 分为 1耀
17尧18耀28尧29耀35和 36~46日龄渊出栏冤4个阶段饲养袁
自由采食袁自由饮水遥 分别在 7尧14尧28尧33和 46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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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空腹称重袁并称量料槽饲料袁记录各期肉仔鸡体
重尧耗料量和死亡数袁计算平均日增重尧采食量尧料肉

比和死亡率遥 46日龄每个重复随机抽取 1只鸡屠宰袁
取其胫骨进行灰分及钙尧磷的测定遥

1.4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用 SPSS14.0软件的 One-Way ANOVA 对试验数
据进行方差分析袁用 Duncan's法作多重比较遥
2 结果

生产性能试验结果见表 3遥 表 3结果表明袁46日
龄的出栏体重 5组最高袁 与 1尧3尧4尧6组差异不显著
渊P>0.05冤袁显著高于处理 2 组渊负对照组冤渊P<0.05冤袁2
组 46日龄出栏体重最低遥全程平均日增重 5组最高袁
2组最低袁试验各组差异不显著曰肉鸡料肉比试验各
组差异不显著遥

胫骨试验结果见表 4袁胫骨灰分试验各组差异不
显著袁5 组最高袁其次是 1组(正对照组)袁2组(负对照
组)最低遥 试验各组胫骨钙含量差异不显著袁没有明显
的变化趋势遥 胫骨磷含量试验各组差异不显著袁1组
最高袁2组负最低袁 加植酸酶各组介于 1尧2组之间袁没

有明显的变化趋势遥
3 讨论

磷是畜禽必需的常量元素之一,如果日粮磷水平
含量低,不能满足动物的需要,就会降低动物的生产性
能袁严重时会导致骨病遥 对比试验各组出栏体重,试验
组与正对照组差异不显著,且都高于负对照组,其中 5
组(负对照+1 000 U/kg植酸酶)显著高于 2组(负对照
组),料肉比也有类似的趋势遥 何丹林等渊2006冤报道,在
正对照含磷酸氢钙 1.6%(Ca 1.22%尧P 0.77%)尧负对照
不含磷酸氢钙(Ca 0.88%尧P 0.5%)和负对照+1 000 U/kg
耐高温植酸酶组中袁植酸酶组的生产性能与正对照组
差异不显著袁但显著地高于负对照组袁和本试验有类
似的结果遥本试验结果表明袁当有效磷水平一致时袁无
论正常替代还是高磷水平替代袁 从出栏重可以看出袁
随着植酸酶添加水平的提高袁出栏体重增加遥 杨彩然

项目
原料(%)
玉米
豆粕(CP46%)
菜粕
棉粕
次粉
玉米蛋白粉
油
石粉
磷酸氢钙渊Ca 21%尧P 16%冤
预混料
合计
营养水平
代谢能(MJ/kg)
粗蛋白(%)
赖氨酸(%)
蛋氨酸(%)
蛋氨酸+胱氨酸(%)
钙(%)
可利用磷(%)

1~17日龄
54.5
24.6
3.0
3.0
3.0
4.0
2.7

1.10
2.10
2.00
100

12.37
21.5
1.32
0.60
0.92
1.00
0.50

18~28日龄
57.0
18.0
4.0
4.0
4.0
5.0
3.1
1.00
1.90
2.00
100

12.96
20

1.16
0.54
0.85
0.90
0.45

29~35日龄
62.0
12.0
4.5
5.0
5.0
4.0
2.80
1.00
1.70
2.00
100

13.13
18.0
1.10
0.50
0.80
0.85
0.42

36~46日龄
65.0
8.3
5.0
5.0
5.0
4.0
3.00
1.02
1.68
2.00
100

13.38
17.0
1.00
0.48
0.80
0.80
0.40

表 1 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5组
(NC+1 000 U正常替代)

240
0.06
240
0.08
240
0.1
240
0.1

6组
(NC+1 000 U高替代)

240
0.1
240
0.12
240
0.14
240
0.14

表 2 试验方案

酶添加量(g/t)
替有效磷(%)
酶添加量(g/t)
替有效磷(%)
酶添加量(g/t)
替有效磷(%)
酶添加量(g/t)
替有效磷(%)

1组
(正对照)

0
0
0
0
0
0
0
0

3组
(NC+500 U正常替代)

120
0.06
120
0.08
120
0.1
120
0.1

4组
(NC+500 U高替代)

120
0.1
120
0.12
120
0.14
120
0.14

2组
(负对照 NC)

0
0.06

0
0.08

0
0.1
0

0.1

1耀17 d
18耀28 d
29耀35 d
36耀46 d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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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渊2000冤试验报道袁在低有效磷渊0.20%冤饲粮中袁肉仔
鸡饲粮随着植酸酶添加渊0尧350尧500尧650 U/kg冤水平的
提高袁38日龄末重逐渐增加袁 本试验结果与其一致遥
孟婕等(2007)试验结果表明袁在低磷尧低钙渊钙 0.8%尧
非植酸磷 0.28%冤基础日粮中袁当植酸酶添加水平为
400尧500尧600尧750 U/kg 时 袁500 U/kg 组出栏体重最
高袁本试验结果与其不一致遥 这可能与植酸酶高添加
后释放较多的磷后造成 CaP比例的变化有关遥本试
验结果还表明袁当植酸酶添加量一定时袁随着有效磷
替代水平的提高袁出栏体重有降低的趋势遥 杨维仁等
(2008)报道袁以正常磷水平(0~4周有效磷 0.45%尧5耀7
周有效磷 0.42%) 为对照组袁 试验组植酸酶添加量为
500 U/kg袁 磷酸氢钙的添加量为对照组的 75豫尧50豫尧
25豫尧0时袁 以 50豫添加组日增重最高袁70%添加组日
增重低于 50%添加组袁可能是由于植酸酶提高了磷的
释放袁 导致胃肠道钙磷之间的不平衡造成的袁50豫尧
25豫尧0添加组随着磷替代量的提高,日增重有逐渐降
低的趋势,本试验与其结果基本一致遥 试验各组死亡
率差异不显著袁各组死亡率不同,原因可能是由于肉
鸡体质不同或饲养管理等其它因素引起,与试验日粮
关系不大遥

虽然本试验胫骨灰分尧钙尧磷含量试验各组差异

均不显著袁但是加植酸酶组胫骨灰分尧磷含量均高于
负对照组袁差异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肉鸡生长期
短袁负对照组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缺磷症状而致遥 徐奇
友等渊2000冤将肉仔鸡分 0耀3尧4耀6尧7耀8 周 3个阶段分
别饲喂处理 1渊含总磷 0.59%尧0.56%尧0.52%冤尧处理 2
(含总磷 0.45%尧0.40%尧0.35%加植酸酶 500 U/kg)尧处
理 3渊含总磷 0.55%尧0.50%尧0.45%加植酸酶 500 U/kg冤尧
处理 4(含总磷 0.55%尧0.50%尧0.45%加植酸酶 250 U/kg)
饲粮进行试验袁结果表明袁各处理组胫骨灰分含量尧钙
含量差异不显著袁胫骨磷处理 2尧处理 3 与对照组差
异不显著袁处理 4显著低于对照组遥 本试验结果与其
大致相同遥 岳增华等渊2006冤试验表明袁对照组为磷酸
氢钙组 袁 试验组分别替代无机磷 0.09%尧0.11% 尧
0.13%袁胫骨钙尧磷含量差异不显著袁但是随着无机磷
替代的增加袁钙磷含量有降低的趋势袁本试验结果与
其基本相同遥
4 结论

在本试验高温制粒条件下袁在制粒饲料中添加耐
高温植酸酶是可行的遥 在相同有效磷水平下袁随着植
酸酶添加水平的提高袁出栏体重有增加的趋势曰在相
同植酸酶添加量的条件下袁随着有效磷替代水平的提
高袁出栏体重有降低的趋势遥 添加植酸酶有增加胫骨

表 3 生产性能试验结果

阶段

7~14日龄

15~28日龄

29~33日龄

34~46日龄

7耀46日龄

项目
始重(g)
末重(g)

平均日增重(g/d)
采食量(g/d)
料肉比
末重(g)

平均日增重(g/d)
采食量(g/d)
料肉比
末重(g)

平均日增重(g/d)
采食量(g/d)
料肉比
末重(g)

平均日增重(g/d)
采食量(g/d)
料肉比

平均日增重(g/d)
料肉比
死亡率(%)

1组
178.70依3.90
434.03依6.78b
36.48依1.07b

51.85依0.93
1.43依0.05a

1 438.67依9.67ab
71.76依0.47ab
117.59依1.02a

1.64依0.02a

1 887.00依27.23
89.67依4.96
154.75依0.80a

1.73依0.05
3 148.31依17.63ab

97.02依2.75b

187.29依0.98b
1.92依0.06

74.24依0.49
1.74依0.05
1.17依0.04

2组
181.53依3.44
446.43依7.59b
37.84依1.37b

54.79依1.31
1.46依0.05ab

1 445.00依19.50ab
71.33依1.48a

124.97依1.37bc

1.76依0.04b

1 951.33依23.45
101.27依4.91
168.89依1.86c
1.67依0.09

3 081.92依8.17a
86.97依2.45a

182.10依1.29a
2.09依0.06
72.49依0.34
1.78依0.01
0.67依0.33

3组
183.53依3.41
432.7依16.97b
35.60依2.17ab

51.49依0.85
1.45依0.11ab

1 454.67依15.09b
73.00依2.10ab
127.98依1.80c

1.76依0.05b

1 951.33依50.69
99.33依11.00
161.38依0.82b
1.63依0.19

3 138.35依18.83ab
91.31依4.25ab

178.39依0.56a
1.95依0.11
73.87依0.64
1.79依0.04
0.33依0.21

6组
173.87依3.71
394.50依9.24a
31.52依1.49a

51.77依1.00
1.66依0.09b

1 456.67依11.62b
75.87依0.96b

122.08依1.15b

1.61依0.03a

1 971.67依69.99
103.00依14.70
162.41依1.14b
1.58依0.09

3 131.04依18.43ab
89.18依5.27ab

181.14依1.45a
2.03依0.15
73.93依0.83
1.73依0.02
0.83依0.40

4组
181.10依1.44
426.63依6.13b
35.08依0.88ab

51.72依1.21
1.48依0.05ab

1 407.00依10.04a
70.03依0.56a

128.50依1.64c

1.84依0.02b

1 953.00依30.42
109.20依5.51
172.49依1.51c

1.58依0.08
3 121.88依16.73ab

89.91依3.64ab

181.48依1.93a
2.02依0.07
73.52依0.76
1.74依0.02
1.67依0.71

5组
179.37依2.30
423.20依6.98b
34.84依0.96ab

51.64依1.07
1.49依0.05ab

1 437.67依18.14ab
72.46依1.59ab
126.47依1.29c

1.75依0.05b

1 962.33依43.33
104.93依10.71
163.70依1.10b
1.56依0.17

3 175.03依45.51b
93.28依3.09ab

181.11依1.16a
1.95依0.06
74.89依0.06
1.71依0.02
1.33依0.21

注院同行数据肩标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渊P约0.05冤袁相同字母或无字母肩标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跃0.05冤遥 下表同遥
表 4 胫骨各营养成分试验结果（豫）

阶段

7耀46日龄
项目
胫骨灰分
胫骨钙含量
胫骨磷含量

1组
45.26依0.93
25.67依1.89
17.94依0.10

2组
44.16依0.70
24.97依0.53
17.81依0.80

5组
45.36依1.01
24.91依1.74
18.00依0.17

6组
45.14依0.97
25.37依1.19
17.84依0.09

3组
44.87依1.45
24.76依1.39
17.89依0.27

4组
45.05依1.53
23.60依0.30
18.19依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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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分和磷含量的趋势遥 在正常替代水平下袁植酸酶的
添加量以 500~1 000 U/kg为宜遥 在本试验条件下袁日
粮添加 500耀1 000 U/kg植酸酶的情况下袁进行磷酸氢
钙的高水平替代也是可行的遥在不同的试验及制粒条
件下袁耐高温植酸酶的添加量以及替代有效磷的量有
待于进一步的研究遥

参考文献

[1] 何丹林，温刘发，吴新，等.耐高温植酸酶代替磷酸氢钙对黄羽肉
鸡的饲用效果[J].养禽与禽病防治，2006（6）：14-16.

[2] 杨彩然，杨宗泽.低有效磷日粮添加植酸酶对肉仔鸡生产性能的

影响[J].兽药与饲料添加剂，2000（6）：3-4.
[3] 孟婕，郝正里，魏时来，等.不同植酸酶添加水平对肉仔鸡生产性

能的影响[J].甘肃农业大学学报，2007，12（2）：1-7.
[4] 杨维仁，王庆云，杨在宾，等.不同无机磷水平日粮添加植酸酶对

肉鸡生长性能和血清矿物质的影响[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8,
13（4）：87-92.

[5] 徐奇友，金明玉，孙玉红，等.植酸酶对肉仔鸡生产性能及钙、磷
利用率影响的研究[J]. 动物营养学报，2000，12（1）：26-31.

[6] 岳增华，李垚.植酸酶对提高肉仔鸡日粮中钙磷利用率的影响[J].
饲料工业，2006，27（14）：17-19.

（编辑：沈桂宇，guiyush@126.com）

酶活梯度曲线法测定饲料中木聚糖酶的含量
李富伟 汪 勇 汤海鸥

李富伟，北京挑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00081，北京市海
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六楼。
汪勇(通讯作者)、汤海鸥，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8-11-03

摘 要 试验选用加酶肉鸡全价料为样品，利用酶活梯度曲线法测定饲料中木聚糖酶的含量。结

果表明：采用改进后的 DNS法（即酶活梯度曲线法）测定饲料中木聚糖酶，可以显著提高检测的准确
度；同时，此方法也为评定成品加酶饲料的品质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加酶饲料；木聚糖酶；DNS法；酶活梯度曲线法
中图分类号 S816.17

A method of enzyme activity grads curve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s of xylanase in feedstuff
Li Fuwei, Wang Yong, Tang Haiou

Abstract The samples of broiler feed with enzyme were selected, then the method of enzyme activity
grads curve was used to determine its xylanase content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improved method of
DNS渊Enzyme activity grads curve冤could improve the detect accuracy of xylanase in feedstuff. Meanwhile
this method offered reference to assess enzyme-contained feedstuff in feed industry.
Key words enzyme-contained feedstuff曰xylanase曰DNS曰enzyme activity grads curve
目前袁饲用木聚糖酶活力测定所采用的方法主要

是 DNS还原糖法袁 其原理是利用木聚糖酶水解木聚
糖底物袁生成还原性糖遥 DNS显色剂与还原性糖在煮
沸条件下生成棕红色的氨基化合物遥 在一定范围内袁
还原糖的生成量和反应液的颜色强度成正比袁因此可
以通过比色法测定还原糖的生成量来计算木聚糖酶

的活力[1]遥由于此法操作简便袁显色稳定袁重现性好袁且
不需特殊仪器设备袁因而是众多科研单位和饲料酶制
剂企业公认的木聚糖酶检测方法[2]遥

然而对于加酶饲料中木聚糖酶的检测来说袁由于

饲料成分的复杂性及其自身的变异度较大袁导致测定
过程中干扰因素较多,故 DNS还原糖法不适合直接用
于饲料中木聚糖酶含量的测定[3]遥 堵苑苑(1998)报道袁
通过消除或避免在测定过程中的干扰因素袁改进还原
糖法也是研究饲用木聚糖酶测定方法的新途径[4]遥 陆
文清等渊2002冤报道袁在未经酶处理的饲料中添加已知
量的不同梯度的木聚糖酶袁再回收测定其酶活袁可以
获得相应的分析曲线袁通过对照酶活分析曲线就可以
计算出加酶饲料中木聚糖酶的含量[5]遥 本文在陆文清
等提出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做了改进袁并提出了酶活
梯度曲线检测法的概念遥 通过多次试验摸索袁此方法
可以较好地检测加酶饲料中木聚糖酶的含量袁这对于
控制成品加酶饲料的品质具有参考意义遥
1 材料与试剂

1.1 材料

木聚糖酶渊10 000 U/g袁北京挑战生物技术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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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供冤尧肉鸡粉状全价料渊中国农业科学院中试基地
某饲料厂提供冤尧加酶肉鸡粉状全价料渊0.15 g木聚糖
酶+1 kg肉鸡粉状全价料混匀而成冤遥
1.2 试剂与配制方法

1.2.1 试剂

柠檬酸尧磷酸氢二钠尧3,5-二硝基水杨酸尧酒石酸
钾钠尧苯酚尧无水亚硫酸钠尧氢氧化钠尧木糖均为分析
纯袁燕麦木聚糖渊Sigma冤遥
1.2.2 试剂配制方法

1.2.2.1 1.0%木聚糖
称取 1.00 g燕麦木聚糖袁加 pH值 5.5柠檬酸-磷

酸氢二钠缓冲液 70 ml 于沸水浴中煮沸 30 min袁冷
却尧缓冲液定容至 100 ml遥 离心渊4 000 r/min冤10 min袁
取上清液待用渊此溶液现用现配冤遥
1.2.2.2 DNS显色剂

称取 3,5-二硝基水杨酸 3.15 g袁溶于 800 ml去离
子水并水浴至 45 益遥 缓慢加入 200 g/l氢氧化钠溶液
100 ml(溶液温度不超过 48 益)遥 逐步加入四水酒石酸
钾钠 91.0 g尧苯酚 2.50 g和无水亚硫酸钠 2.50 g袁不断
搅拌袁直到溶液清澈透明遥 冷却定容至 1 000 ml袁过滤
并储存滤液于棕色瓶中袁 避光保存遥 室温下存放 7 d
后可以使用袁有效期为 6个月遥
1.3 主要仪器

电子天平渊依0.000 1 g冤尧精密 pH计渊依0.01冤尧恒温
摇床尧可控恒温水浴锅尧722分光光度计尧微量移液器遥
1.4 试验操作步骤
1.4.1 木糖标准曲线制作

精确称取经 105 益烘至恒重的基准木糖 0.30 g袁
配成 20 滋mol/ml标准木糖溶液遥分别吸取 20 滋mol/ml
标准木糖溶液各 1 ml于 6个试管中袁 依次加入 0.5尧
1.0尧2.0尧3.0尧4.0尧5.0 ml缓冲液袁混匀遥各取不同浓度的
标准木糖溶液 0.2 ml于试管中袁37 益预热 3 min袁加
入已预热的 1.0%木聚糖底物溶液 1.8 ml袁 准确反应
10 min,加入 3 ml DNS,沸水浴 5 min,冷却并于 540 nm
处比色遥 以吸光值(OD值)为横坐标,木糖浓度(滋mol/ml)
为纵坐标袁列出直线回归方程院y=ax+b遥

空白制作院以 0.2 ml缓冲液替代 0.2 ml标准木糖
溶液袁以下操作步骤同木糖标准曲线制作遥
1.4.2 木聚糖酶活力测定渊DNS还原糖法冤

移取稀释至适当倍数的木聚糖酶溶液 0.2 ml于
试管中袁37 益预热 3 min袁 加入已预热的 1.0%木聚糖
底物溶液 1.8 ml袁准确反应 10 min袁以下步骤同木糖
标准曲线渊1.4.1节冤制作袁并根据木糖标准曲线计算出

木聚糖酶活力渊U/g冤遥
空白制作院移取稀释至适当倍数的木聚糖酶溶液

0.2 ml袁37 益预热 3 min,加入 3 ml DNS,准确反应 10 min,
再加入已预热的 1.0%木聚糖底物溶液 1.8 ml袁以下步
骤同上遥
1.4.3 木聚糖酶活性定义

在 37 益尧pH 值 5.5 的条件下袁1 min 从浓度为
10 mg/ml的燕麦木聚糖溶液中水解生成 1 滋mol木糖
所需要的酶量为一个酶活力单位渊U冤遥
1.4.4 标准酶液 A的制备

称取 0.256 5 g木聚糖酶袁加入 pH 值 5.5缓冲液
70 ml袁置于摇床 30 min渊250 r/min冤袁定容至 100 ml尧
离心袁所得上清酶液即为标准酶液 A袁待用遥
1.4.5 酶活梯度曲线法标准曲线的制作

称取 7 份 2.00 g 左右经粉碎后的肉鸡全价料
分别于 100 ml 容量瓶袁均加入 70 ml 缓冲液渊pH 值
5.5冤袁置于摇床 30 min渊250 r/min冤曰再依次加入标准酶
液 A(1.4.4节)0尧0.05尧0.1尧0.2尧0.3尧0.4尧0.5 ml袁摇匀尧定
容袁离心取上清酶液遥 随后依次各移取 0.2 ml上清酶
液分别于 7支试管中,37 益预热 3 min, 加入已预热的
1.0%木聚糖底物 1.8 ml, 准确反应 10 min袁 加入 3 ml
DNS袁沸水浴 5 min袁冷却并于 540 nm处比色遥 以吸光
值渊OD冤为横坐标渊 冤袁以 0.2 ml上清酶液中所含木聚
糖酶活力单位的量渊U冤为纵坐标渊 冤袁绘制 OD值-酶
活梯度曲线遥
1.4.6 加酶饲料中木聚糖酶活性测定

称取 2.00 g经粉碎后的加酶肉鸡全价料于 100 ml
容量瓶,加入 70 ml缓冲液(pH值 5.5),置于摇床 30 min
(250 r/min),定容尧离心遥 取上清酶液 0.2 ml于试管中袁
37 益预热 3 min,加入已预热的 1.0%木聚糖底物 1.8 ml,
准确反应 10 min袁加入 3 ml DNS袁沸水浴 5 min袁冷却
并于 540 nm处比色袁最后根据 OD值-酶活梯度曲线
计算加酶饲料中木聚糖酶活性渊U/g冤遥

空白制作院移取 1.4.6节中上清酶液 0.2 ml袁先加
入 3 ml DNS袁准确反应 10 min袁再加入已预热的 1.0%
木聚糖底物溶液 1.8 ml袁以下步骤同上遥
2 试验结果

2.1 DNS法测定木聚糖酶活性
10 000 U/g型木聚糖酶活力实测值为 12 332 U/g遥

2.2 标准酶液 A的酶活浓度
标准酶液 A渊U/ml冤为院0.256 5(g)伊12 332(U/g)衣100

(ml)=31.63 U/ml遥
2.3 酶活梯度曲线法标准曲线的制作渊见表 1冤

酶 制 剂李富伟等：酶活梯度曲线法测定饲料中木聚糖酶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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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数据袁得出 OD值-酶活梯度曲线为院 =
0.247 1 +0.000 1渊见图 1冤遥

0.035
0.03

0.025
0.02

0.015
0.01

0.005
0 0.025 0.05 0.075 0.1 0.125

=0.247 1 +0.000 1
R2=0.996

吸光值渊OD冤
图 1 酶活梯度曲线法标准曲线

2.4 加酶饲料中木聚糖酶含量测定

将测定加酶饲料样品的吸光值渊OD冤代入酶活梯
度标准曲线公式中可计算出木聚糖酶的含量袁如表 2
所示遥

本试验肉鸡全价料中木聚糖酶的添加量为

0.15译袁其理论酶活计算值为 1.850 U/g遥 由表 2可知袁
加酶肉鸡全价料中木聚糖酶含量测定的平均值为

1.729 U/g渊检测相对误差为 1.79%冤袁与理论酶活计算
值的绝对误差为 6.54%遥
3 讨论

3.1 酶活梯度曲线法的可行性分析

畜禽饲料中含有多种碳水化合物袁其含有的还原

表 2 加酶饲料中木聚糖酶含量测定结果

称样量
M1:1.994 6 g
M2:1.995 3 g

(空白)OD0
0.295
0.293

样品 OD1
0.321
0.320

样品 OD2
0.322
0.323

(OD1+OD2)/2-OD0
0.027
0.028

木聚糖酶含量渊U/g冤
(0.027伊0.247 1+0.000 1)/0.2伊100/ M1=1.698
(0.028伊0.247 1+0.000 1)/0.2伊100/ M2=1.759

性醛基可以与 DNS显色剂发生显色反应遥 在浸提加
酶饲料木聚糖酶的过程中袁饲料中含有的可溶性碳水
化合物也会溶入酶液[6]曰而 DNS还原糖法中木糖标准
曲线的制作并未考虑到上述干扰因素袁因此无法校正
由于饲料自身可溶性碳水化合物所导致的检测背景

值较高及测定误差值的偏大遥 经改进后的 DNS还原
糖法即酶活梯度曲线法袁 虽然其本质上仍是以 DNS
还原糖法作为检测基础的袁但其酶活梯度曲线的制作
过程是以饲料自身作为载体的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减
少了由于饲料自身碳水化合物对检测的干扰袁降低了
误差遥 如本次试验的检测绝对误差仅为 6.54%曰此外
经笔者多次试验验证袁此酶活梯度曲线检测法的绝对
误差均在 15.0%以内袁能较为准确的检测加酶饲料中
木聚糖酶的含量袁进而为今后饲料工业中评定成品加
酶饲料的品质提供了一种参考的方法遥
3.2 操作注意事项

采用酶活梯度曲线法检测成品饲料中木聚糖酶

的含量时袁其标准曲线的制作应以待测饲料作为载体
渊即要与测定加酶饲料样的操作尽可能保持一致冤袁此

目的是要最大程度的降低饲料自身干扰因素对测定

结果的影响袁提高检测准确度遥 本试验操作步骤 1.4.5
节和 1.4.6节中饲料称样量均在 2.00 g左右袁 且置于
摇床中的时间均准确为 30 min(摇荡时间过长,溶入浸
提酶液中的碳水化合物越多,误差也越大)遥此外袁饲料
称样量应在 2~3 g之间袁称样量过大会使测定空白值
较高袁增大检测误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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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301渊空白冤

0
0.05
0.310

0.003 2
0.2

0.357
0.012 7

0.1
0.326

0.006 3
0.3

0.377
0.019

0.4
0.405

0.025 3
0.5

0.425
0.031 6

表 1 酶活梯度曲线法标准曲线的测定结果

标准酶液 A添加量渊ml冤
吸光值渊OD冤
木聚糖酶活力渊U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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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饲料蛋白源对中华绒螯蟹生长和生理机能的影响
陈权文 蔡春芳 叶元土 姜光明 戴修赢 王文娟

陈权文，苏州大学基础医学与生物科学学院，215123，江
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州大学独墅湖校区。

蔡春芳(通讯作者)、叶元土、姜光明、戴修赢、王文娟，单位
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8-10-15
绎 江苏省社会发展基金资助(BS2006021、BS2007140)

中华绒螯蟹 (Eriocheir Sinensis) 又名大闸蟹尧河
蟹尧毛蟹等[1]袁是我国的重要水产珍品袁它以营养价值
高尧风味独特而享誉海内外袁是我国出口创汇的重要
水产品遥 因此袁从湖泊尧水库到池塘尧稻田都在大规模
的推行河蟹养殖遥

河蟹对蛋白质需求较高[2]袁在饵料中蛋白质所占
比例最大, 且所占成本比例最大遥其中被大家公认的
优质蛋白源鱼粉袁 近几年来因受厄尔尼诺等不良气
候因素的影响袁 加上海洋环境污染和渔业资源的过
渡捕捞袁使得鱼粉的产量大幅度下降袁价格日渐上涨[3]遥
我国农副产品品种多样袁植物性蛋白源来源广泛袁充
分利用这些植物蛋白源袁不仅符合我国国情袁也是当
前水产养殖业摆脱困境袁降低饲料成本袁提高效益的
重要课题遥

然而植物性蛋白源中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袁如豆
粕中含蛋白酶抑制因子尧大豆凝集素尧植酸尧抗原蛋
白尧抗维生素因子等曰菜粕中含蛋白酶抑制因子尧硫葡
萄糖苷尧单宁尧植酸等曰花生粕中含蛋白酶抑制因子尧
黄曲霉素等遥若使用不当袁会影响动物的健康生长袁甚
至造成中毒遥Boonyaratpalin等[4]研究发现袁鱼类长期摄
食胰蛋白酶抑制因子较高的食物时袁其消化管道壁结
构将发生变化,消化吸收的面积逐渐减少袁同时,通过
反馈调节,胰蛋白酶抑制因子将影响胰腺的功能遥 因
此,研究不同蛋白源对河蟹生长和生理机能的影响,能
为评价不同饲料蛋白源的营养价值尧开发和优化中华
绒螯蟹营养平衡的人工配合饲料提供参考遥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河蟹

试验用蟹购自苏州蒲庄蟹种养殖基地遥幼蟹购回
后用 2%食盐水消毒袁 在室内循环养殖系统中驯化 2
周袁其间河蟹完成一次蜕皮遥

1.2 试验饲料

选用鱼粉尧花生粕尧豆粕尧菜粕尧血粉尧肉骨粉和玉
米蛋白粉 7种常用的蛋白质饲料原料袁以鱼粉组为对
照袁按照野70%基础饲料+30%蛋白质原料渊血粉组按
85%+15%冤冶的原则配制 7种试验饲料袁基础饲料配方
见表 1遥

表 1 基础饲料的组成

原料组成
玉米
小麦
高筋面粉
优等鱼粉
小虾米
乌贼膏
豆粕
花生粕
菜粕
棉粕
麦麸
磷脂
鱼油
豆油
磷酸二氢钙
蟹用多矿预混料
蟹用多维预混料

配比渊%冤
7
10
18
20
3
5
8
3
5
5
5
2
1
1
2
4
1

注院1. 蟹用多矿预混料含(g/100 g饲料)院NaH2PO4 3.0尧KH2PO4 6.5尧
Ca (H2PO4)2窑2H2O 8.0尧CaCO3 3.2尧KCl 0.8尧MgSO4窑7H2O 3.0尧
AlCl3窑6H2O 0.36尧ZnSO4窑7H2O 0.153尧MnSO4窑4耀6H2O 0.043尧
KI 0.017尧CuCl2 0.013尧CoCl2窑6H2O 0. 053尧乳酸钙 4.95尧柠檬
酸铁 0.018曰

2. 蟹用多维预混料含(g/100 g饲料):VB1 0.07尧VB2 0.14尧VB3 0.28尧
VB5 0.02尧VB6 0.07尧VB7 0.05尧VB11 0.02尧VE 0.02尧VA 0.7尧肌
醇 0.7遥

所有饲料原料用锤片式粉碎机粉碎袁过 80目筛袁
均匀混合袁然后按逐级放大的原则和其它成分充分混
合均匀后加水调质袁 用小型颗粒机制成 2 mm伊6 mm
的颗粒饲料袁室温风干袁密封冷藏备用遥各组饲料营养
实测成分及成本见表 2遥
1.3 饲养管理

养殖试验在室内循环养殖系统中进行袁单箱养殖
容积为 0.3 m3遥 选择个体健康袁行动敏捷袁大小均匀的
河蟹随机分到 28 个水族箱中遥 河蟹初重为 (5.61依
0.19) g遥 以曝气自来水为水源袁养殖水体经过沉淀尧过
滤除去残余饲料和粪便回流到蓄水池袁经过增氧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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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抽回到各养殖箱内袁每天补充总水量 5%耀10%的
曝气自来水遥

河蟹养殖试验从 9月初开始暂养袁9 月 17 日进
行正式的养殖试验袁 全程共 60 d遥 试验期间水温
22耀26 益袁 溶解氧保持在 6.0 mg/l 以上袁pH 值 7.5
左右遥

投饲率保持在 3%左右袁每天早 8:30尧晚 18:30投
喂 2次袁早上投料约 1/3袁晚上投料约 2/3遥 根据水温
变化和生长情况袁10耀15 d调整 1次投饲量袁 投饲量
接近于饱食量遥 每天观察河蟹摄食和活动情况袁作好
蜕皮尧死亡的详细纪录遥排污之前洗刷缸底袁每 2 d或
3 d一次遥
1.4 采样及分析方法

1.4.1 生长指标测定

养殖 60 d后停食 24 h袁计数并计算成活率袁称重
并计算增重率和饲料系数遥

成活率(%)=试验末只数/试验初只数伊100曰
平均增重率渊%冤=[(试验末平均个体重-试验初平

均个体重)/试验初平均个体重]伊100曰
饲料系数=饲料投喂量/蟹体增重遥

1.4.2 全蟹尧肌肉主要成分测定
从每箱随机取河蟹 2 只作全蟹成分分析袁 另取

4耀6只分析其肌肉成分遥 水分测定采用 105 益烘干恒
重方法[5]曰粗蛋白质测定采用凯氏定氮方法[6]曰饲料尧肌

肉和全蟹的粗脂肪测定采用索氏抽提方法 [7]曰饲料能
量采用上海昌吉公司氧弹仪 XRY-1分析测定遥
1.4.3 部分生理功能测定

每个处理采集 3耀6只试验蟹的血淋巴样品遥分别
用洁净的 16号针头插入其第三或第四步足基部软膜
处收集血淋巴于 1.5 ml的 Eppendorf离心管中, 低温
离心(4 000 r/min,20 min),小心吸取血清于 1.5 ml离心
管中,4 益保存备用遥

溶菌酶活力测定采用冷冻干燥的溶壁微球菌测

定方法[8-9]曰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力测定采用联苯
三酚自氧化方法[10-11]曰丙氨酸转氨酶(ALT)和天门冬氨
酸转氨酶(AST)活力测定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
所研制的测定试剂盒遥
1.4.4 数据处理方法

本试验结果使用 SPSS14.0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分析遥
2 试验结果

2.1 对河蟹生长和成活率的影响

不同蛋白饲料对河蟹增重尧 成活率的影响见表
3遥 鱼粉组增重率显著高于其它原料组(P<0.05)曰花生
粕组增重率显著高于豆粕组渊P<0.05冤遥 豆粕尧血粉尧肉
骨粉尧菜粕组增重率各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而玉
米蛋白粉组增重率只有 62.2%袁 与菜粕组差异不显
著袁但显著低于其它各组(P<0.05)遥

表 2 各组饲料营养水平及饲料成本

项目
鱼粉组
花生粕组
豆粕组
菜粕组
血粉组
肉骨粉组
玉米蛋白粉组

水分(%)
10.0
9.6
10.5
10.0
9.4
9.6
9.2

粗蛋白质渊%冤
35.6
33.9
33.8
30.8
36.1
34.5
32.8

粗脂肪渊%冤
7.4
4.9
5.0
4.9
5.4
7.0
6.2

粗灰分渊%冤
9.25
4.63
4.84
5.20
4.13
12.52
3.28

能量渊MJ/kg冤
14.03
13.65
13.39
12.61
13.73
13.38
14.38

饲料成本渊元/kg冤
4.78
3.18
3.55
3.03
3.46
3.49
3.52

表 3 河蟹成活率、平均增重率及饲料系数

项目
鱼粉组
花生粕组
豆粕组
菜粕组
血粉组
肉骨粉组
玉米蛋白粉组

初均重(g)
5.64依0.10
5.76依0.26
5.46依0.10
5.54依0.09
5.71依0.29
5.58依0.11
5.57依0.04

成活率(%)
65.00依9.86
63.33依7.45
75.00依8.66
68.33依8.66
71.67依5.53
70.00依10.00
71.67依8.66

末均重(g)
12.32依0.50a

11.28依0.25b
9.62依0.22cd
9.63依0.28cd
10.50依0.99bc

10.22依0.37c

9.03依0.51d

平均增重率(%)
118.63依10.12a

96.27依7.83b
76.19依6.21c
73.68依2.82cd
83.49依8.31c

83.18依3.32c

62.21依8.70d

饲料系数
1.89依0.17
1.91依0.10
1.88依0.33
1.93依0.08
1.89依0.11
1.92依0.21
1.92依0.13

注院表中同列数据上标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袁上标相同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遥 下表同遥

河蟹生性好斗袁且有生长蜕皮习性袁因此在试验
过程中难免发生死亡遥 本试验条件下袁各组成活率为

63.33%耀75.00%袁各组差异不显著(P>0.05)遥 各组饲料
系数差异不显著(P>0.0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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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河蟹全蟹尧肌肉主要营养成分分析
不同蛋白饲料对河蟹的蟹体成分尧肌肉成分影响

分别见表 4尧表 5遥 蟹体和肌肉的水分尧粗蛋白质和粗
脂肪在各组之间的结果无显著性差异渊P跃0.05冤遥

表 4 不同蛋白饲料组河蟹蟹体主要成分（豫）
项目
鱼粉组
花生粕组
豆粕组
菜粕组
血粉组
肉骨粉组
玉米蛋白粉组

粗蛋白质
39.50依2.13
39.16依2.36
38.49依1.72
40.19依1.39
39.77依1.14
38.58依0.85
38.26依1.21

粗脂肪
14.40依1.01
15.55依2.80
14.93依0.31
13.97依1.23
14.17依1.62
15.39依1.93
14.87依1.65

水分
64.56依3.51
62.91依2.11
64.44依3.38
63.69依1.74
61.78依2.86
67.05依1.32
67.04依2.06

表 5 不同蛋白饲料组河蟹肌肉主要成分（豫）
项目
鱼粉组
花生粕组
豆粕组
菜粕组
血粉组
肉骨粉组
玉米蛋白粉组

粗蛋白质
84.19依0.59
82.75依3.15
83.81依1.35
84.05依0.48
82.95依1.28
82.42依1.95
83.44依1.09

粗脂肪
14.53依1.78
15.04依1.70
14.41依1.01
14.10依0.75
15.40依1.07
14.34依1.64
15.01依2.43

水分
77.15依1.40
76.28依3.02
75.80依0.54
76.38依2.11
75.51依1.36
77.78依0.95
75.12依0.96

2.3 河蟹血淋巴酶指标分析(见表 6)
玉米蛋白粉组河蟹血清 ALT和 AST显著高于其

它各组袁SOD 和血清溶菌酶显著低于其它各组 (P约
0.05)曰 而鱼粉组河蟹血淋巴 ALT和 AST活力均是最
低的袁SOD和血清溶菌酶活性较高遥

表 6 河蟹血淋巴部分酶活性

项目
鱼粉组
花生粕组
豆粕组
菜粕组
血粉组
肉骨粉组
玉米蛋白粉组

丙氨酸转氨酶(U/100 ml)
120.5依8.6e

154.5依12.2bc
147.6依10.1cd

128.1依10.3de

146.7依21.6cd
167.6依13.8bc
177.8依14.1a

天门冬氨酸转氨酶(U/100 ml)
78.4依9.7c

110.2依13.8b

116.4依2.2b

117.7依13.6b
126.9依20.9b
103.0依16.2bc

214.7依17.4a

超氧化物歧化酶(U/ml)
219.57依26.45a
188.57依16.95ab

162.86依15.86bc

188.93依29.34ab
191.68依29.24ab
139.14依19.36cd

120.00依22.97d

血清溶菌酶 (mg/l)
0.022 4依0.003bc
0.026 1依0.001ab

0.021 0依0.002c

0.014 5依0.004d
0.021 5依0.001bc
0.029 7依0.003a

0.014 4依0.004d

3 讨论

本试验饲料配方设计参考张璐等[12]的方法袁采用
了野70%基础饲料+30%试验饲料原料冶渊血粉组按
85%15%冤的方法遥各组饲料除了能充分供给河蟹正
常生长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外袁 还能保证各组蛋白
饲料原料对生长和生理机能影响的客观性尧准确性遥

试验结果表明袁不同饲料组河蟹在个体平均增重
率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袁鱼粉组渊对照组冤尧血粉组尧
肉骨粉组尧 花生粕组及豆粕组河蟹个体平均增重较
高袁 而玉米蛋白粉组和菜粕组中华绒螯蟹生长较差遥
张璐等[12]测定了中华绒螯蟹对 11种饲料原料蛋白质
和氨基酸的表观消化率袁结果是血粉和鱼粉的粗蛋白
表观消化率和氨基酸消化率都较高袁而菜粕和玉米蛋
白粉则较低遥 因此袁本试验中各组增重率的差异可能
与河蟹对不同饲料中蛋白质和氨基酸消化吸收率的

不同有关遥
不同原料中氨基酸的平衡性和抗营养因子可能

也是增重率差异的来源遥 血粉的蛋白含量在 75%以
上袁蛋白质中氨基酸组成较为理想袁比例较为平衡袁是
比较理想的饲料蛋白源遥但血粉有苦味袁适口性差袁在
配合饲料中应当限量使用[13]遥 玉米蛋白粉蛋白质含量
虽然达到 55%左右袁但氨基酸含量极不平衡袁制成的

饲料粘性欠佳袁容易溶失袁这可能也是玉米蛋白粉组
饲养效果较差的原因之一遥 徐新章等[14]研究认为袁玉
米蛋白粉不适宜作幼蟹的配饵原料遥豆粕消化吸收率
高尧氨基酸组成好尧价格合理且资源丰富袁一直以来是
水产饲料利用最多的植物蛋白源之一遥但豆粕含有蛋
白酶抑制因子尧血球凝集剂尧甲状腺肿源尧植酸袁这些
抗营养素对热敏感袁加热可以消除袁另一些抗营养因
子袁如膨胀因子尧雌激素等对热稳定袁不易消除遥因此袁
豆粕只能是热处理后或膨化后被利用袁对热稳定的抗
营养素采用安全用量的方法袁最大限度地降低毒性的
危害[15]遥 花生饼粕有甜香味袁适口性好袁蛋白质消化率
高袁也是较好的蛋白质和能量资源之一遥 但生的花生
饼粕含有少量抗胰蛋白酶袁 所以使用前应注意热处
理袁 一般温度在 120 益左右其抗胰蛋白酶得到控制遥
另一方面花生粕十分容易受到真菌的感染袁产生黄曲
霉毒素袁所以要注意妥善保存遥在本试验中袁花生粕组
表现出较高的生长速率袁但存活率较低袁可能与其所
含的抗营养因子及真菌感染有关遥

饲料费用一般占养殖生产总成本的 60%以上,因
此,在当前饲料原料价格猛涨,而水产品价格平稳甚至
下滑的情况下,节约饲料配方成本已成为提高养殖经
济效益的一个重要课题遥从本试验各组饲料配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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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2)可以看出,植物类蛋白源可较大幅度地节约饲
料成本遥菜粕作为水产饲料的蛋白源已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遥 Davies 等[16]研究发
现, 饲料中 15%菜粕替代鱼粉或豆粕, 不会影响莫桑
比克罗非鱼的生长,但菜粕水平过高会影响其生长和
饲料效率遥 Ma等[17]研究认为,草鱼幼鱼饲料中菜粕含
量以不超过 30%为宜遥 本试验结果显示,菜粕组河蟹
平均增重率(73.68%)显著低于其它几组蛋白源遥 而考
虑饲料配方成本时发现,菜粕组饲料成本为 3.03 元/kg,
约为鱼粉组的 63%遥 在饲料系数差异不显著的情况
下袁菜粕组饲料在饲料成本上具有很大的优势遥

如何评价试验河蟹的各项生理机能还有待研究袁
本文选择了血清转氨酶尧溶菌酶尧超氧化物歧化酶等
指标袁探讨试验蛋白饲料原料对河蟹肝功能尧免疫与
防御能力等生理机能的影响遥

转氨酶是体内催化转氨基作用的酶袁广泛存在于
机体组织遥 正常新陈代谢过程中袁血清内维持一定水
平的转氨酶活性遥 当肝尧心尧肾等组织发生病变时袁由
于组织细胞肿胀尧坏死会导致大量的转氨酶释放至血
液中袁从而引起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尧天门冬氨酸
转氨酶(AST)活性显著升高遥 已有研究表明袁大量使用
豆粕尧菜粕和棉粕时鱼类转氨酶活性显著升高[18原19]遥本
试验中也发现袁 玉米蛋白粉组河蟹血清 ALT和 AST
活力显著高于其它组袁提示该组河蟹的肝胰脏可能受
到了损伤遥

溶菌酶是破坏细菌细胞壁的酶袁其活力大小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蟹体抵抗细菌侵袭的能力遥超氧
化物歧化酶(SOD)是机体超氧化自由基的清除剂袁广
泛分布于细胞内和各种体液间袁能阻止并消除自由基
的连锁反应袁 以保护机体免受损害袁SOD酶活力的增
强有助于提高机体的自我保护能力遥 本试验中袁7个
试验组河蟹血清溶菌酶和 SOD酶活力除玉米蛋白粉
组较低外袁其它各组表现正常袁说明各蛋白饲料在本
试验条件用量下不会对河蟹的免疫和防御能力产生

明显不利的影响袁应该是相对安全的遥 然而鱼粉组和
血粉组血清溶菌酶和 SOD酶活性都相对较高袁 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河蟹的非特异性免疫能力较强遥

本试验结果显示袁饲喂不同蛋白饲料对中华绒螯
蟹体成分尧肌肉成分的影响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
0.05)袁但氨基酸组成及风味物质含量是否受影响尚待
研究遥
4 小结

综合分析个体增重及生理指标表明袁河蟹配合饲

料理想的蛋白质原料应该是鱼粉尧血粉袁其次是豆粕尧
花生粕袁玉米蛋白粉饲养效果最差袁而考虑到降低养
殖成本时袁可适量使用菜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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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投喂模式是集约化养殖管理的核心之一，是由投饲量（或投饲率）、投饲频率、投饲方式

等环节构成的有机整体，使其最优化是获取最佳生长速度、减少饲料浪费、降低养殖自污染的有效途

径。动物内在摄食节律则是建立科学投喂模式的生物学基础。投饲量和投饲频率与养殖动物的生长和

饲料利用密切相关。文章针对国内外关于水产养殖动物摄食节律、投饲量、投饲频率和投饲方式等的

最新进展进行综述，期望能对投喂模式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有所帮助。

关键词 摄食节律；投喂模式；投饲率；投喂频率

中图分类号 S962.9
Research progress of feeding rhythm and feeding regime for aquatic animal

Wang Hua, Li Yong, Chen Kang, Wang Meiqin, Xia Sudong
Abstract Feeding regime is one of the daily management core in intensive aquaculture. It's consisted
by feeding amount, feeding frequency and feeding methods. Optimum feeding regime improves specific
growth rate, reducing of feed waste, low self-pollution of aquaculture. Feeding rhythm of aquatic animal
is the biological base of feeding regime. Feeding amount and feeding frequency effect the animal growth
and feed utilization.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search advances at home and abroad on the feeding
rhythm, feeding amount, feeding frequency, feeding methods, which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ci鄄
entific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aquaculture.
Key words feeding rhythm曰feeding regime曰feeding rate曰feeding frequency
当前我国水产养殖存在养殖密度过高尧 过量投

饲尧饲料质量差等问题袁导致饵料溶失尧水质污染袁进
而影响养殖动物生长和健康袁 造成养殖成本和养殖
风险升高遥 为此袁环保饲料成为研究热点袁同时科学
投喂也日益受到重视遥 但是袁目前国内外有关水产养
殖动物适宜投饲模式的研究还较少遥 水产养殖与畜
禽养殖的主要差异在于前者的生存环境直接受到饲

料溶失与排泄物污染的影响袁 科学的投喂模式对水
产养殖动物更加重要袁 而摄食节律则是研究与建立

科学投喂模式的生物学基础遥 本文重点回顾了最近
十年国内外在水产养殖动物摄食节律及投喂模式方

面的研究现状袁 期望能对此方面的科学研究和生产
实践有所帮助遥
1 投喂模式的定义

Cho定义了野鱼类投喂系统冶的概念袁指出为维护
鱼类正常生命活动尧生长及繁殖而投喂配合饲料的一
切标准及手段遥周志刚将包括投喂频率尧投喂时间尧摄
食水平等涉及投喂的问题定义为投喂体系遥定义内涵
不同袁名称也各不相同遥 作者认为投喂模式是由投饲
量尧投饲时间尧投饲频率尧投饲模型等环节相互关联组
成的有机整体袁 是集约化水产养殖管理的核心之一袁
以获得最优生长速率尧最小饲料浪费和最低水质污染
为目标遥 因此投喂模式研究应采取系统尧综合和优化
配置的方式为佳遥

投喂模式应建立在对鱼类活动规律特别是摄食

规律深切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遥投饲时间与鱼类摄食
高峰相对应袁投饲频率以鱼类摄食活动为依据袁投饲
量受鱼胃空隙尧食欲尧饲料溶失等因素影响遥 总之袁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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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摄食节律等摄食行为特征是研究和建立投喂模式

的科学基础遥
2 摄食节律

摄食节律是鱼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对光照尧温
度尧 饵料等周期性变动的环境条件主动适应的结果遥
按照鱼类的自然摄食节律来确定投喂时间袁可以减少
饲料浪费袁提高饲料效率遥 周志刚等认为应从鱼类摄
食节律渊feeding rhythm冤的角度来确定鱼类的最佳投
喂时间袁 适宜的投喂时间应选择在鱼类摄食的峰值
段袁而避开摄食低谷期遥 李爱杰等也认为如果投饵时
间与养殖对象的摄食活动周期相一致袁就可以提高饲
料效率遥

鱼类摄食节律分为昼夜摄食节律 (Diel feeding
rhythm)尧潮汐摄食节律(Tidal and lunar feeding rhythm)
以及年摄食节律渊Annual feeding rhythm冤遥大多数鱼虾
的摄食活动有明显的日周期变化规律遥鱼类的日摄食
活动归纳为白天摄食尧晚上摄食尧晨昏摄食和无明显
节律 4种类型遥
2.1 白天摄食型

国内摄食节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鱼种或仔稚鱼

范围袁其中牙鲆尧石斑鱼尧大口胭脂鱼都属白天摄食
型遥 试验通过观察肠胃饱满度袁采用解剖后生物饵料
计数的方法发现袁在仔鱼阶段鱼类已经形成明显的摄
食节律遥 有研究表明袁牙鲆仔尧稚尧幼鱼具有明显的摄
食节律袁呈现白天摄食为主袁清晨和黄昏双高峰的特
点袁都在 16:00出现摄食高峰袁但幼鱼在夜间的摄食活
动也很活跃遥

李宽意等研究表明袁大口胭脂鱼鱼种具有明显的
昼夜摄食节律袁10:00~18:00为摄食高峰期袁22:00摄食
活动基本停止袁6:00摄食强度明显回升袁每天约有 6 h
的停食时间袁并建议在饲养管理时袁每天在上午 10:00
左右袁下午 15:00耀16:00各投饵一次遥斜带石斑鱼仔鱼
也属于白天摄食型袁并存在摄食高峰袁夜间基本不摄
食袁光照和仔鱼摄食有紧密的关系遥
2.2 晚上摄食型

鱼类的摄食节律主要受内因控制袁它随着生长发
育的不同阶段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袁同时也受到外部环
境的影响袁光照周期尧温度等对其有加强作用遥廖志洪
等报道袁云斑尖塘鳢仔鱼晚间摄食发生率显著高于白
天袁其摄食主要集中在 16院00~00院00曰随着进一步的
生长发育袁仔鱼更喜欢在弱光或近乎黑暗的光照条件

下觅食袁这一特点趋近于其成鱼夜间摄食习性遥 周文
宗等研究表明袁黄鳝渊15~50 g冤也属夜间摄食型袁黄鳝
在 20院00~22院00之间摄食量占全天摄食量的渊75.02依
4.03冤豫遥
2.3 无明显节律

周志刚等研究发现袁异育银鲫 20.5 g组摄食高峰
期都发生在白天袁 但随体重增加后袁76.3 g组异育银
鲫夜晚摄食活动增加袁 仅在凌晨 2院00耀6院00停止摄
食袁应属于全天摄食型遥
2.4 变化型摄食

Noble等研究发现袁 大西洋鲑鱼摄食节律随季节
变化而发生变化袁摄食高峰从夏季的清晨变成冬季的
正午遥 半滑舌鳎在早期的浮游生活阶段袁以白天摄食
为主袁摄食高峰出现在白天曰营底和栖生活阶段转为
夜间摄食袁摄食高峰出现在夜间遥
3 投饲量

投饲量通俗地说就是投入水体中饲料的数量袁投
饲率即为投放水体中的饲料质量占鱼体重的百分数遥
由于养殖日常管理中水中剩余饲料无法回收袁故用投
饲量代替鱼类摄食量袁进而影响饲料效益的评价遥 崔
奕波将摄食分为维持摄食率袁即鱼体重(或能量含量)
不增加也不减少的摄食水平曰最大摄食率袁即鱼达到
饱食时的摄食水平曰最佳摄食率袁即当鱼生长与其摄
食之比最大(即饲料转化效率最大尧饲料系数最小)时
的摄食水平遥 Brett等以特定生长率渊SGR冤为标准将投
饲率分为生命维持(SGR=0)尧SGR最优渊SGR与投饲率
之比最大冤尧SGR最大等几个水平遥
3.1 最适投饲量

研究投饲量的主要目标是确定一个最优的投饲

量袁从大多数文献来看袁其最优投饲量是依据养殖对
象生长率较高袁同时饲料效率较低的标准综合考虑予
以评定的袁有些是确定的数值袁有些则是一个范围遥研
究发现不同鱼类的最优投饲率差别较大遥 体重 0.50 g
的印度鲮在水温 26.0耀27.5 益时, 最优投饲率为 5豫~
5.5%曰体重 3 g的舌齿鲈袁在水温渊22.6依0.3冤 益时袁最
优投饲率为 3.3豫耀3.5豫曰体重渊26.85依1.69冤 g 的日本
黄姑鱼在水温 26耀28 益时袁最优投饲率 3.0%遥

同一种鱼类不同生长阶段的投饲率也不相同袁特
别是生长早期阶段变化更加明显遥Fiogbe等研究报道,
在最适温度下袁体重 0.22 g河鲈最优投饲率为 7.4%曰
体重 0.73 g最优投饲率为 5.1%曰 体重 1.56 g最优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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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率为 4.5% 曰体重 1.89 g时最优投饲率为 2.2%遥 投
饲率随体重增加呈递减趋势遥
3.2 投饲量对鱼生长的影响

投饲量显著影响鱼类生长遥在最大摄食量和维持
摄食量之间的摄食量从理论上都能促进鱼类生长遥当
施加不同投饲水平袁鱼类表现两种不同生长现象遥

一种是鱼类的特定生长率(SGR)随投饲率增加出
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遥SGR和投饲率之间呈抛物线
型的回归关系, 本文将这种投饲量原特定生长率关系
称为曲线型生长(见图 1)遥 Eroldogan等研究报道袁体重
(2.6依0.3) g舌齿鲈,投饲率在 2豫到饱食投喂(大于 6豫)
之间时,SGR 和投饲率间回归关系式: =-0.153 4 2+
1.598 1 -0.937 3, R2=0.976 3遥 同属曲线型生长的不
同鱼类增重率随投饲率的变化则有所不同遥 Eroldogan
等研究发现袁2.6 g左右舌齿鲈投饲量在 2豫到饱食投
喂之间变化袁增重率随投饲率的增加出现先增加后降
低遥 史会来等研究发现袁日本黄姑鱼的相对增重率随
着投饲率的增加呈先上升后平稳的趋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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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曲线型生长（舌齿鲈）

另一种现象是袁 鱼类特定生长率 SGR随着饱食
投喂量增加不断增加袁在饱食投喂时达到最大遥 Cho
等研究发现袁体重 17 g 牙鲆袁投喂量在 70豫饱食投
喂和饱食投喂之间变化时袁SGR 和投喂量之间呈
直线回归关系袁回归方程 渊SGR冤=0.024 7 +1.983 1
渊R2=0.874 7冤遥 Ham 等研究报道袁体重渊69.0依16.5冤 g
大菱鲆袁投饲量在 35豫饱食投喂到饱食投喂之间变
化时袁特定生长率随投饲量增加而增加遥 从试验数据
来看袁SGR和投饲量呈线性回归关系袁下文称为直线
型生长渊见图 2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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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直线型生长（牙鲆）

这两种生长现象特点明显不同袁但鱼类是否只存
在这两种投饲量原特定生长率关系袁 这种关系是否由
鱼类日常活动量不同造成的袁属直线型生长的牙鲆和
大菱鲆都属鲽形目是不是偶然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遥
3.3 投饲量对饲料利用的影响

饲料系数主要由饲料本身质量决定袁但养殖生产
上饲料投喂方式也对其产生影响遥一般认为投饲量不
足袁鱼类用于维持生命的养分多袁生长的养分少袁饲料
系数高曰随着投饲量增加袁饲料系数降低曰过度投饲袁
鱼类摄食活动增加袁消化率下降袁饲料系数重新升高遥

Khan等研究发现,当投饲率从 2豫增加到 10豫,印
度鲮饲料转化率(FCR)出现先降低后升高的现象袁最
小值为 4豫耀6豫, 回归分析表明,FCR和投饲率之间呈
抛物线型关系, 回归方程为 =0.074 6 2-0.771 7 +
3.771 3(R=0.962曰P<0.05) 遥在河鲈尧舌齿鲈也发现类似
的现象遥

在直线型生长鱼类中袁饲料效率基本不受投饲率
的影响遥 Cho等研究发现袁牙鲆投饲率变化对饲料效
率没有显著影响袁并且 7个投喂水平中有 4个水平有
相同的饲料效率遥 Ham等研究报道袁体重(69.0依16.5) g
大菱鲆在 65豫饲料效率最大袁 但是和 100豫饱食投喂
相比没有显著差异袁 而 100豫饱食投喂和 35豫相比也
无显著差异遥

在曲线型生长鱼类中袁过高的投饲量导致饵料系
数的升高遥 朱秋华等研究表明袁当投饲率从 1.5豫增至
4.0豫时袁鲈鱼增重率不再升高袁饲料效率显著下降袁并
分析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投饲率过高,鲈鱼过度饱食,影
响饲料的消化吸收,进而影响其食欲和生长曰另一方
面过量投饲使鲈鱼的采食率降低, 饲料浪费增加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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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效率下降遥 这一结果与日本黄姑幼鱼研究类似遥
在直线型生长和曲线型生长鱼类都发现袁限制性

低投饲量有同样较高的饲料系数遥原因可能是投饲量
过低时袁用于维持生命养分比例增大袁用于生长的养
分比例减小袁从而导致饲料系数的升高遥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袁 曲线型生长鱼类的最大
SGR的摄食量低于最大摄食量袁 而最优 SGR的摄食
量低于最大 SGR的摄食量袁 而直线型生长鱼类最大
摄食量就是最大 SGR的摄食量遥 对不同生长类型的
鱼类袁应采用不同的投饲策略遥 曲线型生长最优投饲
量应在最低饲料系数和最高 SGR投饲量之间袁 而直
线型生长鱼类的投饲量以饱食投喂为最佳遥
3.4 投饲量对鱼体成分的影响

3.4.1 蛋白质

Ham等研究表明袁不同投饲水平下大菱鲆全鱼蛋
白含量除 2个组显著较高外袁 其余 4组没有显著差
异遥 Cho等研究发现袁牙鲆摘除肝脏后的体蛋白含量
显著受投饲率的影响袁 80豫饱食投喂显著高于 100豫
饱食和 75豫尧70豫饱食投喂袁 但同时 80豫组和 85豫尧
90豫尧95豫组蛋白含量没有显著差异袁 后 3个组又和
100豫组没显著差异遥 日本鲈鱼和舌齿鲈体蛋白含量
不受投饲率的影响遥 因此袁我们推断鱼类优先供应体
蛋白的生成并保持其含量稳定遥
3.4.2 脂肪

印度鲮脂肪含量在投饲率低于 6豫时呈线性增
加袁高于 6豫后袁各组没有显著差异遥 日本黄姑鱼 1.0豫
投饲率组的鱼体脂肪含量显著低于 2.0豫耀4.0豫投饲
率组袁但与 5.0豫投饲率组无显著性差异遥 由此可见袁
鱼体脂肪含量和摄入饲料多少有关袁低投饲率和过度
投饲都引起低脂肪含量遥
3.4.3 灰分

投饲率对日本黄姑鱼尧牙鲆尧舌齿鲈的鱼体灰分
含量没有显著影响遥 印度鲮尧大菱鲆在低投饲率时有
较高灰分含量,但随投饲率增加,其它各组灰分含量没
有显著差异遥 总体来看,投饲率对鱼体灰分影响不大遥
3.5 投饲量对存活率和体重变异的影响

不同鱼类袁 存活率和体重变异受投饲量的影响
也不相同遥 尖吻鲈幼鱼[渊20依4.6冤 g]存活率和体重变
异显著受到投饲量影响袁 低投饲量导致低存活率和
高体重变异遥 当投饲量在 70%饱食投喂和饱食投喂
之间变化时袁牙鲆渊17 g冤的存活率和大菱鲆 [渊69.0依

16.5冤 g]的体重变异没有受到投饲量的影响遥 鱼类不
同生长阶段其存活率对投饲量敏感性也不同遥 Fiogbe
等研究报道袁体重 0.22尧0.73尧1.56 g的河鲈存活率显
著受到投饲量的影响袁 而体重 1.89 g组受投饲量影
响不显著遥
4 投饲频率

投饲频率就是每天投饲的次数遥确定投饲次数是
集约化养殖要解决的重点之一遥饲料的投喂频率与鱼
种类尧生长阶段尧饲料构成以及养殖环境渊水温尧溶氧冤
有关遥
4.1 投饲频率对胃排空率的影响

胃排空率是指摄食后食物从胃中排出的速率袁有
的用胃排空时间来表示遥它除了受鱼体自身生理状况
和试验方法的影响外袁还受鱼的种类尧鱼体重尧温度尧
食物颗粒大小尧食物性质尧摄食频率以及饥饿时间等
的影响袁其中温度尧食物和鱼体重最受关注遥

鱼类的摄食时间间隔或摄食频率受到胃排空速

率的影响袁摄食量受胃饱和度影响袁食欲的恢复也与
其密切相关遥有些鱼类要等到胃几乎排空才重新开始
摄食袁大多数鱼类在胃排空之前便开始摄食了袁摄食
量相当于当时胃排空间隙遥 因此袁鱼类胃排空率不仅
是鱼类生态学及能量学的重要且必须的参数袁在水产
养殖上也有应用价值袁是制定最佳投喂次数或投饲率
的重要依据遥

余方平等用连续取样检测胃容物减少的方法袁测
量了美国红鱼的胃排空率试验表明袁 摄食 28 h后接
近排空袁试验还得出在该条件下美国红鱼的胃排空率
为每小时排出摄入食物量的 3%耀4豫或每小时排出胃
内残余食物量的 6%耀7豫遥 马彩华等通过观测粪便排
出对大菱鲆[(420依65) g]胃排空率的研究发现,在摄食
后 6 h排粪袁20 h排空遥 罗非鱼投喂频率 3次/d袁投喂
间隔 4 h可将胃排空袁若投喂间隔为 2~3 h袁则胃负载
过重袁所以建议养殖场将投饲时间间隔定为 4 h遥

数项研究表明袁 多次摄食可以提高胃排空率袁但
也有不同的观点遥Riche等研究表明袁一天投喂 3次和
5次对罗非鱼的胃排空率没有显著影响遥
4.2 投饲频率对生长的影响

在固定日投饲率前提下袁增加投饲频率可以促进
生长遥 Bradley等研究表明袁随着投饲频率的增加袁澳
大利亚金赤鲷稚鱼的增重率和能量转化率不断增加遥
塔巴基鱼生长试验中袁投喂率 10%的组中饲料分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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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喂比 2次有更高特定生长率袁 体长和体重的增长
率遥但是在饲料投喂量没能满足鱼类生长的营养和能
量需求时袁投饲频率的增加反而会抑制生长遥 因为养
殖动物的摄食活动会消耗能量袁过多投喂次数反而降
低生长速度遥 塔巴基鱼在投饲率为 5豫时袁生长受限袁
分 3次投喂反而不如 2次投喂生长效果好遥

当饱食投喂时袁增加投饲频率对养殖动物的生长
也有促进作用遥在适宜的投饲频率内袁 状黄姑鱼尧黄
尾黄盖鲽尧牙鲆尧庸鲽随着投饲频率的增加袁增重率不
断上升遥但投饲次数过多时袁增重率不再增加遥 状黄

姑鱼投饲频率由 1 次/d 增到 2 次/d袁 增重无显著差
异遥瓦氏黄颡鱼幼鱼投饲频率 0.5耀3次 辕 d组生长率随
投喂频率增加而升高曰但当投喂频率由 3次/d增加到
4次/d时袁生长率未继续升高遥
4.3 投饲频率对饲料利用的影响

投饲频率的增加可以促进生长, 原因是多方面
的,但摄食量增加是重要原因之一遥饱食投喂时袁 状
黄姑鱼尧黄尾黄盖鲽摄食量随投喂频率增加而增加遥
Lee等渊2000冤发现袁牙鲆日摄食量受投饲频率的显著
影响袁而不是饲料能量水平遥 许氏平鲉的增重和摄食
量显著受到日投饲频率的影响遥 但是 Zhou等发现银
鲫投饲频率在每天 12~24 次之间袁 日摄食量无明显
差异遥

饵料系数明显受到投饲频率的影响遥固定投饲率
下袁塔巴基鱼尧罗非鱼饲料系数随着投饲频率增加呈
现先降低后升高的现象遥 在饱食投喂的前提下袁鱼类
出现不同的现象遥 银鲫尧 状黄姑鱼的饲料系数随投
饲频率增加而降低袁显著受到投饲频率的影响遥 与之
相反袁部分鱼类如牙鲆尧庸鲽的饲料系数在不同投饲
频率的分组间没有显著差异遥
4.4 投饲频率对体重变异的影响

饱食投喂时袁异育银鲫尧北极红点鲑体重变异系
数没有受投饲频率的显著影响遥黄尾黄盖鲽虽然在投
喂频率 2 次/d时袁体重变异系数最大袁但各组体重的
变异仍没有受投饲频率的显著影响遥可能是饱食投喂
抑制体重变异的增加遥 固定投喂频率下袁澳大利亚金
赤鲷稚鱼体重变异显著受投饲频率的影响袁但直到
8 次/d时才表现出显著低于其它各组遥
5 投饲方式

目前水产养殖中投饲方法可分为以下 3 种院人
工投饲尧 定时定量自动化投饲和自需式自动化投

饲遥不同投饲方式各有其特点,适应不同的养殖环境
和条件遥

人工投饲的优点是可以随时观察养殖鱼的摄食

状况袁根据鱼类摄食活跃程度袁饲料剩余多寡袁以及天
气尧水温等情况及时调整投饲量袁保证鱼类采食充分
平均遥 缺点是费时费力袁投饵散布不均袁饲料浪费严
重袁污染水质遥

自动化投饲具有省时省力尧抛撒均匀尧减少饲料
浪费增产增效的特点遥 任伟等研究表明袁在同等饲养
条件下袁 使用自动投饵机比人工投饵的产量要高出
11豫袁收入也高出近 20豫袁增产效果十分明显遥 纪峰
等研究证明袁除节省饲料尧增产增效外袁投饵机的使
用可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袁调整工人配置袁提高工效
4倍以上遥 但是这种方式不能随时掌握摄食状态袁不
能灵活调整投饲量袁 对投饵机器的质量和维护要求
较高遥

自需式投饲中袁鱼类根据自身需求和摄食习性通
过触击投喂机自由获得饲料袁饲料效率高袁鱼类生长
快遥 Shima等研究表明袁和自动投饵机相比袁使用自需
式投饵机的鱼类不但有相同生长速度袁而且体重变异
性较低袁因自残引起的死亡率也较低遥 但自需式投饵
机还处于研制阶段袁尚未进入全面应用遥 如何使投喂
机满足不同水产养殖动物的采食习性是自需式投饲

机的研制难点和能否应用的关键所在遥
6 小结

当前的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研究主要集中在养

殖动物的营养需求尧生理代谢尧原料替代等方面袁对
何时投喂尧 喂多少尧 如何喂等饲喂模式研究涉及甚
少袁使得实际养殖管理中难以实现精细化尧标准化和
数字化袁从而导致营养过量尧饲料浪费严重尧水环境
污染加大尧胁迫病害增多尧动物健康水平低下尧药物
使用增多尧水产品质量安全下降等遥 这些负面影响长
期困扰的结果是水产养殖业的经济尧 生态和社会效
益下降袁可持续发展出现问题遥 因此在大力发展水产
养殖的情况下袁 应加强饲喂模式领域的相关研究和
对策探寻遥

（参考文献 36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徐世良，fi-x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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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新 刘建立 董玉波 尤宏争 姜志强 葛永振

摘 要 在实验室塑料水槽中,观察了不同盐度条件下星斑川鲽(Platichthys stellatus)幼鱼[（10.60依
0.27）g]的存活率、摄食和生长状况，结果表明，将星斑川鲽幼鱼从盐度为 32.0的海水中直接移入盐度
为 24.0、16.0、8.0、0的低盐水中，在各个盐度下饲养 96 h后存活率均为 100%；经盐度驯化后 42 d的各
组鱼成活率也为 100%。盐度 0、8.0、16.0组的增重率和特定生长率高于 24.0和 32.0组；摄食率 32.0组
最高，16.0组最低；饵料转化效率 16.0组最高，24.0组最低,各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另外试验表
明，低盐度有利于星斑川鲽白化病的康复。

关键词 星斑川鲽幼鱼；盐度；存活率；摄食；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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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salinity on food intake and growth for platichthys stellatus juveniles

Feng Xin, Liu Jianli, Dong Yubo, You Hongzheng, Jiang Zhiqiang, Ge Yongzhen
Abstract The survival rate, feeding, growth of platichthys stellatus juveniles were studied at different
salin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the fish were directly translated from salinity of 32 to 0 and more
than 0, the survival rates were 100% in 96 hours. If the fish was acclimatized, it was still 100% in 42
days. The fish at salinity of 0耀16 grew faster than others; Feeding rate varied as salinity changed, the
highest one was at salinity of 32, and the lowest one was 16. As to feed conversion efficiency, the high鄄
est one was at salinity of 16, and the lowest one was 24.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treatments(P>0.05). It was found that low salinity was benefit for reducing albinism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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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度是影响水生生物生长和存活的最重要非生

物因子之一袁 是直接影响鱼类生长与发育的主要因
素遥在盐类组成上袁海水主要以氯化物为主袁淡水以碳
酸盐为主遥 溶解于水中的各种盐类袁主要通过水的渗
透压影响鱼体遥各种鱼类在不同发育时期都有自己适
宜及最适的生长尧存活和摄食盐度范围遥因此袁确定最
佳盐度水平对每种饲养于可改变盐度的水域里的鱼

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1]遥
星斑川鲽(Platichthys stellatus)俗称珍珠鲽袁是鲽

类中的大型鱼种袁最近在国外已经成为竞争力非常强
的养殖鱼种袁 是具有极高商业开发价值的比目鱼类遥

自从我国渔业发展重心转向野以养为主冶的方向以来袁
海水鱼类养殖获得空前高速发展袁选择区域性适养良
种便成为各地区生产场家最为关心的遥星斑川鲽以其
繁殖力强,食性杂,性情温驯,适宜于进行集约化养殖曰
并且具有广温性尧广盐性袁尤其耐低温能力和抗病力
强尧耐低氧能力强尧耗氧率低尧养殖成活率高尧可以自
然越冬等诸多优点深受广大养殖户和市场的关注遥
星斑川鲽经过北太平洋沿海国家多年的研究和开发,
证明是一种潜力巨大的高档鱼类养殖新品种[2]遥

虽然国内外对星斑川鲽人工育苗及养殖方面已

有许多研究,但关于盐度对其的影响研究甚少,尤其是
低盐度对星斑川鲽的影响遥 因此本试验研究盐度对星
斑川鲽的影响袁对更好的开展星斑川鲽养殖有着重要
的意义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鱼的来源及驯化

试验鱼取自大连湾海珍品养殖公司袁当年人工繁
育的白化星斑川鲽幼鱼袁初重为渊10.60依0.27冤 g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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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个体体质健壮遥
试验用海水为砂滤后海水袁盐度为 32.0袁稀释用

的淡水为经充分曝气后的自来水(曝气 24 h以上)袁日
换水量 1/2遥盐度调节采用按比例添加淡水的方法袁用
美国金泉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 YSI-63盐度计进
行校正遥 盐度驯化采用逐级过度法袁 每次降低盐度
4.0袁间隔 2 d袁使鱼体充分适应新的环境条件曰待盐度
降低到 8.0后袁每次降低盐度为 2袁最后降到盐度为 0遥
1.2 试验设计

试验设计分为一个对照组袁盐度分别为 32.0(自
然海水冤曰4个处理组袁盐度分别为 24.0尧16.0尧8.0尧0渊自
来水稀释冤袁每组设 3个平行袁试验时每个水槽内随机
放 12尾鱼袁在试验开始及结束时袁分别将鱼饥饿 24 h
后称重遥 正式试验天数为 42 d遥

将生活在盐度为 32.0的海水中的星斑川鲽幼鱼
直接放入盐度为 24.0尧16.0尧8.0尧0的水中袁并在 24尧
48尧72尧96 h 后观察星斑川鲽幼鱼在盐度突变情况下
的存活状况遥
1.3 饲养管理

将星斑川鲽幼鱼饲养于大连水产学院海洋水产

增养殖学与生物技术重点开放实验室海水养殖馆水

槽渊600 mm伊400 mm伊300mm冤内袁所用饲料为升索牌
大菱鲆专用饲料袁规格为 P1和 P2遥 每天 7院00和 17院
00投饵,每次投饵前虹吸出粪便,投饵后 30 min吸出
残饵,烘干后称量记录,试验水温为(18.0依0.5) 益袁pH值
为 8.0依0.5遥 每天换水量为 1/2遥

1.4 测定方法

使用电子天平称量体重(MP200B型电子天平袁精
确至 0.01g)袁计算公式为:

存活率(%)=存活鱼体数/总鱼体数伊100曰
增重率(%)=( t- 0)/ 0伊100曰
特定生长率渊SGR袁%/d冤=渊ln t-ln 0冤/ 伊100曰
摄食率渊FR袁%冤= c /[ 伊( 0+ t)/2]伊100曰
饵料转换效率渊FCE袁%冤=渊 t- 0冤/ c伊100遥

式中院 t要要要试验末体重渊g冤曰
0要要要试验初体重渊g冤曰

c要要要总摄食量渊g冤曰
要要要时间渊d冤遥

1.5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2.0统计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袁当单因素方差分析渊One-way ANOVA冤达显著差
异后渊P约0.05冤袁进行 Duncan's法多重比较检验组间差
异遥 图表制作使用 Microsoft誖 Excel 2003软件遥
2 结果

2.1 盐度对星斑川鲽幼鱼存活率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盐度 32.0尧24.0尧l6.0尧8.0和 0的各
组鱼存活率无影响,从试验开始到结束的 42 d里无一
死亡, 存活率均达到 100%曰 而急性下降盐度对 24.0尧
16.0尧8.0和 0的各组鱼存活率也无影响袁 为期 4 d试
验里无一死亡袁存活率同样达到 100%遥
2.2 盐度对星斑川鲽幼鱼摄食生长的影响

2.2.1 盐度对星斑川鲽幼鱼增重率的影响渊见表 1冤

表 1 盐度对星斑川鲽幼鱼增重率的影响(平均值依标准差)
项目
初始体重(g)
终末体重(g)
增重率(%)

32.0组
10.57依0.31
28.40依2.73

169.11依32.58

24.0组
10.47依0.05
27.60依1.41

163.60依14.70

16.0组
10.59依0.36
30.75依4.53

190.09依39.76

8.0组
10.55依0.31
32.33依3.30

205.91依22.56

0组
10.82依0.18
32.66依2. 33

202.06依19.16

如表 1所示袁经过整个周期的饲养后袁星斑川鲽
幼鱼的增重率和特定生长率均有不同程度提高袁其中
增重率盐度为 8.0组最高袁24.0组最低曰各组间差异不
显著渊P跃0.05冤遥
2.2.2 盐度对星斑川鲽幼鱼特定生长率的影响(见图 1)

盐度为 32.0尧24.0尧16.0尧8.0尧0组的特定生长率依
次为 2.35尧2.34尧2.52尧2.66尧2.63 %/d袁其中盐度为 0 和
8.0的处理组的略高于其它组袁 方差分析各组间差异
不显著渊P跃0.05冤遥

32.0 24.0 16.0 8.0 0.0

3
2.5

2
1.5

1
0.5

0
盐度

图 1 盐度对星斑川鲽幼鱼特定生长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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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盐度对星斑川鲽幼鱼摄食率的影响渊见图 2冤

32.0 24.0 16.0 8.0 0.0

2.5
2

1.5
1

0.5
0

盐度

图 2 盐度对星斑川鲽幼鱼摄食率的影响

由图 2可以看出,盐度为 32.0尧24.0尧16.0尧8.0尧0组
的摄食率依次为 1.97%尧1.77%尧1.63%尧1.69%尧1.79%袁
其中盐度为 32.0的对照组的略高于其它组袁 方差分
析各组间差异不显著渊P跃0.05冤遥
2.2.4 盐度对星斑川鲽幼鱼饵料转换效率的影响渊见
图3冤

32.0 24.0 16.0 8.0 0.0

250
200
150
100

50
0

盐度

图 3 盐度对星斑川鲽幼鱼饵料转化效率的影响

由图 3可知袁 盐度为 32.0尧24.0尧16.0尧8.0尧0组的
饵料转换效率依次为 124.60%尧102.54%尧171.24%尧
146.62%尧134.81豫袁盐度为 16.0 组是最高的袁而盐度
为 24.0组是最低的袁方差分析各组间差异不显著渊P跃
0.05冤遥
2.3 盐度对星斑川鲽幼鱼白化病的影响渊见图 4冤

32.0 24.0 16.0 8.0 0.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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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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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盐度

图 4 盐度对星斑川鲽幼鱼白化个体恢复的影响

由图 4可知袁低盐度有利于星斑川鲽幼鱼白化个
体恢复正常体色袁在盐度为 0和 8.0组袁白化个体恢复
到正常体色的比例较高袁盐度越高袁越不利于白化个
体恢复至正常体色遥 方差分析各组间差异不显著渊P跃
0.05冤遥
3 讨论

3.1 盐度对星斑川鲽幼鱼存活率的影响

广盐性鱼类在较大的盐度范围内袁往往都能存活
并有较大的摄食率尧生长率和转化效率[3]袁盐度对尼罗
罗非鱼尧萨罗罗非鱼和以色列红罗非鱼渊Israel red
tilapia冤幼鱼日生长量和瞬时增重率袁江黄颡鱼的生存
和生长都有显著影响[4-5]袁但不同鱼类的最佳生长盐度
却有所不同遥木云雷等在水温和盐度对大菱鲆稚鱼存
活的影响试验中发现袁盐度为 28和 32试验组大菱鲆
稚鱼存活率最高袁120 h内为 100%和 92.5%曰 盐度为
12和 40试验组存活率最低袁 在 24 h内存活率仅为
12.5%和 20%袁并在 48 h内全部死亡[6]遥姬广闻对香鱼
仔鱼研究结果显示袁 除淡水水槽的鱼苗外, 其它盐度
下的鱼苗平均成活率为 53.9%[7]遥

星斑川鲽是一种广盐性的冷水性鱼类袁据王波报
道[2]袁星斑川鲽适盐范围 5耀40袁最佳的生长盐度是 10耀
30遥本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袁星斑川鲽幼鱼在盐度 32.0尧
24.0尧16.0尧8.0尧0均能正常成活袁 这与王波的结果一
致遥 但是淡水组盐度为 0袁不在星斑川鲽幼鱼的适盐
范围内袁结果也无一死亡遥分析原因袁这可能与鱼体大
小有关袁试验鱼从开始到结束体长没有超过 15 cm,所
以全部存活在淡水中袁这与王波介绍的体长 15.24 cm
之前的幼鱼可以生活在淡水中完全一致遥本试验中盐
度突变 8.0尧16.0尧24.0尧32.0袁试验中各组鱼类能正常生
存袁成活率高达 100%袁由此可见盐度突变对其成活率
无影响遥根据此情况袁在生产养殖过程中袁可尽早将其
投放入淡水中养殖袁 以降低养殖成本袁 且盐度在 0耀
32.0波动中的情况下不会对其成活率造成太大的影
响袁这就为内地养殖鲆鲽鱼类提供了可能遥
3.2 盐度对星斑川鲽鱼摄食和生长的的影响

有关鱼类的食欲受盐度的影响已有报道, 按照渗
透调节原理,鱼类在等渗点时渗透压力最小,摄食量最
大尧代谢率最低袁生长和饲料转化效率将最大,许多广
盐性鱼类都具有这种特性[8-10]遥 当盐度超过等渗盐度
后,鱼类食欲下降,吸收率尧转化效率和生长率显著降
低,直至死亡遥 鱼类最大摄食率尧吸收率尧转化效率和
生长率往往出现在淡水与食欲下降盐度之间[3]遥 大西
洋鳕渊Gadus morhua冤的生长率和食物转化效率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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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盐度差异密切相关遥 在夏季,盐度为 7时,大西洋
鳕的食物摄入量较少,生长率比盐度 28时低[11]遥 欧洲
鲽(Platichthys flesus)幼鱼在中盐度渊5和 15冤条件下比
在 0和 35盐度下生长要快遥 Gutt分析认为袁淡水组的
生长率低是摄食量少的缘故袁 盐度 35组生长率低是
由较低的食物转化引起的遥 这种显著差异袁并不是因
食物摄入量改变导致能量成分的变化袁也没有改变鱼
体内肌肉尧肝尧生殖腺等组织内相对能量的分配形式袁
而是鱼类生物量的改变袁限制了可利用能量来源[12]遥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盐度为 8.0组的特定生长率和
增重率均高于其它组袁 而饵料转化效率则是以 16.0
组最高袁相比较盐度为 24.0组的增重率尧摄食率尧饵料
转化效率均低于其它组遥 分析原因袁该幼鱼等渗点盐
度可能在 8.0耀16.0之间袁在此盐度下幼鱼用于调节渗
透压的代谢耗能最少袁而用于生长的能量较多遥 有研
究者认为袁等渗点盐度可节省鱼类能量袁当鱼生活于
等离子或等渗介质中袁新陈代谢消耗最小遥 鱼类渗透
压和离子浓度与环境介质不同袁 鱼就需要付出一些
能量来满足离子和渗透压调节的新陈代谢消耗遥 因
此袁 通过控制外部环境来使鱼体渗透压调节的能量
消耗减少到最少袁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鱼类的生
长和对食物的利用率遥 星斑川鲽作为一种广盐性的
鱼类袁盐度对其的生理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遥
3.3 盐度对星斑川鲽幼鱼白化病的的影响

白化病是一种体色异常现象袁在星斑川鲽苗种生
长中经常遇到袁在其它一些鲆尧鲽类人工育苗中也常
发生遥尽管白化个体生长尧摄食与正常体色个体一样袁
但其成鱼商品价格大打折扣遥关于白化病的起因已有
很多研究袁 一般认为与仔鱼期的饲养密度尧 光照尧水
温尧换水量尧饵料的营养等多种因素有关[13]袁并提出了
相应的控制措施遥但目前在星斑川鲽鱼苗和养殖生产
中袁仍无法防止白化个体的出现遥

不同海水盐度对牙鲆仔稚鱼的生长尧存活率和白
化率均有影响袁较低盐度海水中袁仔稚鱼呈现较高的
存活率和较低的白化率遥盐度在 21.0与 26.0之间袁可
能是一个对牙鲆仔稚鱼的存活率及白化率产生显著

不同结果的临界盐度阶段[14]遥 另外袁试验表明袁低盐度
有利于牙鲆幼鱼白化个体恢复到正常体色袁在盐度为
8和 16时, 白化个体恢复到正常体色的比例较高袁盐
度越高袁越不利于白化个体恢复至正常体色[15]遥 王函
生[14]在进行海水盐度对牙鲆仔稚鱼影响研究时发现袁
牙鲆的白化率随盐度下降而降低遥本试验用的星斑川

鲽鱼全为白化个体袁但在不同盐度下经一个多月的饲
养袁 各组的白化率发生很大变化遥 盐度为 0和 8.0的
试验组恢复正常体色的个体达 50%以上袁 盐度 16.0尧
24.0和 32.0的试验组为 35%左右遥

以往人们一般认为鲆鲽类白化现象是在 8 mm
左右的仔鱼期形成的袁后期少部分个体在养殖过程中
可逐渐恢复为正常体色个体遥 但本试验结果表明袁盐
度对星斑川鲽幼鱼体色影响明显袁今后应进一步开展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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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的繁殖性能和仔猪生长性能对于养猪业的

发展至关重要遥 在品种不断改良袁集约化不断提高的
背景下袁如何通过营养手段来改善二者水平一直以来
都是研究重点之一遥酵母培养物是酵母菌在生长繁殖
过程中,为其提供特定的发酵条件,使其分泌适应环境
的物质,是连同酵母菌尧胞外培养物及其培养基的烘
干物遥 它含有维生素尧矿物质尧消化酶尧促生长因子和
较齐全的氨基酸,适口性好,是集营养与保健为一体的
微生物活性添加剂,其中含有多种未知因子遥 本试验
的目的为通过饲养试验来研究酵母培养物对母猪生

产性能及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袁为生产实践中改进母
猪及仔猪的生产性能提供指导作用遥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与分组

选取 160 头已怀孕 85 d 左右的 LY渊YL冤二元杂
生产母猪袁按照预产期以及胎次分布的不同分为 A尧B
两组袁每组 80头袁A为对照组袁B为试验组遥 在组内以
场内生产周为依据袁分为 5个批次(以 A1尧A2尧A3尧A4尧
A5袁B1尧B2尧B3尧B4尧B5来区分不同批次)遥 每组母猪的
平均胎次均为 4.91袁且胎次分布尧预产期分布以及体
况无显著性差异遥 从上述 A尧B两组的第 1尧第 3尧第 4
批试验母猪中各抽取 27头母猪袁于试验起始第一天袁
产后第 1 d袁断奶后第 2 d进行颈静脉采血袁并分离血
清备用袁 每组 27头母猪的胎次分布及平均胎次均与
各自组别中的 80头母猪基本接近袁 故可以较好地代
表 A尧B两个群体遥 试验于 2006 年 7 月 31 日起始袁
2006年 10月 22日结束遥所有试验均在广州某公司下
属的商业猪场进行遥
1.2 试验日粮

各试验阶段的日粮分为两种袁即对照日粮和试验
日粮遥 对照日粮为猪场现用 307母猪料渊日粮组成见
表 1冤袁试验日粮在对照日粮的基础上用 5 kg/t的酵母

培养物渊益康 XP袁由美国达农威公司生产冤代替等量
玉米组成遥所有日粮氨基酸和营养成分均满足或高于
NRC渊1998冤标准遥

表 1 对照组母猪日粮的主要组成（豫）
组成
玉米
膨化大豆
豆粕
银肽智
预混料
合计

含量
66.5

7
20
2.5
4

100.0

1.3 饲养制度

试验起始时所有母猪均在妊娠舍的单体栏内饲

养袁至产前 2耀4 d 转入产房饲养袁在断奶后母猪即转
入配种舍遥 断奶仔猪则在原产栏内饲养 2耀4 d后转入
保育舍遥 在试验中所有哺乳仔猪的寄养均在组内进
行遥 仔猪出生后实施零时免疫猪瘟疫苗袁第 2 d补铁
渊所用药品为铁血龙冤袁第 3 d注射长效土霉素渊所用
药品为得米先或新强米先冤袁并对仔猪进行断尾袁打耳
号遥 第 5 d阉割遥 哺乳 22耀26 d断奶袁在断奶当天注射
链球菌和猪瘟疫苗遥

在产房中袁 如果母猪超过预产期 3 d 以上而未
产袁则注射前列腺烯醇以促产遥 在分娩过程中如发现
母猪生产无力或胎位不正且仔猪产出间隔过久袁则要
人工助产遥 分娩母猪一般在耳静脉滴注葡萄糖盐水袁
以利于产后恢复遥对于经产母猪则在葡萄糖盐水中加
入催产素袁加速其分娩遥

对照组和试验组除了日粮中添加酵母培养物不

一样外袁其它条件均一致袁饲养管理制度及免疫程序
按猪场现有制度执行遥
2 测定指标

母猪的繁殖性能院记录母猪分娩持续时间(产程)尧
产仔数尧产活仔数尧弱仔数尧畸形数尧死胎数尧木乃伊数尧
仔猪出生重尧出生窝重袁母猪断奶后一周内发情率遥

母猪的泌乳性能院仔猪断奶头数尧断奶窝重尧断奶
个体重尧哺乳阶段仔猪成活率遥

母猪血液生化指标院在试验开始第 1 d尧产后第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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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尧断奶后第 2 d袁从每组中选取 27头母猪进行颈静
脉采血袁测定其血清中的孕酮(Pro)尧雌二醇 (E2)尧皮质
醇(Cor)尧IgG的含量遥

数据处理院 所有数据均采用平均数依标准误的表
示方法,并使用 SPSS14.0进行生物统计与差异性检验遥
3 试验结果

3.1 母猪繁殖性能渊见表 2冤
表 2 母猪繁殖性能各项指标

对照组(A组)
12.10依0.29
11.09依0.26
1.34依0.02
14.75依0.34

93.75

试验组(B组)
12.14依0.34
10.84依0.33
1.35依0.02
14.57依0.46

91.25

项目
平均窝产仔数(头)
平均窝活产仔数(头)
仔猪平均出生个体重(kg)
仔猪平均出生窝重(kg)
母猪断奶后一周发情率(豫)

由表 2试验结果表明袁A尧B两组的各项指标均无

显著差异遥
3.2 母猪的泌乳性能渊见表 3冤

表 3 试验期间断奶仔猪的生长性能

对照组(A组)
10.76依0.10
6.03依0.11b
65.02依1.38

97.07

试验组(B组)
10.59依0.10
6.35依0.10a
67.39依1.35

97.69

项目
平均窝断奶仔猪数(头)
仔猪平均断奶个体重(kg)
平均断奶窝重(kg)
仔猪哺乳阶段成活率(豫)
注院表中数据同行肩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无肩
标者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母猪的泌乳性能是通过断奶仔猪的生长性能体

现的遥经测定袁两组的平均窝仔猪断奶头数尧平均断奶
窝重尧仔猪哺乳阶段成活率均无显著差异袁但试验组
的仔猪平均断奶个体重显著大于对照组渊P<0.05冤遥
3.3 母猪的血液生化指标渊见表 4冤

由表 4可见袁4种血液指标在不同的生理阶段均
无显著差异渊P>0.05冤遥
4 讨论与分析

在遗传改良的同时袁 通过对母猪的营养学研究袁
可以使其繁殖力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遥通过调控母猪
日粮的能量和蛋白质水平袁添加微量元素尧维生素以
及各种活菌制剂袁控制母猪采食量等措施均已取得一
定的效果遥 据报道,在长大和大长经产 3胎次母猪日
粮中添加 3 mg/kg 的活性叶酸袁 母猪产仔数提高
7.43豫袁产活仔提高 8.5豫袁仔猪初生重提高 10.61豫遥在
反刍动物日粮中添加酵母培养物能够提高粗饲料的

适口性和粗纤维的消化率袁在奶牛泌乳早期日粮中添
加酵母培养物可使日均产乳量增加 0.48耀1.74 kg袁日
平均增乳 1.13 kg遥 有研究表明袁添加酵母培养物具有
提高肉仔鸡体重和营养物质代谢率袁增强免疫机能的
作用遥 在蛋鸡日粮中添加 0.3豫酵母培养物可使蛋鸡
生产性能提高袁其差异显著(P<0.05)遥 酵母培养物可以
促进单胃动物对纤维的利用袁促进磷的消化从而提高
畜禽的生产性能袁 同时酵母培养物可以抑制肠道疾
病袁这与酵母细胞对黄曲霉毒素具有抑制作用袁能够
吸附有毒物质和病原菌有关遥

本试验的结果表明,在母猪日粮中添加酵母培养物

可显著提高仔猪的平均断奶个体重(P<0.05)遥 由于 A尧B
两组在分组及饲养过程中系统误差小,且两组母猪所产
仔猪的平均出生重尧平均出生窝重尧平均窝产仔数均无
显著差异遥 故在试验结束时试验组的仔猪平均个体重
的显著增加(P<0.05),可以判断为通过在母猪日粮中添
加了酵母培养物后改善了母猪的泌乳性能所致遥

在本试验中通过比较试验组与对照组的 4种血
液指标可见袁A尧B两组的母猪血清中的雌二醇尧孕酮尧
IgG尧皮质醇的含量在不同的生理阶段均无显著差异袁
但组内比较可见袁在不同的生理阶段有较为明显的波
动遥本试验中试验组与对照组的母猪在相同生理阶段
时其血清中的 IgG含量差异并不显著袁没有体现出前
人所报道的酵母培养物可以提高动物免疫力的现象袁
皮质醇的含量同样差异不显著袁这从一个侧面可以说
明袁两组母猪所受的应激程度基本接近遥而雌二醇尧孕
酮这两种重要的生殖激素在相同生理阶段时血清中

的含量也差异不显著袁但在不同生理阶段之间的变化
规律与前人报道较为一致遥
5 结论

在母猪日粮中添加酵母培养物可显著提高哺乳

仔猪的断奶个体重渊P<0.05冤遥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表 4 试验母猪相同阶段不同批次的血液指标

所有批次第一次
所有批次第二次
所有批次第三次

Cor渊滋g/dl)
3.11依0.23
3.04依0.27
2.49依0.22

E2(pg/ml)
28.32依2.58
15.31依1.03
9.91依0.81

Pro(ng/ml)
8.35依0.69
0.14依0.04
0.04依0.005

IgG渊滋g/ml)
2.15依0.13
2.15依0.17
1.78依0.11

E2(pg/ml)
28.24依2.65
15.06依1.14
9.56依0.73

Pro(ng/ml)
8.58依0.71
0.15依0.02
0.04依0.003

Cor(滋g/dl)
2.96依0.25
3.08依0.33
2.41依0.20

IgG渊滋g/ml)
2.20依0.19
2.11依0.22
1.87依0.15

对照组(A组) 试验组(B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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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

采用 2伊2析因法袁即设低营养+抗生素组(低营养
对照组)尧低营养+益康 XP+抗生素组尧高营养+抗生素
组(高营养对照组)尧高营养+益康 XP+抗生素组 4个处
理袁每个处理设 4个重复袁每个重复 2头仔猪遥 益康
XP由美国达农威公司提供遥
1.2 试验动物

选择 4 周龄断奶的初始体重为渊8.05依0.76冤 kg
杜伊长伊大杂交去势仔猪 32头袁按胎次尧性别尧体重尧随
机分成 16组袁再随机分配到各处理组遥
1.3 试验日粮

按 NRC(1998)标准配制日粮,能量浓度和高铜水
平统一设定为 14.21 MJ/kg和 250 mg/kg遥 高营养水平
的鱼粉用量 7%尧 乳清粉用量 10%尧 粗蛋白水平为
20%尧可消化赖氨酸水平为 1.15%曰将高营养的粗蛋白
和氨基酸水平降 5%袁鱼粉和乳清粉均降为 5%袁即为
低营养水平日粮遥高营养和低营养水平日粮中膨化大
豆与豆粕的比例大致保持为 21袁 试验日粮配方见
表 1遥
1.4 饲养管理

每个重复 2 头仔猪养于 1 个金属笼内遥 日喂 5
次袁 每次喂量以食后 1 h仍有少量余料为度, 自由饮
水袁试验的起始温度控制在渊30依1冤 益袁以后每周降低
1 益遥
1.5 测定指标

主要观察仔猪的采食量尧生长尧腹泻情况遥清晨空
腹称取起始及每周末体重袁记录每天采食量尧腹泻仔
猪头数及严重程度(稀粥状尧稠粥状尧软便不成型尧基
本正常尧正常)袁计算日采食量(ADFI)尧日增重(ADG)及
料重比(F/G)遥
1.6 资料处理及统计分析

用 SPSS软件中的 GLM 对采食量尧日增重尧料重

比每个重复的平均数进行方差分析和 Student-New鄄
man-Kuels多重比较,所有的结果用平均数依标准偏差
表示遥

表 1 试验日粮配方

抗生素

56.86
8.51
15.48

7
10
0

0.16
0.05
0.01
0.42
0.13
0.3
1

0.03
0.05
0.005
100

14.25
20.55
1.05
0.53
1.15
0.38
0.66
0.72
0.21
0.73

益康 XP+抗生素
56.61
8.51
15.48

7
10

0.25
0.16
0.05
0.01
0.42
0.13
0.3
1

0.03
0.05
0.005
100

14.21
20.30
1.03
0.53
1.15
0.38
0.66
0.72
0.21
0.73

抗生素

61.26
9.37
16.67

5
5
0

0.21
0.05
0.03
0.41
0.62
0.3
1

0.03
0.05
0.005
100

14.21
19.31
1.02
0.55
1.09
0.36
0.64
0.69
0.20
0.68

益康 XP+抗生素
61.01
9.37
16.67

5
5

0.25
0.21
0.05
0.03
0.41
0.62
0.3
1

0.03
0.05
0.005
100

14.17
19.05
1.03
0.57
1.09
0.36
0.64
0.69
0.20
0.68

原料(%)
玉米
豆粕
膨化大豆
鱼粉
乳清粉
益康 XP
Lys窑HCl
DL-Met
Thr
CaCO3
CaHPO4
食盐
微量元素
多维
胆碱
抗生素
合计
营养指标
DE(MJ/kg)
CP(%)
Ca(%)
总磷(%)
TDlys(%)
TDMet(%)
TDS-AA(%)
TDThr(%)
TDTrp(%)
TDIle(%)

项目
高营养水平 低营养水平

注院1. 每千克日粮含渊mg冤Fe 300尧Cu 250尧Zn 200尧Mn 4尧I 0.14尧Se
0.3曰

2. 每千克日粮含 VA 7000 IU尧VD3 700 IU尧VE 18 IU尧VK 4 mg尧
VB1 2 mg尧VB2 20 mg尧VB6 3 mg尧VB12 33 mg尧叶酸 0.9 mg尧烟酸
28 mg尧泛酸 19 mg遥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从表 2可见袁以高营养水平中益康 XP+抗生素的
效果最好袁其日增重显著渊P<0.05冤高于只添加抗生素
组的高尧低营养水平组袁虽然与低营养水平的益康
XP+抗生素组无显著差异渊P>0.05冤袁但其仍有提高趋
势曰F/G虽无显著差异袁 但 0耀4周的平均值仍较其它
3组均低 7.90豫渊P>0.05冤曰采食量各处理组间也无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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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袁益康 XP+抗生素的日均
采食量显著高于抗生素组渊P<0.05冤袁日增重尧料重比
差异虽不显著渊P>0.05冤袁但与抗生素组相比袁日增重
提高了 7.31%袁料重比低了 3.64%遥高尧低营养水平间袁

各项指标均无显著差异渊P>0.05冤袁只是高营养水平的
日增重尧料重比比低营养水平分别提高 3.97%和降低
3.64%遥 营养水平与添加物间无显著交互作用 渊P>
0.05冤遥

2.2 益康 XP和抗生素对早期断奶仔猪腹泻程度的
影响

由表 4可见袁 低营养益康 XP+抗生素联合使用
的腹泻强度最轻袁 比其抗生素组降低了 53.47%曰高

营养益康 XP+抗生素联合使用比其抗生素组降低了
14.89%遥

从表 5可见袁按析因分析袁益康 XP 和抗生素联
合使用使仔猪的腹泻头数尧腹泻头次和总腹泻强度分

著差异渊P>0.05冤袁高尧低营养水平中的益康 XP+抗生
素联合使用分别比其抗生素组高 3.71%和 3.24%遥 由

日增重和料肉比看袁 高营养水平下抗生素和益康 XP
的联合使用效果优于低营养水平的遥

酵母培养物张丽萍等：益康 XP对早期断奶仔猪生长影响的研究

表 3 不同营养水平、不同添加物质对仔猪 0~4周生产性能的析因分析
0~4周

注院同列数据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项目

添加物质

营养水平

营养水平伊添加物质

ADFI渊g冤
431b
446a
440
438

ADG渊g冤
263
282
267
277

P
0.29
0.31
0.31

P
0.04
0.75
0.88

P
0.06
0.26
0.25

F/G
1.65
1.59
1.65
1.59

抗生素组
抗生素+酵母培养物组

低营养水平
高营养水平

组别

表 2 不同处理对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初始重渊kg冤
第一周结束重渊kg冤
第二周结束重渊kg冤
第三周结束重渊kg冤
第四周结束重渊kg冤
ADFI(g)
1周
2周
3周
4周
0~2周
2~4周
0~4周
ADG (g)
1周
2周
3周
4周
0~2周
2~4周
0~4周
F/G
1周
2周
3周
4周
0~2周
2~4周
0~4周

项目
抗生素组
8.05依0.06
8.52依0.12c
9.82依0.4

12.07依0.42b
15.40依0.82b

139依2
296依16b
481依14ac

802依31
218依9b
642依22
430依14
67依17bc
185依58
321依29
478依63
126依28
399依32ab
263依30b

2.17依0.53a
1.73依0.59
1.5依0.15

1.70依0.22
1.8依0.45

1.62依0.15
1.65依0.21

酵母培养物+抗生素组
8.05依0.08
8.48依0.08c
10.10依0.14
12.61依0.23a
16.24依0.19a

142依3
317依5a

506依22a
817依37
230依3a

662依21
446依11
62依13c

231依11
358依16
519依14
146依8
439依5a
292依6a

2.38依0.53a
1.38依0.05
1.41依0.05
1.57依0.03
1.57依0.0.07
1.51依0.04
1.52依0.02

高营养水平
抗生素组
8.05依0.02
8.72依0.06a
10.01依0.25
12.15依0.26ab
15.40依0.43b

137依6
302依12ab
473依10c

819依66
219依7b
646依30
433依15
96依10a

184依37
305依66
466依77
140依17
389依43b
263依16b

1.45依0.19b
1.68依0.29
1.61依0.39
1.78依0.19
1.58依0.17
1.69依0.17
1.65依0.08

酵母培养物+抗生素组
8.05依0.02
8.50依0.10c
9.92依0.13

12.25依10.26ab
15.64依0.34ab

143依3
301依13ab
488依5ac
855依22
222依6ab

672依13
447依9
67依15bc

200依27
333依36
484依22
134依9

408依26ab
271依12ab

2.22依0.55a
1.52依0.16
1.47依0.17
1.77依0.11
1.66依0.09
1.65依0.11
1.65依0.07

低营养水平

注院同行数据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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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比抗生素组降低了 33.3豫尧37.3豫和 56.1豫,说明在抗
生素的基础上添加益康 XP可有效的缓解仔猪腹泻;低
营养水平组仔猪腹泻程度比高营养水平略轻, 可能是
低营养水平日粮的低蛋白含量减轻了仔猪的应激遥

表 4 各处理仔猪腹泻情况

抗生素组
8
8
41
141

XP+抗生素组
8
5
33

120

抗生素组
8
7
42

144

XP+抗生素组
8
5
19
67

试验猪数
腹泻头数
腹泻头次
腹泻强度

项目
高营养水平 低营养水平

注院腹泻头数为每天有 n头猪腹泻,1头即为 1;腹泻头次为腹泻头数伊
平均腹泻天数曰腹泻强度=腹泻头次伊严重程度评分值;严重程度
参照 Kelly,(1990)评定方法,即 1分=硬粪(很少看到)曰2分=正常
的均匀粘性粪便;3分=软,仅部分成形的粪便,属轻度腹泻,4分=
半液状,浆糊状粪便,属中度腹泻;5分=水样粪便,属严重腹泻遥

综上所述袁 添加益康XP对采食量有明显促进作
用袁料重比和日增重虽然无显著差异袁但其变化规律
是与采食量相吻合的袁而且从腹泻的缓解情况看添加

益康 XP组也优于抗生素组袁与日增重尧料重比尧采食
量的变化情况类似遥
表 5 不同营养水平和不同添加物质对仔猪腹泻情况

0耀4周
试验猪
头数
16
16
16
16

腹泻
头数
15
10
12
13

腹泻
头次
83
52
61
74

总腹泻
强度
426
187
211
261

添加物质

营养水平

项目

抗生素组
抗生素+酵母培养物组

低营养
高营养

组别

3 小结

3.1 在抗生素的基础上添加益康 XP袁 能显著提高采
食量袁有效缓解仔猪腹泻袁对日增重和料重比也有改
进趋势遥
3.2 高营养水平下抗生素和益康 XP的联合使用效
果优于低营养水平遥
3.3 在本试验所设的营养水平和日粮结构下袁 益康
XP都能发挥稳定的效果遥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酵母培养物具有抗大肠杆菌和抗真菌
而不影响健康微生物区系的特性

G. S. Jensen K. M. Patterson I. Yoon

G. S. Jensen, K. M. Patterson, NIS Labs, 1437 Esplanade
Avenue，Klamath Falls OR 97601。

I. Yoon，Diamond V Mills, 838 1st Street NW, Cedar Rapids
IA 52407。

收稿日期：2008-11-27

由产生肠毒素的大肠杆菌渊Escherichia coli冤所引
起的腹泻是威胁家畜健康和存活的主要因素之一袁尤
其是对于仔猪和犊牛 渊Nagy等袁2005曰Fairbrother等袁
2005冤遥由于大肠杆菌在家畜中暴发的事件不断增多袁
导致在动物饲料中过度使用抗生素袁这比仅仅在特定
情况下严格地使用兽医/治疗剂量的抗生素具有更加
显著的负面作用渊Berends等袁2001冤遥 为了防止抗生素
耐受菌的产生袁欧盟禁止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袁其它
国家也都采取措施减少抗生素作为生长促进剂在动

物中使用遥没有一种单一的措施能够对动物起完全的
保护作用袁目前的趋势是从日粮上采取策略袁包括使
用可以支持有益肠道微生物区系的添加剂渊Fairbroth鄄

er等,2005)遥 保护家畜免受肠道中病原菌危害的策略
包括在饲料中添加益生素, 饲料中添加寡聚糖和脂肪酸
的有助于益生菌定植(Bomba等,2002;Ringo等,1998)遥
日粮中添加来自酿酒酵母的甘露寡糖对肠道中的微

生物菌群也有影响 (White 等 袁2002曰Rozeboom 等 ,
2005)遥 这些作用阻止了有害细菌在肠道中的定植袁因
为附着在肠道上皮细胞表面的甘露糖残基可抑制有

害细菌在肠壁的附着(Oyofo等袁1989;Spring等袁2000)遥
酵母培养物被用作各种家畜的饲料添加剂袁能够

提高奶牛的产奶量(Dann等袁2002)和饲料效率渊Schin鄄
goethe 等袁2004冤尧提高猪的断奶重渊Kim 等袁 2006冤以
及家禽的产蛋量渊Tangendjaja等袁2002冤遥此外袁酵母培
养物还能提高产蛋母鸡肠道内的乳杆菌对大肠杆菌

的比例渊Liu等袁2002冤遥 但是袁酵母培养物对病原菌的
作用尚不十分清楚遥 因此袁本实验的目的就是在体外
评价酵母培养物的特异性抗菌作用遥
1 材料和方法

在 5 ml磷酸缓冲液渊PBS, Sigma-Aldrich冤中加入
0.5 g酵母培养物渊达农威益康 XP冤袁制备酵母培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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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液遥 将混合物搅拌 30 s袁在室温下放置 1 h袁让其
沉淀遥 在 2 400 r/min下离心 10 min袁然后用 0.22 滋m
针头式过滤器对上清液进行无菌过滤袁除去固形物遥

微生物母液的制备方法是把冷冻干燥的菌种(E.
coli尧Staphylococcus aureus 和 Candida tropicalis Amer鄄
ican Type Culture Collection 25922尧25923和 13803)分
别溶解于 5 ml无菌水袁在 4 益下放置过夜遥用健康的
口腔微生物(可视为一种优势共生菌的混合来源)作为
对照遥 从人收集未受刺激的唾液袁将 1 ml唾液与 9 ml
无菌水混合遥对系列稀释液进行培养后测定每毫升的
活菌数遥 将母悬液调节到每毫升大约 104个活菌遥

用 PBS制备 4种微生物培养物的 10倍系列稀释
液遥 每个稀释液按同样的比例和 PBS渊对照冤或酵母培

养物提取液混合袁随后立即用适合类型的 Petrifilm测
试片渊分别用于 E. coli/大肠杆菌袁需氧培养物袁以及酵
母菌和真菌培养皿,3M Microbiology,St. Paul,MN冤培养
E. coli尧 S.aureus尧oral flora和 C. tropicalis遥 将 E. coli/
大肠杆菌和需氧培养物在 35 益分别培养 24和 48 h遥
酵母和真菌在 25 益培养至 6 d遥 对菌落进行计数遥
2 结果

在有酵母培养物存在的情况下袁稀释倍数即使超
过 1 000也几乎完全检测不到热带假丝酵母渊C. trop鄄
icalis冤的生长渊见表 1冤遥 甚至在 C. tropicalis的接种浓
度最高的时候也只能观察到有少量菌落形成遥这些菌
落要比未处理的对照培养皿中的菌落小得多袁而且只
分布在培养皿的边缘遥

在有酵母培养物存在的情况下袁 大肠杆菌渊E.
coli冤的生长减弱渊见表 1冤遥 甚至在 E. coli的接种浓度
高的时候袁所形成的菌落与未处理的对照培养皿中的
相比要小得多遥 还有证据表明袁当有酵母培养物存在
时袁E. coli的代谢活性较低袁其表现为对 茁-葡糖苷酸
酶的指示性染料的数量下降以及每个菌落的乳酸发

酵的代谢产气量减少遥
酵母培养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S. aureus)的生长

影响很小(见表 1)遥 只有在微生物接种浓度较高的情
况下 S. aureus的生长才明显受到抑制, 所看到的菌落
稍微小一点遥这表明,这种抑制并不是由于酵母培养物
的直接的抗微生物作用, 而是因为加入酵母培养物改
变了必需营养素的组成, 其所提供的培养条件在菌体
密度高尧对营养素竞争激烈情况下不符合最佳要求遥

加入酵母培养物几乎不影响健康唾液样本中口

腔微生物的生长渊见表 1冤遥
3 讨论

酵母培养物是酿酒酵母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的发酵产品,用作家畜饲料的营养性添加剂(Barnes等,

2006;Schingoethe等,2004)遥 本实验的数据表明,酵母培
养物能够特异性地抑制 E. coli和 C. tropicalis的生长,
对 S. aureus或健康的口腔微生物的抑制作用较小遥 其
作用的大小明显地取决于剂量遥 据估计,酵母培养物抑
制了 1 000倍稀释的 C. tropicalis的生长, 对于大肠杆
菌(E. coli)不仅抑制了生长而且还抑制了代谢活性遥这种
有选择的抗微生物作用支持了如下的一种见解:使用酵
母培养物有助于减少有害的大肠杆菌和真菌(如假丝酵
母亚种),而不至于引起健康的肠道微生物区系的失衡遥

特异性抗微生物作用可能是酵母培养物在动物

体内发生作用的关键因素袁 因为支持共生微生物尧抑
制潜在的病原菌对于断奶前后的动物是极为重要的袁
因为此时初乳的保护作用正在消失袁而动物自身的免
疫力才刚刚开始形成遥在这个阶段没有很多时间和机
会通过免疫接种来给动物提供适当的保护遥

根据这些体外研究袁酵母培养物对于微生物生长
具有直接的调节作用院有利于需氧微生物袁而抑制大
肠杆菌和真菌遥

（编辑：王 芳，xfang2005@163.com）

表 1 在有无酵母培养物存在的情况下培养微生物的菌落计数淤（CFU）
对照

++++于
+++
14
0

培养物
++盂

+
7榆
0

对照
500
216
74
16

培养物
0
0
0
0

对照
268
114
31
7

培养物
175
44
15
9

培养物
++
+

129
19

对照
++
+

158
21

假丝酵母 C. tropicalis 大肠杆菌 E. coli 金黄色葡萄球菌 S. aureus 口腔细菌 Oral flora

注院淤 所列数据来自 3个试验曰
于 加号表示菌落密度太大难以计数袁相对生长为估计值曰
盂 在存在酵母培养物的情况下袁大肠杆菌渊E. col冤的菌落比较分散尧较小尧界线较不清楚袁其部分原因是 茁-葡糖苷酸
酶的活性较低袁表现为与菌落关联的指示性染料较少曰

榆 由于 茁-葡糖苷酸酶的活性低袁菌落很难看到袁也很难看到有气泡的菌落袁说明没有乳酸发酵的活性或活性很低遥

11
110
1100
11 000

稀释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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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福亮 胡顺珍 徐海燕 张志焱 谷 巍

摘 要 采用需氧发酵和厌氧发酵相结合的方法，对高温、高压后的动物性蛋白原料———血粉、

羽毛粉、猪毛粉和蹄角粉进行了联合发酵效果研究。动物性蛋白原料中添加 10%的麸皮，调整料水比
为 32，接种 0.1译的米曲霉，在有氧条件下发酵 36 h后，再接种 0.1译的乳酸杆菌进行厌氧发酵，设
立动物性蛋白原料作为对照组，通过测定不同时间段样品的酸溶蛋白、粗纤维以及胃蛋白酶消化率观

察联合发酵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联合发酵极显著提高发酵物料中酸溶蛋白的含量（P<
0.01），其中血粉增长幅度最大，比对照组提高 10%左右；联合发酵极显著提高了动物性蛋白原料的胃
蛋白酶消化率（P<0.01），血粉提高了大约 15%，羽毛粉、猪毛粉和蹄角粉则均在 4%左右；联合发酵对
动物性蛋白原料粗纤维无显著影响（P>0.05）。

关键词 需氧发酵；厌氧发酵；动物性蛋白原料；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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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随着我国畜牧业的迅速发展袁对蛋白质
饲料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遥 目前袁我国主要靠进口鱼
粉来解决蛋白质资源的不足遥 所以袁如何开发新的蛋
白质资源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遥动物性蛋白原料如羽毛
粉尧蹄角粉等蛋白含量高袁一般在 75豫耀90豫袁极具研

究开发价值袁 但动物性蛋白原料主要由角蛋白质构
成袁本身氨基酸不平衡袁畜禽对其消化率较低遥米曲霉
是一类产复合酶的菌株袁除产中性蛋白酶外袁还可产
淀粉酶尧糖化酶尧纤维素酶尧植酸酶等遥 在淀粉酶的作
用下袁原料中的直链尧支链淀粉可降解为糊精及各种
低分子糖类袁如麦芽糖尧葡萄糖等曰在蛋白酶的作用
下袁不易消化的大分子蛋白质可降解为蛋白胨尧多肽
及各种氨基酸袁而且辅料中的植酸磷等抗营养因子及
粗纤维等难吸收的物质可被降解袁 从而使其营养价
值尧保健功效和消化率提高袁广泛应用于食品尧饲料尧
生产曲酸尧酿酒等发酵业遥 乳酸菌则是一类可分解糖
类产生乳酸的革兰氏阳性菌遥乳酸菌大都能在肠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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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植袁产生大量乳酸袁降低肠道 pH值袁抑制或杀灭有
害微生物袁合成维生素袁分泌消化酶类袁辅助食物消
化袁促进营养物质吸收袁克服腐败过程袁降低宿主血胆
固醇袁增强宿主对乳酸的耐受力遥

本研究采用米曲霉和乳酸杆菌联合发酵动物性蛋

白原料要要要血粉尧羽毛粉尧猪毛粉和蹄角粉,同时设立
动物性蛋白原料作为对照组,进行了粗纤维尧酸溶蛋白
以及胃蛋白酶消化率的测定,并与对照组进行了比较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羽毛粉尧血粉尧蹄角粉和猪毛粉由市场采购获得曰
米曲霉与乳酸杆菌均由山东宝来利来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研究院实验室保存遥
1.2 主要试剂

硫酸尧硫酸铜尧硫酸钾和氢氧化钠袁均为分析纯遥
硼酸 2 g溶于 100 ml水配成 2%硼酸溶液(W/V)遥
取 4.2 ml 浓盐酸袁用蒸馏水定容至 1 L袁制成

0.05 mol/l HCl溶液遥
胃蛋白酶活性为 110 000遥
称取 15 g 的三氯乙酸溶解到 100 ml 的蒸馏水

中袁制成 15% TCA溶液遥
1.3 主要仪器

粉碎机尧分析筛渊孔径 0.60 mm冤尧分析天平渊感量
0.001 g冤尧滴定管渊酸式袁100 ml冤尧马福炉尧古氏坩埚尧
消煮器尧抽滤装置尧凯氏定氮仪尧消化炉尧电热式恒温
烘箱尧干燥器等遥
1.4 方法

将动物性蛋白原料进行高压尧高温处理后袁添加
10%的麸皮袁调整料水比为 32袁然后接种 0.1译的米
曲霉袁在有氧条件下袁发酵 36 h后袁接种 0.1译的乳酸
杆菌进行厌氧发酵遥 此时开始取样袁记为 0 h样品袁然
后每隔 12 h取样袁 同时设立动物性蛋白原料作为对
照袁每组设 3个重复组遥 将每个时间段的样品放入电
热式恒温烘箱中袁置于 50 益袁过夜袁烘干后将饲料样
品用四分法缩减至 200 g袁粉碎袁全部通过 1 mm筛,然
后对样品进行总蛋白质尧酸溶蛋白含量尧胃蛋白酶消
化率和粗纤维指标的测定遥
1.4.1 酸溶蛋白质含量的测定

动物性蛋白原料中总蛋白含量的测定按照 GB/
T14771执行遥称取 2.00 g 样品袁加入 15%TCA渊三氯乙
酸冤溶液 10 ml袁混合均匀袁静置 5 min遥 将溶液定量转
移袁4 000 r/min袁离心 10 min袁弃上清液袁测定沉淀中
总蛋白含量遥 酸溶蛋白含量渊%冤=渊饲料样品粗蛋白含

量-沉淀中粗蛋白含量冤/饲料样品粗蛋白含量伊100遥
1.4.2 胃蛋白酶消化率的测定

称取 0.5 g饲料样品 2份袁分别置于 250 ml带盖
三角瓶中(每个样品测 2个平行样)遥 准确称取 1.777 g
胃蛋白酶(准确到 0.001 g),置于体积 100 ml尧pH值 1.4
的 HCl-KCl缓冲液中遥用移液管移取 30 ml上述混合
液置于三角瓶中,将三角瓶置于(40依0.1) 益台式恒温
摇床中,以其温度达到 40 益时开始计时,震荡 3 h,频
率为 80 次/min遥 用 320目尼龙滤布和抽滤装置过滤
消化液,并用温水反复冲洗培养用的三角瓶渊3耀4次冤袁
将洗液加入消化液中过滤袁 用洗瓶多次冲洗滤渣袁将
滤渣放入 65 益恒温烘箱中烘干 1 h袁用凯氏定氮法测
定滤渣的含氮量袁计算消化率遥 胃蛋白酶消化率渊%冤=
渊饲料样品粗蛋白含量-消化后滤渣粗蛋白含量冤/饲
料样品粗蛋白含量伊100遥
1.4.3 粗纤维的测定

称取 1~2 g 饲料样品袁准确至 0.000 2 g袁用乙醚
脱脂渊脂肪含量小于 10%时可不脱脂冤袁放入消煮器袁
加入浓度准确且已沸腾的硫酸溶液 200 ml和 1滴正
辛醇袁立即加热袁使其在 2 min 内沸腾袁调整加热器袁
使溶液保持微沸,且连续微沸 30 min,注意保持硫酸浓
度不变遥 用抽滤装置抽滤,残渣用沸蒸馏水洗至中性
后抽干遥用浓度准确且已沸腾的氢氧化钠溶液将残渣
转移至原容器中并加至 200 ml,同样准确微沸 30 min,
立即在铺有石棉的古氏坩埚上过滤袁残渣用沸蒸馏水
洗至中性袁再用 15 ml乙醇洗涤袁抽干遥 将坩埚放入烘
箱袁在 130 益下烘干 2 h袁取出袁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
温,称重,再放入马福炉中于 550 益下灼烧 1 h袁取出在
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袁称重遥

粗纤维(%)=( 1- 2)/ 伊100遥
式中院 1要要要130 益下烘干后坩埚及试样残渣重曰

2要要要550 益下灼烧后坩埚及试样残渣重曰
要要要饲料样品质量遥

1.5 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3.0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袁 结果
用平均数依标准差表示遥
2 结果

2.1 样品中酸溶蛋白的变化情况渊见表 1冤
由表 1可见,血粉尧羽毛粉尧蹄角粉和猪毛粉经联

合发酵 60 h时其酸溶蛋白含量比 0 h酸溶蛋白含量
提高约近 10尧3尧7和 5个百分点遥 与动物性蛋白原料
组相比袁联合发酵组中每个时间点的酸溶蛋白含量差
异显著(P<0.05)或极显著(P<0.01)袁60 h 时血粉尧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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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尧蹄角粉和猪毛粉联合发酵组的酸溶蛋白含量比对
照组可分别提高约 14尧3尧14和 8个百分点遥

表 1 动物性蛋白原料酸溶蛋白的含量测定结果

项目

血粉

羽毛粉

蹄角粉

猪毛粉

取样时间(h)
0

12
24
36
48
60
0

12
24
36
48
60
0

12
24
36
48
60
0

12
24
36
48
60

联合发酵(%)
11.97依0.203**
14.23依0.833**
17.16依0.212**
18.47依0.321**
18.90依0.265**
21.60依2.339**

8.613依0.111*
8.670依0.608*
8.703依0.533**
9.753依0.393**
10.17依0.777**

11.19依0.179**

23.33依0.404**
24.00依0.100**
26.33依0.404**

26.37依0.416**

30.17依0.306**
30.43依0.306**
11.87依0.178**
14.17依0.153**
15.47依0.416**
15.71依0.133**
16.34依0.309**
16.53依0.076**

对照组(%)
7.830依0.062
7.790依0.154
7.830依0.412
7.810依0.363
7.830依0.062
7.830依0.051
8.027依0.064
8.117依0.153
8.217依0.044
8.147依0.132
8.007依0.264
8.007依0.317
16.20依0.265
16.11依0.314
15.98依0.426
16.10依0.653
16.09依0.111
16.12依0.246
8.663依0.119
8.564依0.239
8.136依0.114
8.351依0.127
8.126依0.322
8.665依0.109

注院*表示同行组间差异显著(P<0.05)袁** 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遥
表 2同遥

2.2 样品中胃蛋白酶消化率的变化情况渊见表 2冤
表 2 动物性蛋白原料胃蛋白酶消化率的测定结果

项目

血粉

羽毛粉

蹄角粉

猪毛粉

取样时间(h)
0

12
24
36
48
60
0

12
24
36
48
60
0

12
24
36
48
60
0

12
24
36
48
60

联合发酵(%)
94.83依0.289**
94.83依0.288**
95.07依0.153**

94.97依0.451**

95.30依0.436**
95.57依0.513**
82.23依0.306**
82.30依0.458**
84.03依0.833**

85.03依0.306**
85.17依0.379**
85.97依0.153**
71.03依0.153**
72.00依0.100**

71.60依0.529**

71.67依0.416**
71.10依0.100**
71.43依0.493**

46.00依0.458**

44.30依0.400**
45.40依0.400**
45.57依0.503**

45.63依0.306**
45.67依0.493**

对照组(%)
79.23依0.493
79.00依0.100
79.50依0.436
79.57依0.493
79.13依0.153
80.17依0.379
78.97依0.153
78.91依0.253
78.10依0.100
78.30依0.200
78.13依0.651
78.97依0.553
67.47依0.058
67.17依0.153
67.37依0.351
67.13依0.153
67.43依0.208
67.33依0.208
40.83依0.208
40.80依0.265
40.93依0.208
40.40依0.458
40.57依0.451
40.93依0.208

由表 2可见袁联合发酵组中每个时间点的胃蛋白
酶消化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渊P<0.01冤遥 联合发
酵后血粉尧羽毛粉尧蹄角粉和猪毛粉的胃蛋白酶消化
率可分别达 94%尧82%尧71%和 45%以上袁 而对照组分
别为 79%尧78%尧67%和 40%以上,分别提高了约 19%尧
8%尧6%和 12%遥
2.3 样品中粗纤维的变化情况渊见表 3冤

表 3 动物性蛋白原料粗纤维含量的测定结果

项目

血粉

羽毛粉

蹄角粉

猪毛粉

取样时间(h)
0

12
24
36
48
60
0

12
24
36
48
60
0

12
24
36
48
60
0

12
24
36
48
60

联合发酵(%)
0.543依0.030
0.490依0.400
0.500依0.200
0.527依0.153
0.513依0.051
0.480依0.200
1.750依0.100
1.797依0.006
1.763依0.055
1.710依0.010
1.660依0.053
1.647依0.057
2.713依0.061
2.757依0.059
2.683依0.175
2.738依0.057
2.750依0.529
2.720依0.171
5.110依0.123
5.110依0.115
5.047依0.146
5.037依0.072
4.957依0.136
4.970依0.139

对照组(%)
0.557依0.015
0.587依0.021
0.553依0.075
0.553依0.135
0.540依0.557
0.547依0.603
2.027依0.064
1.853依0.057
1.997依0.105
1.957依0.059
1.970依0.115
1.980依0.115
3.253依0.158
3.340依0.142
3.313依0.105
3.423依0.109
3.427依0.085
3.530依0.111
4.827依0.083
4.733依0.085
4.733依0.045
4.787依0.280
4.777依0.169
4.590依0.165

注院同行数据肩标无任何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由表 3可见袁联合发酵组中每个时间点的粗纤维

含量与对照组差异均不显著渊P>0.05冤遥
3 讨论

3.1 联合发酵对动物性蛋白原料酸溶蛋白含量的影响

小肽作为动物体内蛋白质的氨基酸重要来源袁富
含的氨基酸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饲料的营养价值遥动物
性蛋白原料经联合发酵后袁形成了肽类和游离氨基酸
渊FAA冤袁即酸溶蛋白遥 国外大量资料表明袁在蛋白质酶
水解的研究中测定水解度袁通常在酶解液中加入 TCA
溶液袁使未水解的大分子蛋白质沉淀袁而与小分子的
酸溶蛋白成分即肽类和 FAA分离袁 测定酸溶蛋白占
总蛋白的含量袁求得水解度袁即酸溶蛋白占总蛋白的
百分比遥 日本某公司将 TCA可溶蛋白做为大豆肽的
常规检测方法遥大豆肽粉行业标准中酸溶蛋白质的测
定方法就是将肽粉经酸沉处理后用国家标准

渊GB14771要1993冤的方法测定酸溶蛋白遥 蛋白原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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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溶蛋白含量的多少取决于降解后蛋白结构和极性

等因素袁同时蛋白酶对动物性蛋白原料中蛋白的降解
活性大小也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遥 本研究结果表明袁
联合发酵可提高血粉尧羽毛粉尧蹄角粉和猪毛粉中的
酸溶蛋白含量袁而对照组的效果不明显袁这是由于在
需氧发酵阶段袁米曲霉产生的中性蛋白酶等酶类对动
物性蛋白原料进行了酶解袁使酸溶蛋白含量增加遥 至
于小肽的含量及其氨基酸类型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袁
以便对发酵蛋白原料的肽类营养价值做一评定遥
3.2 联合发酵对动物性蛋白原料胃蛋白酶消化率的

影响

动物性蛋白原料中袁除了血粉外袁蹄角粉尧猪毛
粉尧羽毛粉和阿胶粉等蛋白成分主要是角蛋白袁由于
二硫键等特殊结构的存在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化
率遥 而在生产应用过程中袁通常采用对动物性蛋白原
料进行烘干尧高温等预处理袁以求破坏角蛋白的二硫
键等结构袁达到对蛋白质的充分利用遥 采用微生物发
酵的方法袁可以利用曲霉发酵产生的酶类对其蛋白质
进一步的预处理袁使动物性蛋白原料中大多数抗营养
因子降解为无抗原的优质蛋白源袁提高动物性蛋白原
料的利用率遥 本研究结果表明袁联合发酵在提高动物
性蛋白原料的利用率方面有着明显的效果袁 其中血
粉的发酵效果最好袁 可能与其它动物性蛋白原料的
蛋白质成分不同有关遥 在消化率方面袁血粉发酵效果
较好袁这可能与血粉和蹄角粉及猪毛粉间蛋白类型存
在的差别有关袁其它动物性蛋白原料的消化率变化差
异不大遥
3.3 联合发酵对动物性蛋白原料粗纤维的影响

曲霉发酵过程中产生少量的纤维素酶在理论上

可以一定程度降低蛋白原料中粗纤维的含量袁但研究
结果表明袁联合发酵在降低粗纤维含量方面的作用效
果不明显遥主要是因为动物性蛋白原料的蛋白质含量
较高袁而粗纤维含量则偏低袁给粗纤维含量变化规律
的摸索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遥 此外袁在粗纤维含量的测
定过程中袁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误差袁也可能导致了纤
维素酶的效果显现不出来遥 所以袁联合发酵对粗纤维
含量的影响还需亟待深入研究遥
3.4 需氧和厌氧联合发酵动物性蛋白原料的意义

开发利用新的蛋白资源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袁特
别是当前蛋白资源的紧张袁使得对新的蛋白资源的研
究开发更具重要的意义遥血粉尧羽毛粉尧猪毛粉和蹄角
粉是较为常见的动物性蛋白质资源袁但羽毛粉尧蹄角

粉和羽毛粉具有难消化尧营养性氨基酸含量不足等缺
点袁限制了其开发利用遥当前袁生物技术已越来越广泛
的应用到动物性蛋白原料的开发利用遥采用曲霉需氧
发酵不但可以破坏角蛋白的结构袁而且能从氨基酸水
平上提高动物性蛋白原料的营养价值遥在此基础上接
种乳酸杆菌进行厌氧发酵袁产生的大量乳酸和未知生
长因子等有益物质袁可进一步去除抗营养因子袁并可
减少产品苦味袁改善产品品质遥 这对于动物性蛋白原
料饲喂动物袁调节动物体内微生态平衡袁预防动物的
疾病袁保证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袁也在
很大程度上利于改善动物的生长性能袁提高饲料报酬
及生产综合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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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氧化锌制备饲料级氧化锌的新工艺研究
杨 运

摘 要 采用锌粉法保险粉的副产氢氧化锌为主要原料，和碳酸氢铵一步法合成碱式碳酸锌，

850 益热分解碱式碳酸锌制得饲料级氧化锌。通过正交试验，考察了合成碱式碳酸锌的各种影响因素,
得出最优工艺条件为: 碳酸氢铵与氢氧化锌的摩尔比 0.5，反应时间 4 h，反应温度 30 益。同时还对制
备的饲料级氧化锌样品与普通产品的性能进行了对比测试。试验结果表明,试验样品能提高饲料级氧
化锌的分散性和比表面积，减小堆积密度，产品有助于改善预混合饲料的混合均匀度，在饲料工业上

具有实际应用意义。

关键词 饲料级氧化锌；碱式碳酸锌；氢氧化锌；分散性能

中图分类号 S816.72
New technical study on the preparation of feed additive zinc oxide from zinc hydroxide

Yang yun
Abstract The zinc oxide as additive for feed was prepared by calcining basic zinc carbonate at 850 益
temperature袁which was prepared in a one-pot process by by-product zinc hydroxide form sodium hy鄄
drosulfite made by Zn powders with ammonium bicarbonate (NH4HCO3).Through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design, the preparation of basic zinc carbonate was studied. The optimum conditions were confirmed as:
the mole ratio of was 0.51渊NH4HCO3 /Zn渊OH冤2冤; the reaction time was 4 h; the reaction temperature
was 30益; and the test is compared with the properties of feed additive zinc oxide between the product
prepared by this method and common one, The testing and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duct pre鄄
pared may increase the dispersibility and the specific area ,and decrease bulk density of the feed grade
zinc oxide. It has the advantage of improving uniformity degree to the premix, and is valuable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feed industry.
Key words feed additive zinc oxide曰basic zinc carbonate曰zinc hydroxide曰dispersibility
锌是营养类饲料添加剂袁是维持毛发生长尧皮肤

健康和组织修补之必需元素遥常用的补锌饲料添加剂
主要有氧化锌尧硫酸锌和蛋氨酸锌等遥 和其它补锌添
加剂相比袁氧化锌具有含锌量高尧成本低尧稳定性好的
优点袁它对饲料中维生素的影响小袁储存时间长袁易被
畜禽吸收等优点袁是高锌饲料的良好锌源遥

目前袁饲料级氧化锌主要由锌粉法保险粉和雕白
块的副产品氢氧化锌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袁由于工艺
采用由氢氧化锌直接分解袁经高温焙烧生产袁产品堆
积密度大袁比表面积小袁使其分散性较差遥产品与石粉
和载体组分如沸石粉的物理特性数据袁如堆积密度和
比表面积等的差异较大袁影响氧化锌在预混合饲料中
的均匀混合效果遥目前普遍使用仔猪高剂量锌微量元

素预混料袁如果混合不均匀会使局部锌超标袁给动物
带来毒性作用遥 因此袁为改善饲料级氧化锌的应用性
能袁通过改善其生产工艺袁使产品物理特性数据与石
粉和沸石粉等组分的差异变小袁提高预混合饲料的混
合效果遥

根据原饲料级氧化锌分散性差等特点袁针对饲料
行业对使用氧化锌的要求袁试验采用以锌粉法保险粉
的副产品氢氧化锌为主要原料袁和碳酸氢铵一步法合
成碱式碳酸锌的新工艺技术袁通过热分解碱式碳酸锌
加工而成具有较好分散性的饲料级氧化锌产品曰并通
过正交试验袁 探讨了碳酸氢铵与氢氧化锌的摩尔比尧
反应时间和反应温度等因素对合成碱式碳酸锌的影

响袁同时对制得的饲料级氧化锌样品进行了性能对比
测试遥
1 材料和方法

1.1 原料

锌粉法保险粉副产品氢氧化锌 [Zn(OH)2]含量逸
98%(干计)曰农用碳酸氢铵袁优等品级袁氮含量 17.2%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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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氧水袁工业级袁含量 27.5%遥
1.2 试验方法

1.2.1 试验原理

饲料级氧化锌新工艺通过碱式碳酸锌热分解制

得袁其中碱式碳酸锌是以氢氧化锌为特定原料袁该原
料不需转为硫酸锌溶液袁直接与碳酸氢铵一步反应而
成遥工艺是利用氢氧化锌易溶于碳酸氢铵溶液这一特
性遥其中锌原料氢氧化锌则取材于锌粉法保险粉生产
中的副产品袁由于在保险粉生产中采用的锌粉经除铅
和除镉工艺精馏制得袁重金属杂质极少袁工艺不存在
复杂的除杂操作曰 合成母液可返回浸取系统循环使
用袁副产品氨经水吸收和补充煅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后
生成碳酸氢铵返回浸取系统袁即可实现近于完全的闭
路循环袁其主要反应方程式为院

NH4HCO3+3 Zn(OH)2=ZnCO3窑2 Zn(OH)2窑H2O+NH3尹+
H2O

ZnCO3窑2 Zn(OH)2窑H2O=3ZnO+CO2尹+3 H2O
1.2.2 试验方法

将一定质量的氢氧化锌加入水中袁搅拌分散均匀
后袁 加入双氧水氧化除去氢氧化锌中残留的少量锌
粉袁水洗过滤后袁向氢氧化锌悬浮液中分批加入碳酸
氢铵袁通过改变碳酸氢铵与氢氧化锌的摩尔比尧反应
时间和反应温度袁利用正交试验袁确定合成碱式碳酸
锌的最佳工艺条件遥 将合成液过滤袁洗涤除去可溶性
盐袁然后 120 益干燥袁得到碱式碳酸锌粉体遥将碱式碳
酸锌在 850 益下煅烧袁得到饲料级氧化锌产品袁工艺
流程见图 1遥

除锌
氢氧化锌

双氧水 水 碳酸氢铵 母液

氨气

二氧化碳
饲料级氧化锌

合成 过滤 水洗

吸收

干燥焙烧

过滤水洗

碳铵合成

水 水

图 1 制备饲料级氧化锌工艺流程

1.3 性能测试

样品中的碱式碳酸锌含锌量用 EDTA 法滴定
渊HG/T2523要2007冤袁灼烧减量测定方法渊HG/T2523要
2007冤;饲料级氧化锌含量用 EDTA法滴定渊HG2792要
1996冤袁铅含量测定方法 GB/T13080要1991尧镉含量测
定方法 GB/T13082要1991袁 砷含量测定方法按 GB/
T610.1要1988的第 6章操作曰样品的比表面积测试在
SA3100型比表面积测试仪渊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冤

上进行袁以液氮物理吸附测定样品的比表面积遥
样品的分散性能的评价方法采用 200目渊74 滋m冤

标准试验筛进行测试袁 用试验筛评价产品的筛余物袁
可对物料的分散性能好坏或差别进行区分遥分散性能
的测定装置采用 SY-300标准分析筛袁 装置有 200目
分样筛尧底盘尧盖和电磁振荡器组成遥 将筛子洗净烤
干袁用天平称取 10 g干燥样品放在 200目筛子上袁下
面连接底盘,加盖后放置在电磁振荡器上振荡 20 min,
然后称量筛子上残留的粉体样品(筛余物)的质量袁 筛
余物的计算公式院 筛子上残留样品质量/起始质量伊
100%遥 筛余物越小袁说明样品的分散性能越好遥
2 结果与讨论

2.1 碱式碳酸锌的合成

2.1.1 正交试验

通过单因素试验对影响碱式碳酸锌产品的灼烧

失量指标作为主要因素进行正交试验, 采用 3因素 3
水平袁3因素分别碳酸氢铵与氢氧化锌的摩尔比 A袁反
应时间 B渊h冤和反应温度 C渊益冤遥以碱式碳酸锌产品的
灼烧失量指标作为评价指标袁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见
表 1遥

表 1 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K1
K2K3
R

A摩尔比
1渊0.4冤

1
1

2渊0.5冤
2
2

3渊0.6冤
3
3

21.52
25.49
25.28
3.97

B反应时间
1渊2 h冤
2渊3 h冤
3渊4 h冤

1
2
3
1
2
3

22.68
24.57
25.05
2.37

w灼烧失量(%)
18.60
22.80
23.15
24.78
26.20
25.50
24.65
24.70
26.50

C反应温度
1渊20 益冤
2渊30 益冤
3渊40 益冤

2
3
1
3
1
2

22.93
24.69
24.67
1.76

分析表 1可知袁影响碱式碳酸锌的灼烧失量指标
的主次因素是 A尧B尧C曰最佳水平是 A2B3C2曰最大的影
响因素是碳酸氢铵与氢氧化锌的摩尔比袁其次是反应
时间袁影响最小的是反应温度遥 得出的最佳工艺条件
为院碳酸氢铵与氢氧化锌的摩尔比 0.5尧反应时间 4 h尧
反应温度 30 益遥

在最佳工艺条件下进行 2次重复试验袁对制得的
样品进行锌含量和灼烧失量指标的测试遥重现结果较
为理想渊见表 2冤遥

表 2可见,在最佳工艺条件下再进行重复试验,制
得的样品性能测定结果符合碱式碳酸锌 HG/T2523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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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渊优等品冤的指标袁为合格中间体遥
表 2 重复试验样品性能测试分析(%)

项目
样品 1
样品 2

w(Zn)
57.65
57.90

w(灼烧失量)
25.75
26.10

2.1.2 其它措施

以氢氧化锌为特定原料袁与碳酸氢铵一步反应合
成碱式碳酸锌的工艺需加强技术条件控制袁注意以下
问题院

淤 原料锌粉中袁铅尧镉和铁等重金属杂质的含量
已很低袁需避免锌粉和氢氧化锌的二次污染曰

于 合成前氢氧化锌的水洗须到位袁 硫酸根
渊SO42-冤要求小于 0.2%曰

盂 合成时加料顺序尧 搅拌速度将影响产品的堆
积密度袁其波动范围可在 0.35耀0.40 g/cm3袁为取得较小
的堆积密度袁加料时必须先将氢氧化锌打浆袁后分批
加入碳酸氢铵的方法袁搅拌速度须大于 80 r/min遥
2.2 碱式碳酸锌的煅烧

将碱式碳酸锌在 850 益的高温下煅烧袁分解得到
饲料级氧化锌产品遥饲料级氧化锌的主要指标是对机
体有毒有害物铅尧镉含量的控制袁为此保险粉生产原
料用锌粉的生产中增加了除铅塔和除镉塔袁以确保饲
料级氧化锌的重金属铅尧镉含量指标的达标袁因而工
艺不需要复杂的除铅尧镉的操作遥 制得的饲料级氧化
锌样品的质量指标见表 3遥

表 3 饲料级氧化锌样品测试分析（%）
项目
样品 1
样品 2

w(ZnO)
98.70
98.42

w(Cd)
0.000 7
0.000 7

w(Pb)
0.001 8
0.002 0

w(As)
<0.000 5
<0.000 5

表 3样品测试数据表明袁饲料氧化锌产品的氧化
锌含量和重金属渊铅尧镉和砷冤含量都符合饲料氧化锌
HG2792要1996标准遥
2.3 与普通饲料级氧化锌样品的性能对比

2.3.1 分散性能对比测试

将试验样品与由氢氧化锌制得的普通饲料级氧

化锌样品进行分散性能测试对比袁测试结果见表 4遥
表 4 饲料级氧化锌分散性能测试比较(%)

项目
w(200目筛余物)

样品 1
3

样品 2
4

普通饲料级氧化锌
13

由表 4对比数据可见袁试验样品的 200目筛余物
减少袁表明粉体的分散性能较好袁这说明由碱式碳酸
锌分解制得的饲料级氧化锌分散性能得到了改善遥这

是由于碱式碳酸锌分解制得的饲料级氧化锌的活性

和流动性能较好, 降低了粉体流动时的摩擦阻力袁从
而提高了粉体的分散性能遥
2.3.2 比表面积和堆积密度对比测试

分别测定试验样品和由氢氧化锌制得的普通饲

料级氧化锌样品的比表面积和堆积密度袁并同时测定
石粉的比表面积和堆积密度进行对比遥样品的堆积密
度的测定方法院在 100 ml量筒中装满样品袁然后称量
量筒内所装样品的质量遥样品质量与量筒体积之比为
堆积密度袁结果见表 5遥

表 5 样品比表面积和堆积密度对比测试

项目
样品 1
样品 2
普通饲料级氧化锌
石粉

比表面积渊m2/g冤
11.50
9.46
0.41
8.50

堆积密度渊g/cm3冤
0.55
0.59
1.18
0.54

从表 5中数据可知袁试验样品的比表面积比普通
饲料级氧化锌样品有明显的提高袁而堆积密度有明显
的减小袁表明试验样品在物理特性数据性能方面优于
普通产品遥试验样品的比表面积和堆积密度等物理特
性数据与石粉的差异变小袁这将有助于提高饲料级氧
化锌在预混合饲料中的混合效果遥
2.4 环保评价

工艺采用碱式碳酸锌热分解制得饲料级氧化锌袁
由于在碱式碳酸锌用碳酸氢铵一步法合成新工艺过

程中袁其合成母液可重复循环利用,无废水直接排放袁
从工艺本身来说袁 就大大减少了环境污染物的产生遥
本工艺氨气主要产生于合成系统袁可直接导入氨回收
锅用合成滤饼洗涤液进行吸收袁回收的浓氨水送碳化
锅与煅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反应后生成碳酸氢铵返回

合成工序循环使用遥由于工艺无硫酸铵或硫酸钠废物
产生袁因此可实现废水的零排放遥
3 结论

饲料级氧化锌新工艺通过碱式碳酸锌热分解制

得,其中碱式碳酸锌是以氢氧化锌为特定原料,与碳酸
氢铵一步反应而成遥碱式碳酸锌合成的最佳工艺条件
为:碳酸氢铵与氢氧化锌的摩尔比 0.5尧反应时间 4 h尧
反应温度 30 益遥

性能对比测试表明袁 新工艺制得的饲料级氧化
锌袁能改善其分散性能和表面性能袁将有助于提高饲
料级氧化锌在预混合饲料中的混合效果遥

（编辑：徐世良，fi-x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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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发酵生产生物活性蛋白饲料的工艺研究
龚 仁 宋 鹏 陈五岭

摘 要 对热带假丝酵母、黑曲霉、枯草芽孢杆菌、解脂假丝酵母在经处理后的餐厨垃圾上混合

发酵，将餐厨垃圾转化为生物活性蛋白饲料的工艺条件进行了试验研究。得到其试验最佳工艺条件

为：以 221 的黑曲霉、热带假丝酵母、枯草芽孢杆菌为混合菌剂，接种量 1%，添加 1.5%尿素，30 益
发酵 48 h后晾晒烘干，所得生物蛋白饲料粗蛋白、粗脂肪、灰分、粗纤维、水分含量分别为 28.57%、
2.16%、1.27%、2.09豫、15.73%，且有酒香味，适口性好。

关键词 餐厨垃圾；菌体蛋白；混合发酵；蛋白饲料

中图分类号 Q93

龚仁，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710069。
宋鹏，陈五岭（通讯作者），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8-08-11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袁城市生
活垃圾的排放量愈来愈大袁其中餐厨垃圾的比例日渐
上升袁占到了城市生活垃圾的 37%耀62%遥 餐厨垃圾主
要是指厨房的下脚料和餐余的废弃物 [1]袁包括油尧水尧
果皮尧蔬菜尧米面袁鱼尧肉尧骨头以及废餐具尧塑料尧纸巾
等多种物质的混合物遥 餐厨垃圾中含有大量的糖尧淀
粉尧蛋白质袁且盐分和油脂含量也很高遥 如果不加处
理袁餐厨垃圾极易变质尧腐烂尧发酵袁滋生蚊蝇袁产生大
量毒素及散发恶臭气体袁污染水体和大气袁直接排入
下水道还会引起下水道堵塞[2]遥传统的处理方法袁主要
集中在直接或加热后用于饲喂袁 但由于其来源复杂袁
含有各种细菌和病原菌袁 可能因食物链危害人体健
康遥 近年来袁为了规范养殖业袁防止畜禽养殖污染袁餐
厨垃圾直接用于饲喂畜禽已受到很大限制[3]遥 但餐厨
垃圾具有丰富营养元素袁 高有机物及无机盐含量袁若
能有效处理是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的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材料

餐厨垃圾袁 由银川市保绿特生物技术公司提供遥
餐厨垃圾样品经过固液分离寅蒸汽加热除油寅固体
处理渊去除动物硬骨尧废餐具尧纸巾及其它杂质冤寅液
体的油水分离渊油液制取精制潲水油曰污水经二次发
酵工艺转化成液体生物菌肥冤[4]遥经过以上方法处理的
固体原料为本试验所需材料遥 本试验样品的成分如
表 1所示遥

表 1 经处理后的餐厨垃圾主要成分及含量（豫）
项目
水分
粗脂肪渊干物质冤
粗蛋白渊干物质冤
粗纤维渊干物质冤
粗灰分渊干物质冤

含量
75.23
3.57
20.57
3.26
1.97

1.2 菌种

热带假丝酵母 渊Candida tropicalis冤尧 黑曲霉
渊Aspergillus niger冤尧枯草芽孢杆菌渊Bacillus subtilis冤尧
解脂假丝酵母渊Candida lipolytica冤遥

本试验所用菌种均为农业部关于微生物饲料生

物安全通用技术准则附录中规定使用的生产菌种遥
1.3 培养基

PDA培养基渊马铃薯葡萄糖培养基冤院马铃薯渊去
皮冤 200 g尧蔗糖渊或葡萄糖冤20 g尧水 1 000 ml曰pH值自
然袁用于培养黑曲霉遥

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院牛肉膏 3 g尧蛋白胨 10 g尧
NaCl 5 g尧琼脂尧水 1 000 ml袁pH 值 7.0耀7.2袁用于培养
枯草芽孢杆菌遥

豆芽汁琼脂培养基院黄豆芽 100 g尧葡萄糖 20 g尧
水 1 000 ml尧pH值自然袁用于培养酵母菌遥

固体发酵培养基院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垃圾袁在接
种前袁向固体物料中添加 1豫耀3%的尿素袁10%耀40%的
秸秆尧绒糠尧果渣辅料将其 C/N 调节到 30耀351袁含
水率降低至 40豫耀50%遥
1.4 试验方法

将一定量的经处理后的餐厨垃圾加不同的氮源

作为发酵培养基袁 分别接入一定量的热带假丝酵母尧
黑曲霉尧枯草芽孢杆菌尧解脂假丝酵母袁在一定的培养
条件下进行发酵培养遥 测定发酵产物中的蛋白含量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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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确定最适发酵工艺条件[5]遥
1.5 试验分析方法

发酵产品用蒸馏水漂洗 3次袁 离心弃去上清液袁
以除去其中的无机氮遥 沉淀物于 60耀65 益烘干并粉
碎遥粗蛋白尧粗脂肪尧灰分尧粗纤维尧水分的测定分别采
用微量凯氏定氮法 (GB 6432要94)尧 索氏提取法(GB
6433要86)尧高温灼烧法渊GB6438要86冤尧酸碱洗涤法
渊GB/T6434要94冤和 105益恒温烘干失重法渊GB6435要
86冤[6]遥
2 试验分析

2.1 菌种发酵试验

2.1.1 单一菌种发酵试验渊见图 1冤
28
26
24
22
20
18 CK K B M H

注院CK-对照尧K-枯草芽孢杆菌尧B-热带假丝酵母尧M-解脂假丝酵
母尧H-黑曲霉遥
图 1 不同接入菌的发酵产物的粗蛋白含量的影响

称固体发酵培养基 500 g袁尿素7.5 g曰单菌发酵每
瓶接 1%酵母菌菌悬液袁 细菌发酵每瓶接 1%细菌菌
悬液袁霉菌发酵每瓶接 1%孢子悬液袁30 益 培养 48 h,
测定粗蛋白含量遥

由图 1可知袁向固体发酵培养基中接入各种供试
菌种均能显著提高发酵产物的粗白含量遥
2.1.2 混合菌种发酵试验渊见图 2冤

28
26
24
22
20
18 1 2 3 7 84 5 6 9 10 11 12

注院1-对照尧2-黑曲霉+热带假丝酵母尧3-黑曲霉+解脂假丝酵母尧
4-黑曲霉+枯草芽孢杆菌尧5-热带假丝酵母+解脂假丝酵母尧6-
热带假丝酵母+枯草芽孢杆菌尧7-解脂假丝酵母+枯草芽孢杆
菌尧8-黑曲霉+热带假丝酵母+解脂假丝酵母尧9-黑曲霉+解脂假
丝酵母+枯草芽孢杆菌尧10-黑曲霉+热带假丝酵母+枯草芽孢杆
菌尧11-热带假丝酵母+解脂假丝酵母+枯草芽孢杆菌尧12-黑曲
霉+热带假丝酵母+解脂假丝酵母+枯草芽孢杆菌遥
图 2 不同菌种组合发酵产品粗蛋白含量的影响

称固体发酵培养基 500 g袁尿素 7.5 g袁分别接入
1%不同组合的混合菌种袁 各菌种之间的比例为 1
111袁pH 值自然袁30 益 培养 48 h 后观察培养物
的外观及测定粗蛋白含量遥

图 2显示袁在不同组合的混合菌种中袁黑曲霉尧热
带假丝酵母尧枯草芽孢杆菌混合发酵得到的发酵产物
粗蛋白含量最高袁达到 27.01%遥
2.1.3 接种量试验渊见图 3冤

28
26
24
22
20
18 0 0.5 1 1.5 2

接种量渊豫冤
图 3 不同接种量对发酵产物粗蛋白含量的影响

称固体发酵培养基 500 g袁尿素 7.5 g袁无菌操作
分别接入 0.5%尧1%尧1.5%尧2% 的黑曲霉尧热带假丝酵
母尧枯草芽孢杆菌混合菌剂袁各菌种比例为 111袁
pH值自然袁30 益培养 48 h后观察培养物的外观及测
定粗蛋白含量遥

不同的接种量对发酵产物中的粗蛋白含量具有

一定的影响袁由图 3可以看出袁接种量 1%的发酵产物
粗蛋白含量较高袁但是接种量超过 1%以后袁发酵产物
中粗蛋白含量并没有明显增加遥 因此袁从经济及生产
实践的角度来看袁选择接种量 1%较为适宜遥
2.1.4 接种比例试验渊见图 4冤

28
26
24
22
20
18 1 2 3 4 5 6

接种比例

注院黑曲霉热带假丝酵母枯草芽孢杆菌接种比例分别为 1-
111尧2-112尧3-121尧4-221尧5-122尧6-3
12遥
图 4 不同接种比例对发酵产物粗蛋白含量的影响

称固体发酵培养基 500 g袁尿素 7.5 g曰无菌操作
接入黑曲霉尧热带假丝酵母尧枯草芽孢杆菌混合菌剂袁
接种比例分别为 111尧112尧121尧12
2尧221 和 312袁pH值自然袁30 益培养 48 h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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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培养物的外观及测定蛋白含量遥
由图 4可以看出袁当黑曲霉尧热带假丝酵母尧枯草

芽孢杆菌之间的比例为 221时袁其发酵产物中的
粗蛋白含量最高袁达到 27.49%遥 试验中还观察到袁当
菌种配比为 221时袁发酵产品感官明显改善遥 因
此袁采用 221 为黑曲霉尧热带假丝酵母和枯草芽
孢杆菌的最佳比例遥
2.2 混合菌种发酵条件的试验

2.2.1 氮源的选择及加入量的确定渊见图 5冤
28
26
24
22
20
18 0.5 1 1.5 2

磷硫氢二铵 硫酸铵
硝酸铵 尿素

氮源添加量渊豫冤
图 5 不同氮源及添加量对发酵产物粗蛋白的影响

氮源的选择直接影响菌体蛋白的合成袁在等量氮
的条件下袁加入不同氮源时发酵产物粗蛋白含量存在
一定差别袁因此袁我们对添加氮源的种类和添加量进
行了研究遥

在干热灭菌广口瓶加入 50 g 固体发酵培养基袁
再分别添加不同量的硝酸铵尧尿素尧磷酸氢二铵尧硫
酸铵袁按照优化的菌种组合尧比例袁接入通过扩大培养
的黑曲霉尧热带假丝酵母尧枯草芽孢杆菌混合菌剂袁接
种量 1%袁pH 值自然袁30 益培养 48 h后测定粗蛋白
含量遥

由图 5可以看出袁磷酸氢二铵尧硫酸铵尧硝酸铵尧
尿素这 4种氮源均可以提高发酵产物粗蛋白的含量袁
在等氮量的情况下袁尿素对发酵产物的粗蛋白含量的
增幅高于其它氮源遥 当尿素添加量为 1.5%时袁发酵产
品的粗蛋白含量可达 27.76%遥 但是添加量超过 1.5%
时袁尿素残留量上升袁发酵产品有刺鼻氨水味遥因此采
用 1.5% 为最佳尿素添加量遥
2.2.2 发酵基质含水量对发酵产品粗蛋白含量的影

响渊见图6冤
发酵底物为固体餐厨垃圾袁 按照优化的菌种组

合尧比例袁接入通过扩大培养的黑曲霉尧热带假丝酵
母尧 枯草芽孢杆菌混合菌剂袁 接种量为 1%袁pH值自
然袁30 益培养 48 h袁 取含水量 20%尧30%尧40%尧50%尧
60%尧70%发酵基质进行固体发酵实验袁微量凯氏定蛋
法测定产品粗蛋白含量遥

28
26
24
22
20
18 20 30 40 50 60 70

含水量渊豫冤
图 6 不同含水量对发酵产物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含水量过低袁造成基质膨胀程度低袁微生物生长
受抑制曰含水量过高袁会导致基质多孔性降低袁发酵物
粘度过大袁减少基质内气体的体积和气体交换袁难以
通风尧降温袁产品粗蛋白含量明显降低袁而且增加了杂
菌污染的危险遥

由图 6可以看出,随着含水量的增加,粗蛋白含量
升高,含水量达到 50%时,粗蛋白含量最高,为 27.78%遥
但是当含水量超过 50%粗蛋白含量降低袁这是因为随
着水分的增加,发酵基质的粘度增大袁发酵物料的通
气量受到影响遥 因此袁采用 50%为发酵底物最佳含水
量遥
2.2.3 发酵温度对发酵产品粗蛋白含量的影响(见图 7)

28
26
24
22
20
18 26 28 30 32 34

发酵温度渊益冤
图 7 不同发酵温度对发酵产物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在干热灭菌广口瓶中加入 50 g 固体发酵培养
基袁0.75 g 尿素袁按照优化的菌种组合尧比例袁接入通
过扩大培养的黑曲霉尧热带假丝酵母尧枯草芽孢杆菌
混合菌剂袁接种量为 1%袁pH 值自然袁分别在 26尧28尧
30尧32尧34 益发酵 48 h袁测定粗蛋白含量遥

温度是微生物正常生长的必要保障袁每种微生物
都有其最适的生长温度袁由于混合发酵涉及多种微生
物的共同生长袁因而选择合适的发酵温度袁平衡各个
微生物之间的生长繁殖袁将会对发酵产物的质量有着
十分重要的影响遥

由图 7可以看出袁一开始随着温度的升高袁发酵
产物粗蛋白含量逐渐升高袁在 30 益达到最高值袁粗蛋
白含量达到 27.85%遥 但继续升高温度袁反而抑制了部
分微生物的生长袁使得粗蛋白含量反而有所下降遥 因

试 验 研 究龚仁等：餐厨垃圾发酵生产生物活性蛋白饲料的工艺研究

42



此袁生产中采用 30 益 较为合适遥
2.2.4 发酵时间对发酵产品粗蛋白含量的影响(见图 8)

28
26
2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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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4 32 48 60

发酵时间渊h冤
图 8 不同发酵时间对发酵产物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在干热灭菌广口瓶中加入 50 g 固体发酵培养
基袁0.75 g 尿素,按照优化的菌种组合尧比例袁接入通过
扩大培养的黑曲霉尧热带假丝酵母尧枯草芽孢杆菌混
合菌剂, 接种量为 1%,pH值自然,30 益分别培养 24尧
32尧48尧60 h,观察培养物的外观及测定粗蛋白含量遥

由图 8可以看出袁随着发酵时间的增长袁发酵产
物粗蛋白含量升高袁 培养 48 h时发酵产物的粗蛋白
含量达到 27.91%遥 随着发酵时间的增加袁粗蛋白含量
没有明显的提高遥 因此袁采用 48 h为最适发酵时间遥
2.2.5 正交试验结果渊见表 2冤

表 2 正交试验

A
接种量

1渊0.5%冤
1
1

2渊1%冤
2
2

3渊1.5%冤
3
3

22.41
23.95
23.11
1.54

B
发酵时间

1(24 h)
2(32 h)
3(48 h)

1
2
3
1
2
3

22.19
22.32
24.97
2.78

C
发酵温度
1(30 益)
2(32 益)
3(34 益)

2
3
1
3
2
1

24.26
21.82
23.39
2.44

D
含水量
1(60%)
2(50豫)
3(40豫)

3
1
2
2
3
1

23.13
24.21
22.14
2.07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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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号

24.32
25.47
26.43
24.81
26.32
28.57
26.43
24.17
27.54

粗蛋白
含量(%)

从 R 值分析可知袁 影响试验结果的因素依次为
B>C>D>A袁即对发酵产物粗蛋白含量影响由大到小依
次为发酵时间尧温度尧含水量尧接种量遥 从 K 值可以看
出 A2B3C1D2的发酵产物粗蛋白含量最多袁 即以含水
50%的餐厨垃圾固体成分为原料袁接入混合菌剂 1%袁
在 30 益下发酵 48 h遥 从正交试验结果也可以看出
A2B3C1D2为最优试验条件袁与上文所得结论相符遥
2.2.6 发酵产物指标的测定结果

经过前期处理的餐厨垃圾袁 以 221的黑曲
霉尧热带假丝酵母尧枯草芽孢杆菌为混合菌剂袁接种量
1%袁添加 1.5%尿素袁30 益发酵 48 h袁发酵产物经过晾
晒尧烘干袁即制成生物蛋白饲料袁并对其进行各项指标
的测定袁结果见表 3遥

由表 3可以看出袁餐厨垃圾固体经过微生物发酵
制备的生物蛋白饲料粗蛋白含量为 28.57%袁 粗脂肪
为 2.16%袁灰分为1.27%袁粗纤维 2.09%袁水分 15.73%遥
发酵产物有酒香味袁无霉味遥

表 3 蛋白饲料各项指标的测定(%)
项目
水分
粗脂肪
粗蛋白
粗纤维
粗灰分

发酵原料
75.23

3.57渊干物质冤
20.57渊干物质冤
3.26渊干物质冤
1.97渊干物质冤

蛋白饲料
15.73

2.16渊干物质冤
28.57渊干物质冤
2.09渊干物质冤
1.27渊干物质冤

3 小结

以处理过的餐厨垃圾固体成分为原料,通过生物
量观察试验尧固体发酵试验和正交试验,确定了发酵
最优工艺条件院以 221的黑曲霉尧热带假丝酵母尧
枯草芽孢杆菌为混合菌剂,接种量 1%,添加 1.5%尿素,
30 益发酵 48 h后晾晒尧烘干,所得生物蛋白饲料粗蛋
白含量为 28.57%,粗脂肪为 2.16%,灰分为 1.27%,粗纤
维 2.09%,水分 15.73%遥发酵产物有酒香味,无霉味遥实
际生产时,需鼓风或搅拌以提高生产效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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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奶仔猪日粮中添加固体和液体益生素效果的研究
尹召华 吕贞龙 张春刚 赵国琦 史伯良 梁强焕

摘 要 选择 35日龄体重相近的杜伊长伊大三元杂交断奶仔猪 60头，分为对照组、试验玉组和试
验域组。对照组仔猪饲喂基础日粮，试验玉组和试验域组在基础日粮中分别添加 0.3%的固体和液体益
生素（EM）添加剂，试验期 33 d，统计各组增重及饲料消耗，并测定各组饲料养分的消化率。结果表明，
在 35耀50日龄阶段，试验玉组和试验域组平均日增重比对照组分别提高 25%和 36%，且试验域组与对
照组间日增重差异显著（P<0.05）；料重比分别降低了 13%和 19%，各组差异不显著。在 51耀68日龄阶
段，试验组和对照组间的生长速度与料重比差异均不显著（P>0.05）。

关键词 仔猪；EM制剂；日增重；料重比；消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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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是Effective和 Microorganisms的缩写袁即有效
微生物群袁亦称益生素(Probiotics)尧活菌制剂袁是改善
动物的消化道菌群,防止微生态失衡,增进宿主动物消
化代谢和免疫功能的生物活菌制剂遥 在促进生长尧提
高畜禽抗病能力尧增强免疫力尧去除粪便恶臭尧改善生
态环境和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有良好的效果[1]遥 有关
饲用微生态制剂的应用报道很多袁 但结果不一致袁原
因比较复杂[2原3]遥 即便是相同种类的菌群袁其载体形式
不同袁所产生的效果也可能有差异遥 本试验旨在比较
日粮中添加固体 EM和液体 EM 对断奶仔猪生产性
能和饲料消化率的效果袁为生产上合理应用 EM制剂
提供参考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

选体重接近的杜伊长伊大三元杂交断奶仔猪 60
头,随机分为 3组袁每组 20头袁公母各半袁公猪去势袁
个体编号,对照组饲喂基础饲料袁试验玉组在基础饲
料中添加 3%的固体 EM制剂袁试验域组在基础饲料
中添加 3%的液体 EM制剂遥 经预试期后,个体称重,
试验正式期 33 d遥
1.2 饲料配方及营养水平 渊见表 1冤

固体 EM制剂和液体 EM 制剂由江苏省宜兴市
南方生物化工厂提供袁 两者所含活菌的种类相同袁区
别在于单位重量的 EM制剂所含的活菌数不同袁其中
固体 EM制剂所含的活菌数比液体 EM制剂多遥 为确
保微生物添加剂的效果袁制剂含足够数量活菌袁如芽
孢杆菌类每克至少含 10亿以上活菌遥

表 1 饲料配方及营养水平

原料渊豫冤
玉米
豆粕
膨化大豆
油脂
鱼粉
EM制剂
乳清粉
石粉
磷酸氢钙
食盐
1%预混料

对照组
58.75
19.48
8.71
1.94
4.97

-
3.0
0.8
1.1

0.25
1.0

试验域组
58.25
19.48
8.71
1.94
4.97

0.3(液体)
3.0
0.8
1.1
0.25
1.0

13.79
18.0
0.81
0.75
1.24
0.32
0.68

试验玉组
58.75
19.48
8.71
1.94
4.97

0.3(固体)
3.0
0.8
1.1
0.25
1.0

营养水平
消化能(MJ/kg窑DM)
粗蛋白质(%)
钙(%)
磷(%)
赖氨酸(%)
蛋氨酸(%)
蛋氨酸+胱氨酸(%)

注院预混料含各种维生素渊A尧D3尧E尧K3尧B1尧B2尧B6尧B12尧烟酸尧泛酸钙尧
吡哆醇尧胆碱冤袁各种微量元素渊Fe尧Cu尧Zn尧Mn尧Co尧I尧Se冤遥 按叶瘦
肉猪饲养标准 GB 8487要87曳配制日粮遥

1.3 试验期间饲养管理

猪舍为全封闭猪舍袁断奶仔猪饲喂粉料袁喂前用
水拌湿袁每日 4 次渊6:30尧10:30尧14:00 和 17:30冤袁自由
采食袁自由饮水遥各组分别记录喂料量袁腹泻情况和死
淘率遥 舍内温度 15~22 益袁地面干燥袁及时清除粪便袁
通风换气袁舍内卫生良好遥
1.4 测定指标及方法

日增重:试验中期和试验结束均绝食 12 h袁个体
称重袁记录重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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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院与对照组相比袁断奶仔猪在 35耀50日
龄阶段袁试验玉尧域组的粗蛋白尧粗纤维和无氮浸出物
的消化率分别提高了 1.06%尧0.63%袁64.09%尧137.54%
和 0.33%尧4.19%曰在断奶仔猪 51耀60 日龄阶段袁粗蛋
白和粗纤维的消化率分别提高了 3.91%尧2.85%和

122.3%尧44.53%遥
3 讨论

3.1 EM制剂
EM制剂提供幼畜胃肠道有益的活菌袁 维持胃肠

道菌群的平衡袁促进动物对饲料的消化吸收袁从而提

干物质渊DM冤尧粗蛋白质渊CP冤尧粗脂肪渊EE冤尧粗纤
维渊CF冤和无氮浸出物渊NFE冤:采用常规分析法进行[4]遥

饲料养分的消化率:采用 2N酸不溶灰分渊AIA冤法
测定遥

某养分的消化率渊%冤=100-100伊[( 1/ 2)伊( 2/ 1)]遥
式中院 1要要要饲料中 AIA含量渊%冤曰

2要要要粪中 AIA 含量渊%冤曰
1要要要饲料营养物质含量渊%冤曰

2要要要粪中营养物质含量渊%冤遥
1.5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用 SPSS10.0 统计软件进行 One-Way
ANOVA分析袁比较各组的差异显著性袁差异显著者用
LSD法进行多重比较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试验期各组增重尧饲料消耗及腹泻情况渊见表 2尧
表 3尧表 4冤

表 2 日粮中添加固体 EM和液体 EM对断奶仔猪日增重的影响
35耀50 d

10.86依1.63
11.44依1.84
11.51依2.49

51耀68 d
18.98依5.00
19.69依3.16
19.61依4.17

51耀68 d
8.28依3.78渊100冤
8.20依1.71渊99冤
8.04依2.95渊97冤

35耀50 d
3.15依0.91渊100冤a
3.89依1.09渊123冤a
4.24依1.88渊135冤b

51耀68 d
460依210渊100冤

456依95渊99冤
447依164渊97冤

35耀50 d
208依58渊100冤a

260依73渊125冤a
283依85渊136冤b

7.75依1.10
7.51依1.10
7.27依1.01

初重渊kg冤
对照组
试验 I 组
试验 II组

项目
末重渊kg冤 增重渊kg冤 平均日增重渊g冤

注院同一列中标注不同字母的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袁没标注者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表 3 日粮中添加固体 EM和液体 EM
对断奶仔猪饲料消耗的影响

平均耗料[g/渊头窑d冤]
35耀50 d

397
392
412

51耀68 d
482
475
463

对照组
试验 I组
试验 II组

项目 51耀68 d
1.05渊100冤
1.04渊99冤
1.04渊99冤

35耀50 d
1.79渊100冤
1.56渊87冤
1.45渊81冤

料重比

表 4 日粮中添加固体 EM和液体 EM对断奶
仔猪腹泻率和死亡率的影响（n=20）
腹泻次数

35耀50 d
10
5
3

51耀68 d
10
4
3

对照组
试验 I组
试验 II组

项目
死亡率渊%冤

35耀50 d
0
0
0

51耀68 d
0
0
0

51耀68 d
50
20

12.5

35耀50 d
50
25

12.5

腹泻率渊%冤

结果表明院在 35耀50日龄阶段袁与对照组相比袁添
加固体 EM和液体 EM的试验玉尧域组平均日增重分

别提高了 25%渊P>0.05冤和 36%渊P<0.05冤袁料重比分别
降低 13%和 19%,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曰在 51耀68日龄
阶段,试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平均日增重差异不显著,在
幼龄阶段饲喂 EM制剂袁主要是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
吸收,弥补幼龄动物消化机能较低的不足遥 随着日龄
的增加,动物的自身消化机能逐步健全,活菌产生的酶
的作用相对减弱,表现为促生长作用不明显遥

由表 4可以看出袁在 35耀50 d期间袁试验玉尧域组
比对照组的腹泻率分别减少了 50豫和 75豫曰51~68 d
期间袁试验玉尧域组比对照组的腹泻率分别减少了60%
和 75%曰死亡率各组均为 0遥 添加固体和液体形态的
EM可以不同程度地降低腹泻率袁 对调控消化道内菌
群结构可能有一定的效果遥
2.2 试验各组饲料养分的消化率渊见表 5冤

51耀68 d
16.26
36.15
23.50

35耀50 d
22.64
37.15
53.78

表 5 试验各组饲料养分的消化率（%）
DM EE CF

35耀50 d
77.34
77.16
80.34

51耀68 d
80.73
80.94
80.64

对照组
试验 I 组
试验 II组

项目 51耀68 d
81.33
84.51
83.65

35耀50 d
79.47
80.31
79.52

51耀68 d
68.06
59.23
58.57

35耀50 d
69.18
68.85
74.98

35耀50d
82.61
82.88
86.07

51耀68 d
85.82
84.85
85.19

CP N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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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动物的生产性能和饲料利用率遥用作动物生产实践
的有益微生物主要有乳酸杆菌尧酵母菌尧芽孢杆菌尧双
歧杆菌尧白地霉菌和光合细菌等[5]袁一般认为活菌数大
于 20 亿个/g才可能在动物体内发挥作用袁 且连续添
加效果较好[6]遥EM菌防病促生长的作用机理是向消化
道内导入对动物有益的活菌袁能使肠道内有益微生物
增加而潜在致病微生物减少袁 净化体内微生物环境尧
减少疾病的发生袁从而提高动物的生产性能[7]遥
3.2 固体和液体的 EM效果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添加液体 EM制剂的猪群生产
性能明显好于添加固体 EM制剂的猪群遥 固体 EM制
剂和液体 EM 制剂所含的菌种相同袁 单位重量固体
EM所含的活菌数较多遥按照一般的推测袁固体 EM制
剂饲喂效果应比液体 EM制剂好袁因为活菌数多可以
在动物体内形成优势菌群袁大大地抑制致病菌的生长
繁殖遥 本试验中添加液体的 EM制剂较固体的效果
好袁主要是固体 EM制剂虽然含较多的活菌袁但大多
数活菌处于休眠状态袁休眠菌进入动物胃肠道未能被
激活发挥作用就已经排出动物体外袁所以真正发挥作
用的活菌数却很少遥 因此在生产应用中袁用一定浓度
的糖水对固体 EM制剂进行预处理袁使休眠菌变为活
性状态袁这样加入到饲料中就可以发挥有益菌更大的
作用遥

本次试验的 EM 制剂在断奶仔猪全价日粮的添
加量是 0.3%遥 通常 EM制剂在水产养殖中一般添加
0.3%~0.5%袁 在猪饲料中的添加量却没有权威的标准
可供参考[5]遥至于最适宜的添加量及添加梯度试验袁还
需要进一步验证遥
3.3 试验猪对各组饲料养分的消化率

断奶仔猪 35~50日龄阶段袁由于断奶应激使断奶
仔猪胃肠道消化酶酶活受到影响袁免疫机能下降[8]袁导
致仔猪对蛋白质的消化障碍及仔猪胃肠道病原微生

物的大量繁殖袁进而破坏仔猪消化道内微生物区系的
平衡袁导致仔猪腹泻[8原9]遥断奶仔猪胃酸分泌量不足袁这
对于有益微生物的定植十分有利遥 当日粮中添加 EM
后袁EM菌可以在动物胃肠道内建立健康的微生物菌
群袁抑制有害微生物在胃肠道中的定植袁这对迅速建
立有效胃肠道有益微生物优势菌群有重要的意义[10]遥
据杜贵兰等报道袁先用抗生素杀灭肠道病菌袁清除障
碍袁扫清道路袁更有利于活菌的定植[11]遥 此外袁EM菌能
够在肠道内迅速复活并分泌活性很强的蛋白酶尧脂肪

酶尧淀粉酶[12]袁有助于利用植物性饲料中某些复杂的
碳水化合物袁 产生具有拮抗肠道致病菌的多肽类物
质袁同时通过生物夺氧消耗肠道内的氧气造成厌氧环
境袁肠道原籍优势菌大多属厌氧菌袁而有害菌和外来
菌多为需氧菌袁从而利于维持肠道生态平衡袁提高断
奶仔猪对饲料的消化率遥 早期添加液体 EM制剂比添
加固体 EM制剂的效果好遥
4 结论

断奶仔猪在 35~50日龄阶段袁 与对照组相比袁添
加固体 EM 和液体 EM 平均日增重分别提高了 25%
和 36%袁且试验域组与对照组间的日增重存在显著性
差异曰料重比分别降低了 13%和 19%袁各组间差异不
显著遥 断奶仔猪 51~68日龄阶段袁试验组和对照组间
的生产性能差异不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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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菌酶对肉鸭生长性能和免疫器官指数的影响
顾维智 张国基

摘 要 试验用溶菌酶代替常用的抗生素饲喂樱桃谷肉鸭，旨在探讨其对肉鸭生产性能和免疫

器官指数的影响。试验采用单因素完全随机分组设计，共设 4个处理组（1个对照组、3个试验组）,对照
组饲喂基础日粮。试验组分别饲喂基础日粮+溶菌酶、基础日粮+吉他霉素和基础日粮+金霉素日粮。每
个处理 3个重复，每个重复 50只。试验结果表明：在采食量方面各试验组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P>
0.05)；在平均日增重方面,试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但是试验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在料肉
比和饲料增重成本方面,各试验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其中溶
菌酶组料肉比和饲料增重成本最低。各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均可以显著提高免疫器官指数(P<0.05),
溶菌酶组效果最好。

关键词 肉鸭；溶菌酶；生长性能；免疫器官指数

中图分类号 S816.7
Effects of lysozyme on growth performance and immune organ index of meat duck

Gu Weizhi, Zhang Guoji
Abstract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lysozyme replacing common antibiotics on the growth performance and
immune organ index of meat duck, Six hundred Cherry Valley ducks(1 day-old)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four treatments which were replicated three times with fifty ducks each. Control group were fed on
basic diet, meanwhile trial group fed on basic diet supplied with lysozyme, kitasamycin and chlortetracy鄄
clin,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 the trial groups have no
significant diversity in feed intake (P>0.05), significant diversity in average daily gain (P<0.05). there
have significant diversity in reducing the feed conversion ratio and the feed cost,but no significant di鄄
versity between each trail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 the trial groups, have significant in鄄
crease in immune organ index of meat duck(P<0.05), and effect of lysozyme group was best.
Key words meat duck曰lysozyme曰growth performance曰immune organ index
众所周知袁饲料中长期使用抗生素可导致畜禽免

疫功能下降,在畜禽体内残留, 进而产生耐药性袁最终
危及人类的健康 渊张世卿等袁2008冤遥 欧盟已于 2006
年袁全面禁止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遥在饲料中禁用尧限
用抗生素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袁是大势所趋遥 寻找无
残留尧无污染的能够代替抗生素的新型添加剂成为当
今动物营养研究的热点遥

溶菌酶是一种新型的绿色保健型添加剂袁它本身
是一种无毒尧无害的安全性很高的天然蛋白质袁可改
善消化道微生物群落袁促进营养的消化吸收遥 溶菌酶
作为机体非特异免疫因子之一袁参与机体多种免疫反

应袁增强机体的抵抗力袁提高动物的健康水平渊刘莹
等袁2006冤遥本试验在日粮中添加溶菌酶研究对其肉鸭
生产性能和免疫器官指数的影响,为溶菌酶的进一步
推广应用提供参考依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饲料用溶菌酶 渊杭州康源饲料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冤尧吉他霉素渊湖南晶天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生产冤尧金
霉素渊华中正大有限公司生产冤遥
1.2 试验设计

选择 1日龄樱桃谷肉鸭 600只袁研究在基础日粮
中分别添加溶菌酶尧吉他霉素和金霉素对其生产性能
和免疫器官指数的影响遥 采用单因素完全随机设计袁
共设 4个处理组袁即 1个对照组和 3个试验组袁对照
组饲喂基础日粮袁 试验组分别饲喂基础日粮+溶菌酶
渊70 g/t冤尧基础日粮+吉他霉素渊350 g/t冤和基础日粮+金
霉素渊450 g/t冤袁每个处理 3个重复袁每栏 1个重复袁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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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复 50只肉鸭遥
1.3 饲粮组成

饲粮参照 NRC渊1994冤肉鸭营养需要标准,结合樱
桃谷肉鸭营养需要的特点(张海彬,2007),以及本地区饲
料资源状况来设计饲粮遥 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1遥

表 1 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风干基础）

项目
饲料组成
玉米(GB2)(%)
玉米胚芽粕(%)
豆粕(%)
DDGS(%)
棉粕(%)
米糠(%)
石粉(%)
膨润土(%)
食盐(%)
添加剂(%)
药物(g/t)
营养水平
粗蛋白(%)
代谢能(MJ/kg)
钙(%)
总磷(%)
赖氨酸(%)
蛋氨酸(%)
粗纤维(%)
粗脂肪(%)

对照组

63.49
6

6.11
6.12

6
5.30
1.53
2.6
0.35
2.5
0

16.5
11.495

1.53
0.72
0.85
0.37
4.50
3.33

溶菌酶组

63.49
6

6.11
6.12

6
5.30
1.53
2.6
0.35
2.5
70

16.5
11.495

1.53
0.72
0.85
0.37
4.50
3.33

金霉素组

63.49
6

6.11
6.12

6
5.30
1.53
2.6
0.35
2.5
450
16.5

11.495
1.53
0.72
0.85
0.37
4.50
3.33

吉他霉素组

63.49
6

6.11
6.12

6
5.30
1.53
2.6

0.35
2.5
350
16.5

11.495
1.53
0.72
0.85
0.37
4.50
3.33

1.4 饲养管理

试验从 2日龄开始袁32日龄结束袁 饲养试验共计
31 d遥试验前鸭舍充分冲洗和严格消毒遥试验鸭进行网
上平养袁自由饮水采食袁定期打扫鸭舍袁常规免疫接种遥
1.5 测定指标及方法

本次试验期为 31 d袁每日早晨给料时袁统计前天
的耗料情况袁 并与 2日龄 8院00和 32日龄 8院00对各
栏鸭空腹称重袁记录初始重和试验末重遥 统计试验期
内每组的总增重尧总耗料袁并计算平均日增重尧平均日
采食量和增重饲料成本遥 试验末袁每个重复随机选取
4只肉鸭袁共计 48只袁称活重袁然后屠宰袁取脾脏尧胸腺
和法氏囊称重袁计算免疫器官指数遥
1.6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用 Excel 软件进行处理后 袁 采用
SPSS14.0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袁Duncan's法进行多
重比较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长性能渊见表 2冤
2.1.1 增重及耗料情况

由表 2可知袁溶菌酶组尧吉他霉素组和金霉素组
与对照组相比平均日增重分别提高了 6.0%尧6.3%和
6.5%袁显著高于对照组渊P<0.05冤,但是 3个试验组之间
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曰在耗料方面各试验组与对照组
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遥 这说明添加溶菌酶可以达到与
添加抗生素同样的增重效果遥

项目
平均日增重(g)
平均日耗料(g)
料肉比
增重饲料成本(元/kg)

对照组
82.04依1.23a
192.79依2.75
2.35依0.03a
4.22依0.67a

溶菌酶组
86.96依0.0.51b
189.57依1.89
2.18依0.04b

4.02依032b

金霉素组
87.39依0.68b
195.75依1.57
2.24依0.02b

4.10依0.81b

吉他霉素组
87.21依0.20b
191.86依2.93
2.20依0.04b

4.07依0.54b

表 2 不同添加剂组的肉鸭生长性能

注院1. 表中数据为 X依S曰
2. 表中同列数据肩注小写字母相同或无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渊P<0.05冤遥 下表同遥

2.1.2 料肉比及饲料增重成本

由表 2可知袁溶菌酶组尧吉他霉素组和金霉素组
与对照组相比袁在料肉比和饲料增重成本方面均有显
著降低渊P<0.05冤袁各试验组之间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
其中以溶菌酶组效果最佳遥 结果表明袁从增重效果和
生产成本来看袁在肉鸭饲粮中添加溶菌酶代替常规抗
生素在生产中是可行的遥
2.2 免疫器官指数渊见表 3冤

由表 3可知袁溶菌酶组尧吉他霉素组和金霉素组
与对照组相比袁法氏囊指数差异不显著渊P>0.05冤袁但
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提高的趋势曰在胸腺指数和脾脏指

数方面袁溶菌酶组尧吉他霉素组和金霉素组与对照组
相比袁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袁其中以溶菌酶提高幅度
最大袁分别达到53.8%和 29.4%遥

表 3 不同添加剂组的肉鸭免疫器官指数（g/kg）
项目
法氏囊指数
胸腺指数
脾脏指数

对照组
1.07依0.25
2.10依0.75a
0.68依0.09a

溶菌酶组
1.29依0.61
3.23依0.25b
0.88依0.21b

金霉素组
1.32依0.11

3.12.75依27b
0.76依0.35ab

吉他霉素组
1.26依0.20
3.02依0.39b
0.86依0.50b

3 讨论

3.1 不同添加剂对肉鸭生长性能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袁在饲粮中添加溶菌酶袁不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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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皇家帝斯曼 2008年 11月 28日宣布，旗下帝斯曼营养产品部在中国的第三家饲料预混料工厂在湖南衡阳开业。

新厂的建立让帝斯曼能够从地域上覆盖并服务更加广阔的市场，使公司得以在帝斯曼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国之一的中国飞

速发展的动物营养保健产业中抓住机遇。

该饲料预混料厂位于湖南省衡阳市高新开发区，投产后将为湖南、广东、广西、福建以及江西的帝斯曼客户提供商标为

罗维素誖（ROVIMIX誖 ）的动物预混饲料。
“此项投资符合帝斯曼‘愿景 2010’中在新兴经济体国家深化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帝斯曼营养产品部动物营养与

保健全球总裁 Antonio Ruy Viana Freire先生表示，“作为整个食品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饲料预混料对保障食品安全和营

养水平至关重要。衡阳工厂的建立大幅扩大了帝斯曼对于中国饲料市场的覆盖，使更多的新老客户从中获益，尤其是中部

和南部地区的广大客户。未来，我们还将继续深化在华业务，植根本土广阔市场，积极推动中国动物营养保健产业的加速发

展。”1997年帝斯曼在上海建成中国的首个预混料厂，2006年帝斯曼在山东建成了第二家预混料工厂，其第四家工厂预计

将于明年在吉林开业。目前，公司向西部扩展的计划正处在调查阶段，预计将于 2010年前付诸实施。

作为全球动物营养保健行业的领导者以及动物饲料预混料的领先生产厂商，帝斯曼营养产品部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安

全优质的创新产品，积极促进整个食品产业链的安全营养水平。该工厂将按照最高的优选维生素营养( OVN誖 )标准生产

预混料产品，其产品中包含多种创新成分，如使动物饲养过程变得更加环保的 Ronozyme誖（植酸酶）、提高奶牛产奶量的
罗维素誖（ROVIMIX誖 ）β胡萝卜素、以及提高家禽和猪类健康水平的 Hy-D誖 等，以支持饲料和食品行业的发展。

立足本土增长袁深入驱动中国动物营养保健产业发展

帝斯曼在华第三家饲料预混料工厂开业

达到与饲粮中添加常用抗生素的相同增重效果袁而且
与之相比还有降低成本的趋势遥溶菌酶本身是一种无
毒尧无害尧安全性很高的蛋白质袁具有很强的溶菌作
用袁对肠道常见致病菌群抑菌效果显著袁可以促进肉
鸭健康袁提高增重和饲料的转化率袁减少死亡遥

周亚飞等渊2006冤尧冷静等渊2004冤研究表明袁溶菌
酶抑菌效果显著袁可以代替抗生素袁解决抗生素使用
带来的抗药性和药物残留问题遥其作用机理可能是该
酶能催化水解细胞壁袁使细胞壁中不溶性多糖分解成
可溶性单糖,细菌内容物逸出而使细菌溶解袁增强了
机体免疫力袁 从而促进对饲料中营养物质的消化尧吸
收,进而提高饲料的消化率袁明显提高生长速度渊邓倩
莹袁2005冤遥
3.2 不同添加剂对肉鸭免疫器官指数的影响

法氏囊尧 胸腺和脾脏是动物体的重要免疫器官袁
脏器重量尧脏器指数也是衡量动物免疫功能的重要指
标遥免疫器官指数反映免疫器官发育和免疫细胞功能
状况,间接反映了机体的免疫水平渊呙于明袁2003冤遥 本
试验中溶菌酶组尧吉他霉素组和金霉素组与对照组相
比袁胸腺指数和脾脏指数有不同程度提高袁法氏囊指
数也有提高的趋势袁尤其是溶菌酶对提高免疫器官指
数的效果最佳遥 张世卿等渊2008冤也有类似的报道遥 溶
菌酶组的胸腺指数的组比对照组提高了 53.8%袁这说

明添加溶菌酶可促进胸腺的发育,延缓胸腺的萎缩,从
而维持机体特异与非特异免疫功能遥 此外袁溶菌酶还
具有改善和增强巨噬细胞吞噬和消化功能袁激活白细
胞吞噬功能袁进而增强机体的抗病力遥
4 结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袁 溶菌酶可以促进肉鸭生长袁提
高免疫器官指数袁有助于肉鸭健康袁可以替代常用抗
生素的使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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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比例的流动相对测量阳性饲料样品中
三聚氰胺含量的影响

陈锡龙 金晓峰 钱莘莘

摘 要 实验研究了饲料检测中干扰因子的干扰峰对三聚氰胺的目标峰在不同流动相比例下的

干扰和分离情况，结果表明，提高流动相中离子对液的比例可以很好地分离三聚氰胺的干扰峰，当流

动相中离子对液与乙腈的比例为 955时，目标峰与干扰峰的分离效果最佳，这样做虽然延长了三聚
氰胺的出峰时间，但是却使阳性样品的定量更加准确。

关键词 流动相；比例；测量；三聚氰胺

中图分类号 S8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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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晓峰、钱莘莘，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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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测饲料样品中的三聚氰胺时袁由于干扰因子
比较多袁在标准出峰时间附近往往会出现干扰峰遥 因
为加入离子对试剂之后袁缩小了各物质间差异袁饲料
中各种带正电基团的化合物的保持都得到增强袁如水
溶性维生素 B族尧核酸等强正电荷物质有可能和三聚
氰胺同时出峰遥 对于阴性样品袁通过二极管阵列检测
器扫描得到的紫外光谱图或者经过气质确认就可以

对样品进行准确定性袁因此是否出现干扰峰袁对检测
结果的影响并不算太大遥 但对于阳性样品袁干扰峰的
出现常常会影响定量计算的结果袁有时候偏差会达到
一倍以上袁所以不能忽视干扰峰的存在遥 为了说明干
扰峰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及如何消除其影响袁我们特意
选择了一批在标准出峰时间附近容易出现干扰峰的

阴性饲料样品袁对其进行了添加三聚氰胺标准溶液来
测定回收率的一系列实验遥 实验表明袁增加流动相中
离子对液的比例会延长三聚氰胺的出峰时间袁同时也
可以达到分离干扰峰的目的袁从而使定量计算的结果
更加准确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

高效液相色谱仪(配有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尧离心
机(10 000 r/min袁德国 SIGMA公司)尧涡旋混合器尧超声
波清洗器尧氮吹仪(可控温至 50 益)尧固相萃取装置尧电
子天平(感量 0.000 1 g,A120S型,德国赛多利斯公司)尧
微量可调移液器及吸头渊20~200尧100~1 000 滋l冤尧电动
振荡器 GFL-3005(Germany)遥

1.2 试剂

三聚氰胺对照品(由国家饲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提供)尧甲醇(色谱纯)尧乙腈(色谱纯)尧氨水(浓度 25%耀
28%)尧混合型阳离子交换固相萃取柱(60 mg袁3 ml)尧三
氯乙酸溶液(10 g/l)尧氨水甲醇溶液(5 ml氨水+100 ml
甲醇)尧乙酸铅溶液(22 g/l)尧滤膜(0.45 滋m袁有机相)尧甲
醇溶液(200ml甲醇加入 800 ml一级水袁混匀)尧离子对
液 (称取 2.02 g庚烷磺酸钠和 2.10 g柠檬酸于 1 L容
量瓶中袁用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遥
1.3 材料

阴性饲料样品渊检验室留样袁使用高效液相色谱
法检测并经过气相色谱质谱法确认为阴性的饲料样

品冤袁样品编号分别为院C300尧C319尧C320袁C321尧C370尧
C403遥
1.4 三聚氰胺标准溶液

1.4.1 三聚氰胺标准贮备液

称取 100 mg(精确到 0.1 mg)的三聚氰胺标准品袁
用甲醇溶液溶解并定容于 100 ml容量瓶中袁 该溶液
浓度为 1.0 mg/ml,于 4 益冰箱中贮存袁有效期 3个月遥
1.4.2 三聚氰胺标准中间液

吸取标准储备液 10.00 ml袁 于 100 ml容量瓶内袁
用甲醇溶液定容至 100 ml袁 该溶液三聚氰胺浓度为
10 滋g/ml袁于 4 益冰箱中贮存袁有效期 1个月遥
1.4.3 三聚氰胺标准工作液

用移液管分别移取标准中间液 1尧5尧10尧25尧50 ml
于 5个 100 ml容量瓶内袁用甲醇溶液定容袁该溶液三
聚氰胺浓度为 1.0尧5.0尧10尧25尧50 滋g/ml遥 于 4 益冰箱
中贮存袁有效期 1周遥
2 测定步骤

2.1 样品处理

称取选定的 6个不同的阴性饲料样品各 5 g(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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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0.01 g袁粉碎过 20目分样筛并混合均匀)于 250 ml
锥形瓶中袁分别添加 1 mg/ml的标准贮备液 100 滋l,从
而得到添加量均为 20 mg/kg的阳性添加样品遥然后用
50 ml三氯乙酸溶液(10 g/l)溶解袁混匀后加入 2 ml乙
酸铅溶液(22 g/l),摇匀,超声提取 20 min遥 静置 2 min,
取上层提取液约 30 ml转入离心管袁 在 10 000 r/min
离心机上离心 10 min遥 分别用 3 ml甲醇尧3 ml水活化
混合型阳离子交换萃取柱袁准确移取已离心的上清液
10 ml分次过柱袁控制过柱速度在 1 ml/min之内遥再用
3 ml水和 3 ml甲醇洗涤混合型阳离子交换萃取柱袁
抽近干后用氨水甲醇溶液 3 ml洗脱遥 洗脱液 50 益氮
气吹干袁准确加入 2 ml甲醇溶液袁涡旋振荡 1 min袁过
0.45 滋m滤膜袁上机测定袁每个试样分别作两个平行试
验袁每个平行测量一次遥
2.2 液相色谱条件

色谱柱院C8柱[Luna 5u C8(2) 100A, Phenomenex]袁
柱长 250 mm袁内径 4.6 mm,粒度 5 滋m曰柱温 35 益曰流
动相流速 1.0 ml/min曰检测波长 240 nm遥
2.3 测定

开机袁用流动相平衡色谱柱(流动相中离子对液
与乙腈的比例分别为 8515曰9010曰955)袁待基线
稳定后开始进样测定遥 注意院每次更换流动相的比例
后袁均需重新平衡色谱柱遥
3 结果与分析

3.1 测量结果及回收率计算

每次更换流动相的比例后袁均需重新测定并绘制
1.0尧5.0尧10尧25尧50 滋g/ml 标准工作液的标准曲线袁根
据标准曲线查得各试样中三聚氰胺的浓度即检测值袁
然后由该检测值计算各添加样品中三聚氰胺的含量

及回收率情况遥 计算公式院
= 伊 0伊伊 柱

遥
式中院 要要要所测样品中三聚氰胺的含量(滋g/g或mg/kg);

要要要净化后加入的甲醇溶液体积(ml)曰
要要要标准曲线上查得的试样中三聚氰胺的浓

度(滋g/ml)曰
0要要要加入提取液三氯乙酸的体积(ml)曰
柱要要要移取过混合型阳离子交换柱的上清液

的体积(ml)曰
要要要称取试样的质量(g)遥样品的称样量见表 1遥

3.2 离子对液与乙腈不同比例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离子对液与乙腈的比例为 8515尧9010尧955
时袁各样品的检测值尧保留时间尧含量及回收率情况见

表 2尧表 3尧表 4遥
表 1 样品称样量(g)

样品编号
平行一
平行二

C300
5.09
5.11

C321
5.02
5.10

C370
5.03
5.08

C319
5.05
5.05

C320
5.11
5.04

C403
5.07
5.01

表 2 流动相比例为 8515时样品的检测结果及回收率情况
项目
测量一(滋g/ml)
保留时间一(min)
测量二(滋g/ml)
保留时间二(min)
含量一(mg/kg)
含量二(mg/kg)
平均含量(mg/kg)
回收率(%)

C300
10.808
6.794

11.938
6.802

21.234
23.362
22.298
111.49

C319
28.621
6.704
26.731
6.743
56.675
52.933
54.804
274.02

C370
11.755
6.748
12.635
6.757
23.370
24.872
24.121
120.70

C320
25.651
6.631
31.308
6.744
50.198
62.119
56.158
280.79

C321
20.183
6.747
20.401
6.684
40.205
40.002
40.104
200.52

C403
12.978
6.531
13.878
6.814
25.598
27.701
26.650
133.25

表 3 流动相比例为 9010时样品的检测结果及回收率情况
项目
测量一(滋g/ml)
保留时间一(min)
测量二(滋g/ml)
保留时间二(min)
含量一(mg/kg)
含量二(mg/kg)
平均含量(mg/kg)
回收率(%)

C300
10.219
14.750
11.837
14.731
20.077
23.164
21.620
108.10

C319
28.874
14.960
27.556
14.916
57.176
54.566
55.871
279.36

C370
12.524
14.809
12.412
14.824
24.897
24.433
24.665
123.32

C320
29.164
15.073
32.446
15.054
57.072
64.377
60.724
303.62

C321
19.839
15.038
20.812
15.068
39.520
40.808
40.164
200.82

C403
12.666
14.844
12.983
14.876
24.982
25.914
25.448
127.24

表 4 流动相比例为 955时样品的检测结果及回收率情况
项目
测量一(滋g/ml)
保留时间一(min)
测量二(滋g/ml)
保留时间二(min)
含量一(mg/kg)
含量二(mg/kg)
平均含量(mg/kg)
回收率(%)

C300
8.556

31.094
8.052

31.197
16.809
15.757
16.283
81.42

C319
7.674
31.216
6.638
31.300
15.196
13.145
14.170
70.85

C370
8.487
31.601
7.757
31.673
16.873
15.270
16.072
80.36

C320
6.091
31.348
8.435
31.403
11.920
16.736
14.328
71.64

C321
7.459
31.451
5.979
31.497
14.859
11.724
13.292
66.46

C403
8.526
31.757
8.946
31.821
16.817
17.856
17.336
86.68

从上述表中可以看出袁流动相中离子对液与乙腈
的比例为 8515 和 9010 时 , 回收率均超过了
100%,平均为 186.8%和 190.41%袁其标准偏差为 76.86
和 84.97袁相对标准偏差为 41%和 45%袁显然袁这两种
情况下回收率明显偏高曰当流动相中离子对液与乙腈
的比例调整为 955时袁回收率均处于 65%和 90%之
间袁平均为 76.24%袁标准偏差及相对标准偏差为 7.73
和 10.14%袁显然袁这样的结果是比较合理的遥 同时我
们发现袁离子对液每增加 5%的比例袁保留时间约增加
一倍袁即出峰时间相应延长近一倍遥此外袁表中还显示
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袁 即原来干扰较大的样品袁在
离子对液与乙腈的比例调整为 955后袁测得的添加
回收率更低一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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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效液相色谱图中袁 我们还可以看到干扰因
子形成的干扰峰对三聚氰胺目标峰的干扰情况袁以及
调整流动相中离子对液与乙腈的比例后袁干扰峰和目
标峰逐步得到分离的情况遥 我们以 C300为例袁列出
了该样品作为空白样品以及对其添加标准溶液后作

为阳性样品在离子对液与乙腈的比例分别为 85
15尧9010尧955 时的色谱图 (见图 1尧图 2尧图 3尧图
4),以此来说明干扰及分离的效果(图中纵轴的比例并
不一致,为了使色谱图看起来更明显,我们对其作了
适当调整)遥

100
75
50
25

0
-25
-50
-75

-100

4.967 5.589

0 8 107654321 9
t渊min冤

图 1 空白 C300色谱图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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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0
20
10

0
-10
-20

6.794

0 8 107654321 9

7.289

t渊min冤
图 2 阳性添加 C300在离子对液与乙腈

的比例为8515时的色谱图
4 小结

4.1 用 250 mm的 C8柱作高效液相法检测饲料中的
三聚氰胺时袁首先可以用离子对液乙腈=8515的
流动相袁配合使用二极管阵列检测器即可对饲料样品
进行定性检测袁这样可大大缩短检测时间遥
4.2 当检测发现饲料样品为阳性并经气相色谱质谱

仪确认后袁应使用离子对液乙腈=955的流动相
对阳性样品进行定量检测袁 这样便可增加定量的准
确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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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阳性添加 C300在离子对液与乙腈

的比例为 9010时的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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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阳性添加 C300在离子对液与乙腈
的比例为 955时的色谱图

4.3 当流动相中离子对液与乙腈的比例调整为 95
5时袁可以很好地分离三聚氰胺的干扰峰袁但是却会
降低添加回收率袁特别是干扰越强的样品袁添加回收
率下降的幅度会更大一些袁具体原因有待作进一步的
研究遥

（编辑：沈桂宇，guiyus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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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 料 中 三 聚 氰 胺 的 检 测 方 法
李 融 苏 琰 赵国琦

李融，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225009，江苏扬州
大学文汇路校区。

苏琰、赵国琦(通讯作者)，单位及通讯地址同第一作者。
收稿日期：2008-10-06

三聚氰胺(melamine)简称三胺袁学名三氨三嗪袁是
一种重要的氮杂环有机化工原料袁在饲料工业中作为
粘合剂使用遥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饲
料中粗蛋白质的含量袁即求出氮的含量袁再乘以一定
的换算系数渊通常用 6.25系数计算冤得出蛋白质含量遥
由于三聚氰胺分子中含有大量氮元素袁每个三聚氰胺
分子中都含有 6个氮原子袁而在原料的粗蛋白检测过
程中袁 用浓硫酸消化过程可以将三聚氰胺分解掉袁但
在最后的计算中袁三聚氰胺中的氮原子即可提高粗蛋
白的比率袁造成蛋白含量虚假增高遥 因此只要在饲料
中添加一些含氮量高的化学物质袁就可在检测中造成
蛋白质含量达标的假象遥 饲料中非法添加化工原料袁
可以提高蛋白质检测数值袁而用全氮测定法测饲料和
食品中的蛋白质含量时根本不能区分这种伪蛋白氮遥
在饲料中少量添加三聚氰胺即可大大提高蛋白含量遥
1 三聚氰胺的性质

1.1 物理性质

分子式 C3N6H6或 C3N3(NH2)3,分子量 126.12,为纯
白色单斜棱晶体,无味,低毒,密度 1.573 g/cm3(16 益)遥 常
压熔点 354 益(分解);快速加热升华,升华温度 300 益遥
溶于热水袁微溶于冷水袁极易溶于热乙醇袁不溶于醚尧
苯和四氯化碳袁可溶于甲醇尧甲醛尧乙酸尧热乙二醇尧甘
油尧吡啶等遥在一般情况下较稳定袁但在高温下可能会
分解放出氰化物遥
1.2 化学性质

三聚氰胺的水溶液呈弱碱性渊pKb=8冤袁与盐酸尧硫
酸尧硝酸尧乙酸尧草酸等都能形成三聚氰胺盐遥 在中性
或微碱性情况下袁与甲醛缩合而成各种羟甲基三聚氰
胺袁但在微酸性环境中渊pH 值 5.5~6.5冤与羟甲基的衍
生物进行缩聚反应而生成树脂产物遥在强酸或强碱液
中袁三聚氰胺发生水解袁胺基逐步被羟基取代袁生成三
聚氰酸二酰胺尧三聚氰酸一酰胺和三聚氰酸遥 三聚氰
胺与醛类反应生成加成化合物袁其中三聚氰胺与甲醛

水溶液的反应是最重要的反应遥
2 饲料中三聚氰胺的检测方法

2.1 试剂盒检测法(ELISA)
利用萃取液通过均质及震荡的方式提取样品中

的三聚氰胺进行免疫测定遥
2.1.1 样品处理

称取 1.0 g均质过的饲料样品于离心管中袁 加入
10 ml甲醇充分混合,15 000 r/min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
1 ml于小试管中用氮气吹干,加入 2.5 ml 10%甲醇和
20 mmol/l PBS溶液充分溶解,移取 100 滋l进行分析遥
2.1.2 ELISA检测步骤

将所有试剂及样品提取液回升温度至室温渊20耀
28 益冤袁用前按试剂盒的要求稀释所用试剂袁取相应数
量的微孔条袁插入框架袁吸取 100 滋l标样或样品提取
液到相应的微孔袁每孔加入 50 滋l三聚氰胺 HRP酶标
记物袁轻轻混合 60 s袁孵育 30 min(20耀28 益)遥 然后袁将
微孔中的溶液倒入水槽中袁 用 250 滋l洗液洗板 5次曰
在吸水纸上拍打袁尽可能将水拍干曰每孔加入 100 滋l
底物溶液袁孵育 30 min(20耀28 益)袁每孔加入 100 滋l终
止液袁用酶标仪读取在 450 nm下的吸光值遥
2.1.3 作图

以所获得的标准和样品吸光值的平均值除以 0
标准的吸光值再乘以 100为纵坐标袁以三聚氰胺浓度
半对数为横坐标作标准曲线袁确定被测样品的浓度遥
2.2 液相检测法和气相色谱-质谱检测法

淤试样中的三聚氰胺用三氯乙酸溶液提取袁将提
取液离心后经混合型阳离子交换固相萃取柱净化袁洗
脱物吹干后用甲醇溶液溶解袁用高效液相色谱仪进行
测定曰于净化后的洗脱液用氮气吹干袁用 N袁O-双三甲
基硅基三氟乙酰胺(BSTFA)衍生化袁以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仪进行定性和定量测定遥
2.2.1 样品处理

称取 5.00 g试样袁准确加入 50 ml三氯乙酸溶液
(10 g/l)袁加入 2 ml乙酸铅溶液(22 g/l)袁摇匀袁超声提取
20 min, 静置 2 min, 取上层提取液约 30 ml转入离心
管,在 12 000 r/min离心 5 min遥分别用 3 ml甲醇尧3 ml
水活化混合型阳离子交换固相萃取柱,准确移取 10 ml
离心液分次上柱,控制过柱速度在 1 ml/min以内,再用
3 ml水和 3 ml甲醇洗涤混合型阳离子交换固相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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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抽干后用 5%氨化甲醇 3 ml洗脱,洗脱液在 50 益
下氮气吹干,准确加入 2 ml甲醇溶液,涡漩振荡 1 min,
过 0.45 滋m膜,用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三聚氰胺含量遥
2.2.2 衍生

根据液相的定量结果将洗脱液稀释成浓度约为

0.5 滋g/ml遥 分别吸取稀释液 0.5 ml用氮气吹干袁加入
250 滋l吡啶和 250 滋l衍生试剂袁加盖袁混匀袁70 益反
应 30 min袁 同时吸取 0.5 滋g/ml的标准溶液 0.5 ml做
同步衍生袁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确证遥
2.2.3 仪器条件

淤 液相色谱条件
紫外检测器袁波长 240 nm曰色谱柱 ZORBAX E鄄

clipse XDB-C8,柱长 150 mm,内径 4.6 mm,粒度 5 滋m曰
流动相 AB=937渊A:称取庚烷磺酸钠 2.02 g和柠
檬酸 2.10 g溶解袁定容至 1 L曰B院乙腈冤袁流动相流速
1.0 ml/min袁进样量 10 滋l遥

于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条件
色谱柱 VF-5ms 30 m 0.25 mm 0.25 滋m capillaiy

column曰进样口温度:250 益;进样量院1 滋l曰柱温:起始温
度 75 益,保持 1 min袁以 30 益/min升温至 300 益袁保持
2 min;载气尧氦气流速:1.3 ml/min;传输线温度:280 益曰
溶剂延迟 5.5 min曰EM电压: 高于调谐电压 200 V袁离
子阱温度:220 益曰 选择离子监测 : (M/Z)99尧171尧327尧
342遥
2.2.4 标准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三聚氰胺标准品 0.100 0 g袁置于 100 ml
容量瓶中袁用甲醇溶液溶解尧稀释至刻度袁得到浓度为
1 000 滋g/ml的标准储备液曰吸取标准储备液 10.00 ml
于 100 ml容量瓶中,用甲醇溶液定容至刻度,得到浓度
为 100 滋g/ml的标准中间液; 分别吸取标准中间液 5尧
10尧25尧50 ml于 100 ml容量瓶中, 用甲醇溶液定容,得
到浓度分别为 5尧10尧25尧50尧100 滋g/ml的标准工作液遥
2.2.5 结果计算

计算公式: = 窑窑 / 遥
式中院 要要要试样中三聚氰胺的含量(mg/kg)曰

要要要标准曲线上查得的试样中三聚氰胺的浓

度(滋g/ml)曰
要要要净化后加入的甲醇溶液体积(ml)曰
要要要试样质量(g)曰
要要要稀释倍数遥

3 工业上三聚氰胺的检测方法

3.1 苦味酸法

将水加入试样袁加热溶解后袁加入苦味酸溶液袁称

量所生成的苦味酸三聚氰胺沉淀的质量袁即测得三聚
氰胺纯度含量遥

称取试样袁置于 500 ml 锥形瓶中袁同时加入水袁
加热溶解曰冷却后袁加入酚酞指示液 3滴袁若显色袁加
入硫酸溶液袁直至溶液颜色消失袁若有不溶物袁需过
滤袁水洗曰把滤液和洗液合并袁移入 500 ml容量瓶中袁
加水至刻度袁仔细振摇混合后袁准确吸取 100 ml置于
500 ml烧杯里曰将此溶液加热至 80 益袁另加入已加热
至 80 益的 100 ml苦味酸溶液袁冷却至室温后袁保持在
15 益以下约 8 h曰用已恒重的玻砂过滤器过滤袁然后袁
先用约 100 ml苦味酸三聚氰胺的饱和溶液洗涤袁再
用水洗曰烘干玻砂过滤器袁置于干燥器中冷却后袁称量
求得沉淀物质量遥
3.2 升华法

在升华装置中将试样在负压下进行加热袁让三聚
氰胺完全升华后袁称其残渣量袁即测得三聚氰胺纯度遥
将样品置于预先干燥了的且已知质量的试样容器里曰
将试样容器置入减压升华装置内袁 待完全密闭后袁开
启真空装置缓缓吸引袁 并调节装置内的温度袁 经 2 h
升华结束曰取出试样容器袁冷至室温后袁称量试样容器
的质量遥
3.3 电位滴定法

上述两种测定方法准确度均较高袁 但操作繁琐袁
分析时间太长袁有人推荐采用电位滴定法遥 首先测定
三聚氰胺溶液中总固体的含量袁 称取样品于 200 ml
烧杯中袁加入 100 ml蒸馏水袁放于石棉网的电炉上加
热袁在沸腾的情况下搅拌溶液袁使试样完全溶解遥在电
磁搅拌状态下袁 用硫酸标准溶液滴定热溶液至 pH值
为 5左右遥流水冷却溶液至室温袁滴定袁每次准确加入
0.1 ml硫酸标液袁并记下相应的 pH值袁直至 pH值约
为 3遥 计算出等当量点时消耗硫酸标液的体积遥

计算公式院 = 伊6.307伊 伊 / 遥
式中: 要要要溶液中三聚氰胺的含量渊%冤曰

要要要溶液中总固体的含量渊%冤曰
要要要等当量点时消耗硫酸标液的体积渊ml冤曰
要要要0.5 mol/l硫酸标液的校正系数曰
要要要滴定时所标取总固体的质量(mg)曰

6.307要要要换算系数遥
源 小结

综合上述袁三聚氰胺虽是一种用途广泛的有机化
工原料袁但在饲料和食品中添加袁不仅对养殖业具有
不良影响袁还对人类健康存在着严重威胁遥因此袁建立
一种快整尧准确的检测三聚氰胺的方法是广大科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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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首要任务遥 野三鹿毒奶粉事件冶给我们一个很大
的启示袁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开发无污染尧无残
留的绿色饲料袁提供无污染尧无残留的安全动物性食
品已成为当前畜牧工作者迫在眉睫的任务遥大力推进
饲料科技进步袁制定和完善饲料行业政策法规袁打击
掺杂使假尧违规添加违禁物行为袁全国上下齐心协力袁
共同确保饲料安全袁使中国饲料工业健康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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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 浆 蛋 白 的 开 发 利 用
黄国平 林建国

随着海洋环境的不断恶化和无序的捕捞袁使海洋
渔业资源急剧衰退袁致使世界鱼粉产量急剧下降遥 而
鱼粉加工废水通常为原料鱼重的 60%耀70%袁 其中固
形物占 6%耀7%袁 故开发鱼浆蛋白对于资源的回收利
用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袁同时也是一项利
国利民的产业化项目袁对促进我国饲料工业持续健康
发展有重要意义遥
员 鱼浆蛋白的加工工艺

国外对蛋白质水解的研究始于 100 多年前袁自

1886年起就开始把蛋白质水解物应用于食品业遥 过
去采用酸水解袁工艺简单尧成本低袁但因氨基酸受损严
重袁水解难控制而且还存在安全问题袁故而转向酶水
解的方向上遥 酶法水解生产高效且对蛋白质营养价
值破坏小袁无异味袁产品安全性极高袁生产条件温和袁
成本低袁已成为最主要的生产方法遥 纯品鱼浆蛋白是
由新鲜鱼类在制作鱼粉的过程中压榨出的鱼溶浆液袁
经浓缩尧酶解尧喷雾干燥而成遥鱼浆蛋白渊腥肽冤生产工
艺见图 1遥

分离 压榨 蒸煮 新鲜鱼类

固形物

鱼溶浆液

渊固形物 7%袁干物质蛋白 60%冤
加脂酶和氢氧

化钙水解脂肪

离心去除脂肪

酸钙盐沉淀
浓缩至固形物 35%

加氢氧化钙使 pH值
至碱性保鲜

喷雾干燥得鱼浆蛋白袁
pH值为 6耀7

图 1 鱼浆蛋白（腥肽）生产工艺

黄国平，北京英惠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00081。
林建国，山东省日照水质管理处。

收稿日期：2008-11-03

圆 鱼浆蛋白营养成分

经生产工艺加工而成的鱼浆蛋白特点是富含活

性低分子肽渊寡肽冤尧牛磺酸尧核苷酸尧游离氨基酸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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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饱和脂肪酸尧甜菜碱尧矿物元素尧维生素 A尧维生素
B12尧未知生长因子等遥 各营养组分如表 1尧表 2尧表 3
所示遥

表 1 鱼浆蛋白常规营养成分

项目
总能渊MJ/kg冤
干物质渊%冤
有机物质渊%冤
粗蛋白渊%冤
粗脂肪渊%冤
盐分渊%冤
水分渊%冤
灰分渊%冤

含量
17.06
94.07
74.08
64.08
2.91
3.68
5.93
19.99

表 2 鱼浆蛋白矿物元素含量

成分
钙渊%冤
磷渊%冤
钾渊%冤
钠渊%冤
镁渊%冤
铁渊mg/kg冤
锌渊mg/kg冤
氯渊%冤
锰渊%冤
铜渊%冤

含量
2.67
1.12
3.06
2.62
0.45

850.50
21.36
2.23

-
-

表 3 鱼浆蛋白氨基酸组成

营养成分
天冬氨酸
苏氨酸
丝氨酸
谷氨酸
赖氨酸
丙氨酸
缬氨酸
脯氨酸
牛磺酸
甘氨酸
精氨酸
蛋氨酸
异亮氨酸
亮氨酸
酪氨酸
苯丙氨酸
组氨酸
色氨酸
胱氨酸
氨
合计

含量渊%冤
3.40
1.65
1.43
5.17
3.29
3.64
2.06
2.25
2.50
3.45
1.89
0.94
1.46
3.17
0.98
1.45
1.92
0.20
0.42

1.57渊不计入总和冤
41.27

鱼浆蛋白是酸碱水解产物袁蛋白水解产生大量的
寡肽袁其浸出物本身含有大量的寡肽遥 肽渊peptides冤是
分子结构介于氨基酸和蛋白质之间的一类化合物,是
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片段,并使蛋白质具有数以千万

计的生理功能遥 氨基酸是其基本构成单位,由 2 个或
3 个氨基酸脱水缩合而成的肽分别叫二肽和三肽,以
此类推为四肽尧五肽遥 一般说来,肽链上氨基酸数目在
10 个以内的叫寡肽,10耀50 个的叫多肽,50个以上的
叫蛋白质遥
3 鱼浆蛋白的生理优势

鱼浆蛋白主要是水溶性蛋白袁 含有大量的寡肽尧
牛磺酸尧核苷酸尧游离氨基酸等袁还存在大量的促生长
因子袁使其生理功能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遥

按照传统的消化理论袁 蛋白质食物被动物摄入袁
在消化道通过消化酶作用后袁降解为游离氨基酸的形
式在小肠吸收袁而人们研究发现袁在小肠存在一个低
聚肽渊寡肽冤吸收通道袁蛋白质经消化降解后袁并不一
定为完全游离氨基酸才能吸收袁而是主要以寡肽的形
式吸收袁实验证实寡肽比氨基酸更容易尧更快地被机
体吸收利用遥 与游离氨基酸吸收相比袁寡肽吸收具有
速度快尧耗能低尧载体不易饱和且可避免与氨基酸吸
收之间的竞争渊如精氨酸和赖氨酸在吸收时相互竞争
载体上的结合位点而发生颉颃冤遥 施用晖等渊1996冤研
究发现袁完全以寡肽的形式供给动物时袁赖氨酸的吸
收速度不再受精氨酸的影响遥Rerat等(1998)研究报道,
向猪十二指肠灌注寡肽后袁血浆胰岛素的浓度高于灌
注游离氨基酸组遥在仔猪生产日粮中添加鱼浆蛋白可
以提高粪中乳酸杆菌数量袁降低大肠杆菌数量尧日粮
离子浓度和断乳仔猪的腹泻率遥

牛磺酸可加快幼龄动物的生长袁 具有保护视网
膜尧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的作用袁促进脂肪乳化袁减
少脂肪肝的发生遥

核苷酸具有免疫保健作用袁增加抗体产生袁增强
细胞免疫能力袁维持肠道和肝脏正常功能袁尤其对幼
小动物的腹泻有一定预防和治疗效果遥它可以促进肠
道黏膜创伤的愈合袁降低肠炎的发生袁减少并清除体
内自由基的攻击遥

由于含有大量的游离氨基酸和低分子肽等呈味

物质袁因此鱼浆蛋白诱食性较好遥 其中游离谷氨酸是
最有效的风味物质袁其次是焦谷氨酸和丙氨酸遥 寡肽
也被认为是风味的增效因子遥

可见袁鱼浆蛋白对于有效利用蛋白质尧节约蛋白
质资源尧提高动物生产性能将大有裨益袁同时能够
为人们提供无公害尧营养全面尧口感良好的安全畜
禽产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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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鱼浆蛋白的应用效果
源.1 鱼浆蛋白对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添加 1.2%鱼浆蛋白会提高仔猪的生长性能袁平
均日增重比对照组提高了 16.67%袁 饲料报酬比对照
组提高了 5.03%遥 添加鱼浆蛋白对断奶仔猪的前期生
长有很大的帮助袁随着鱼浆蛋白添加量的增加袁仔猪
绝对增重和平均日增重都随着提高遥 与鱼粉组相比袁
添加 0.8%尧1.2%鱼浆蛋白组采食量均高于鱼粉组袁说
明添加适量的鱼浆蛋白可提高采食量遥1.2%鱼浆蛋白
组肠道蛋白酶酶活的提高袁有利于仔猪对饲粮蛋白物
质的消化吸收袁促进仔猪生长曰肠道粘膜结构完好袁
有利于营养物质的吸收遥 在乳猪料中可推荐用量 圆耀
源 kg/t袁减少鱼粉用量袁用膨化大豆等原料代替袁平衡
营养袁降低成本遥

有研究表明袁用鱼浆蛋白饲喂断乳仔猪袁仔猪采
食量和生长性能显著提高袁腹泻率降低遥在 28日龄断
奶仔猪日粮中添加 0.5%鱼溶浆蛋白袁 与对照组相比
日增重增加 8.33%袁采食量增加 9.09%袁差异极显著遥
已证明该产品能够成功替代鱼腥香尧鱼粉和高档乳猪
料中的部分血浆蛋白粉袁并成功地用于淡水鱼尧虾和
螃蟹等水产饲料袁产生良好效果遥
源.2 鱼浆蛋白对幼龄草鱼生长性能的影响

草鱼日粮中添加 0.2%和 1%的鱼浆蛋白可提高
饲料表观消化率和蛋白消化率, 增加体内氮沉积, 减
少肝胰脏和肠系膜脂肪储积, 从而提高机体对日粮中
蛋白质的利用率袁降低了饲料系数和肝胰脏尧肠系膜
脂肪含量遥
源.3 鱼浆蛋白对南美白对虾生长尧饵料系数尧死亡率
及诱食性的影响

在饲料中加入 1%尧2%尧3%的鱼浆蛋白粉取代部
分鱼粉和菜粕袁结果表明袁饲料中添加 2%尧3%的鱼浆
蛋白可提高南美白对虾体增重 5.03%尧10.79%渊P>
0.05冤袁降低饵料系数 0.83%耀20.67%(P>0.05)袁降低死
亡率 0.63%~13.13%(P>0.05)袁添加 2%~3%的鱼浆蛋白
能显著提高南美白对虾的诱食指数渊P<0.05冤遥

鱼浆蛋白含有强烈的鱼腥味袁添加在饲料中具有
浓郁的香味袁对南美白对虾具有诱食作用遥另外袁鱼溶
物渊凤尾鱼或沙丁鱼冤中鸟嘌呤的含量非常高袁鱿鱼尧
蛤或其它鱼种如鲭却没有如此高的含量渊Carver 等袁
1995冤遥 海产品也含有非常高的黄嘌呤渊IMP的前体冤遥
众所周知袁GMP和 IMP是虾及鱼的诱铒剂遥

鱼浆蛋白具有多种生理功能袁 对动物体的营养
及免疫均起到了较好的提升作用院一方面袁选择性地
从胃肠道摄取肽而不是游离氨基酸袁 使动物有可能
通过口服酶解处理蛋白来提高其对蛋白资源的利

用曰另一方面袁则是提高动物对日粮氮的利用率袁减
少排泄物对环境的污染遥 鱼浆蛋白开发和应用可部
分缓解鱼粉供给不足的现状袁 而且是水产品加工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鱼浆蛋白作为新型绿色营养性饲
料添加剂在畜禽和水产品生产中将会有广阔的研究

和应用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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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曲霉毒素的传统去毒方法和生物降解研究进展
关 舒 胡新旭 马秋刚 王 宁 计 成

摘 要 黄曲霉毒素 B1具有高毒性、高致畸性和高致突变性，是危害最大的真菌毒素之一。黄曲
霉毒素污染严重威胁动物的生产性能和人类健康，每年给饲料工业和畜牧业生产带来巨大的经济损

失。对黄曲霉毒素污染的控制急需一种安全、高效而且环保的解毒方法。文章对传统去毒方法和新型

生物技术降解黄曲霉毒素的研究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 黄曲霉毒素；解毒；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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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latoxin detoxification by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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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latoxin B1(AFB1), one of the most hazardous mycotoxins, is extremely toxic, mutagenic and
carcinogenic. It poses severe threat to both livestock productivity and human health and thus, brings
huge worldwide economic losses each year. A safe, effective and environmentally sound detoxification
method is urgently needed for controlling this toxin. Researches on aflatoxin detoxification by traditional
methods, as well as biological strategies are reviewed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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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曲霉毒素的危害

黄曲霉毒素是一类主要由黄曲霉 (Aspergillus
flavus)和寄生曲霉(Aspergillus parasiticus)真菌产生的
次级代谢产物袁具有极强的毒性遥其中袁黄曲霉毒素 B1
(AFB1) 毒性最强袁具有致癌尧致畸和引起肝脏损伤的
作用渊Guengerich等袁1996冤遥

AFB1广泛存在于饲料原料中,如花生粉尧豆粕尧棉
籽粕尧玉米尧高粱等遥 到目前为止,黄曲霉毒素仍是对
畜牧业威胁最大的霉菌毒素之一,各种动物对黄曲霉
毒素均具有很高的敏感性遥Madden等(1999)报道,日粮
中含 0.2 mg/kg黄曲霉毒素即可引起家禽采食量和增
重降低,降低程度与黄曲霉毒素浓度有关遥 AFB1可引
起鸡细胞免疫抑制,外周血液中 T淋巴细胞数量减少,
白细胞和球蛋白值降低, 生产性能和免疫功能下降遥
Prasad(2002)研究了 AFB1对家禽的影响发现,单一剂量
AFB1的平均半致死量(LD50)(mg/kg体重)鸡 6.5~16.5尧鸭
0.34袁鸭比鸡更敏感,特别是雏鸭遥 对于生长禽日粮中

的 AFB1的安全值,一般认为不应超过 20 滋g/kg遥 猪对
AFB1也很敏感袁尤其是哺乳母猪和仔猪遥 母猪采食受
AFB1严重污染的饲料, 母乳中会出现高水平的 AFB1,
进而对哺乳仔猪产生影响遥 研究表明,日粮中 AFB1浓
度为 20耀200 滋g/kg可引起母猪采食量和生产性能下
降,1 000耀5 000 滋g/kg时可致中毒遥 家畜对黄曲霉毒
素的易感性其顺序是: 小鸭>鸡>小猪>犊牛>肥育猪>
成年牛>绵羊遥有研究发现袁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的黄
曲霉毒素具有极强的致癌作用,严重威胁人类健康遥
2 黄曲霉毒素常规去毒方法

2.1 碱处理法

碱处理法包括氨化法和氢氧化钠法遥 Mukendi 等
渊1991冤报道了使用亚硫酸钠尧硫酸氢钠尧氢氧化钠尧氨
等化学试剂对黄曲霉毒素去毒的研究,并分析了影响
这些化合物去毒效果的各种因素遥 Natarajan等(1992)
研究了氯化剂尧碱类(氨尧甲氨尧氢氧化钙)以及醛类(甲
醛)对黄曲霉毒素污染的花生粉的去毒作用,并研究了
这些化学试剂对花生粉的理化性质的影响遥碱处理法
适合应用于含水量较高的青绿尧青贮饲料以及液态粮
油袁去毒效率高袁但不适合籽实尧饼粕等大部分固体饲
料原料袁而且处理后原料残留有大量氨遥 由于该方法
使用的设备投资大袁成本高袁已逐渐被淘汰遥
2.2 氧化处理法

常用氧化试剂有次氯酸钠尧臭氧尧过氧化氢尧氯气
等遥 Patel等渊1989冤报道,若同时使用过氧化氢和 酌-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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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照射则可以更有效地降低黄曲霉毒素的毒性袁如
4 000 Gy的 酌-射线和 5%过氧化氢可使 100 pg的黄
曲霉毒素完全灭活遥此外紫外光照射法也是利用紫外
线的强氧化作用去毒遥但是该方法主要问题在于处理
效果不稳定袁 饲料中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损失严重袁处
理成本较高(Rustom袁1997曰Albores等袁2005)遥
2.3 吸附剂脱毒

常用吸附剂包括酵母细胞壁尧硅铝酸盐尧活性炭
等遥国外有报道称以硅藻土作吸附剂除去花生油中的
黄曲霉毒素比较有效遥 Phillips等(1995)报道了使用偶
联有化学配基的硅藻土选择性吸附黄曲霉毒素并进

一步进行化学解毒的方法,效果良好遥 但是使用吸附
剂不能解除黄曲霉毒素的毒性袁它可能同时吸附饲料
中的营养成分而降低营养物质的利用率袁而且被吸附
的毒素有可能在动物胃肠道中重新释放遥饲料行业目
前采用这种方法较多袁 也有许多新型的吸附剂问世,
但其应用效果还有待考察遥
2.4 抗氧化剂

Hayes等渊1992冤报道袁含化学抗氧化剂的饲料能
增强大鼠抗 AFB1的能力, 这类抗氧化剂包括 2-叔丁
基对甲酚(BHA)尧2,6-二叔丁基对甲酚(BHT)尧异硫氰酸
苄酯尧2,2,4-三甲基-6-乙氧喹啉等遥 其机理是抗氧化
剂能促进大鼠体内 琢-谷胱甘肽转移酶-YC2亚基的
表达,有效地抑制了 AFB1与机体 DNA的结合遥 但是
抗氧化剂的去毒作用有限袁不能完全消除黄曲霉毒素
中毒症袁 而且 BHT等抗氧化剂浓度均超过常规使用
量的 30倍以上才显示较好的去毒效果袁 这样对动物
具有一定毒害作用(Fanelli等袁2003)遥
2.5 高温处理法

高温处理法包括高温烘烤尧 蒸煮或日光照射等遥
破坏 AFB1需 268 益以上的温度袁 能耗高且对饲料中
的营养成分破坏大袁实际应用很少(Hassan 等袁2005曰
Yazdanpanah等袁2005曰Gowda等袁2007)遥
2.6 合格原料稀释法

这种方法虽然能够有效减轻动物中毒症状和生

产性能抑制袁但有可能造成毒素污染范围的扩大遥
目前有很多描述物理和化学方法去除黄曲霉毒

素的报道遥 但是以上每种方法都存在一些问题袁如导
致饲料中的营养损失袁影响饲料的感官品质袁有些方
法所需要的设备价格昂贵等等袁从而限制了其在实际
生产中的应用渊Piva 等袁1995冤遥
3 黄曲霉毒素生物降解

Bata等(1999)提出有效的霉菌毒素去毒方法应该

满足以下几点要求院毒素应该被破坏或者被转化成无
毒化合物曰真菌孢子和菌丝体应被破坏,这样就不会
有新的毒素产生曰饲料应该保持它原有的营养水平和
风味曰原料的物理性状不应被明显改变曰去毒加工应
该经济可行遥

利用微生物或其代谢产物进行解毒具备高效率尧
特异性强袁以及对饲料和环境没有污染的优势袁代表
了生物解毒的新方向遥 研究发现袁生物酶解毒具有对
饲料无污染尧有高度的专一性,不影响饲料的营养价
值,而且能够避免毒素的重新产生等优点(Mishra 等,
2003)遥 于是近些年生物酶解毒法成了研究的热点遥
3.1 微生物吸附黄曲霉毒素

许多微生物袁包括细菌尧放线菌尧酵母菌尧霉菌菌
丝体都能吸附真菌毒素遥 乳酸菌属的许多菌株袁包括
Lactobacillus渊El-Nezami等,1998曰Gratz 等袁2005冤尧Bifi鄄
dobacterium(Peltonen 等 ,2000曰2001)尧Propionibacterium
(El -Nezami 等 ,2000)和 Lactococcus (Pierides 等袁2000)
等都被报道具有吸附黄曲霉毒素的作用遥 朱新贵等
(2001)报道了乳酸菌尧醋酸菌尧面包酵母菌尧酿酒酵母
菌尧米曲霉和枯草芽孢杆菌均对黄曲霉毒素有去除作
用袁但由于是用带有活菌的发酵液进行实验袁所以其
作用机制很可能是菌体的吸附作用遥在以上这些微生
物去毒的过程中袁活菌细胞的存在是必要条件遥 但是
以上很多试验都证实袁这种吸附作用是可逆的袁毒素
分子并没有消失袁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袁部分毒素会
重新释放到培养基质中遥 所以袁微生物吸附去毒并不
是很理想的解毒方法遥
3.2 微生物代谢产物降解黄曲霉毒素

近年来袁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报道了微生物或其代
谢产物降解黄曲霉毒素遥 根据解毒菌的种类袁大致划
分为真菌和细菌遥
3.2.1 真菌及其代谢产物降解黄曲霉毒素

早在 20世纪 70年代末袁Doyle等(1979)就发现了
寄生曲霉(Aspergillus parasiticus)能够产生降解 AFB1
的过氧化物酶,并报道过氧化物酶的量与 AFB1被降解
的量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遥 之后 Huynh等(1984)
报道袁黑曲霉 (Aspergillus niger)尧寄生曲霉(Aspergillus
parasiticus)尧绿色木霉(Trichoderm viride)尧毛霉菌 (Mu鄄
cor ambiguous)以及少数其它真菌对 AFB1也有很好的
降解能力袁但其中的一些菌株在条件改变的情况下有
可能产生 AFB1遥 Marisa等(2003)从白腐真菌和褐腐真
菌的代谢产物中分离出了胞外解毒酶袁研究了该酶解
毒反应的最佳 pH值和温度,并将其纯化遥近年来,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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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真菌的代谢产物能够降解黄曲霉毒素, 这些
真菌包括 Trametes versicolor(Zjalic等袁2006)尧Rhizopus
sp., Mucor sp.(Varga 等,2005) 以及一些酵母菌, 包括
Trichosporon mycotoxinivorans(Molnar等,2004)尧Saccha鄄
romyces cerevisiae(Shetty等袁2006)和 Trichoderma属的
菌株(Shantha等袁1999)遥

国内刘大岭研究小组开展了比较多的工作袁并取
得了显著成果遥 他们发现从假密环菌 (Armillariella
tabescens)中提取的粗酶液可使样品中的 AFB1含量减
少 80%遥 活性物质解毒作用的温度尧pH值尧时间等特
征表明, 粗酶液中起解毒作用的可能是某种酶遥随后袁
他们从该真菌的菌丝提取物中分离出一种可以脱除

黄曲霉毒素毒性的解毒酶袁 克隆得到其基因序列,成
功转化到毕赤酵母表达系统中袁并对该酶的固定化技
术进行了研究遥然而以上解毒酶的理想反应条件都是
中性 pH值尧高水分的体外反应体系袁适合植物油尧酱
油尧啤酒尧牛奶等袁难以在籽实尧饼粕等低水分饲料原
料中直接应用 (刘大岭等,1995曰Liu等袁1998尧2001)遥陈
仪本等(1998)研究发现袁黑曲霉(Aspergillus niger)菌丝
体提取物能够降解花生油中的黄曲霉毒素遥这种活性
物质的解毒作用效率高袁且通过温度尧水分尧时间等对
其解毒反应的试验表明袁降解过程是酶促反应遥 考虑
到酶促反应必须在水的存在下发生反应袁该研究小组
选择了谷壳培养法将解毒酶固定化袁从而解决了酶制
剂在含水量低的环境下难以作用的难题遥

上述真菌的解毒作用绝大部分源于细胞内提取

物袁由于操作过程需要破碎真菌细胞或菌丝体袁程序
繁琐袁限制了实际应用遥
3.2.2 细菌及其代谢产物降解黄曲霉毒素

细菌及代谢产物降解黄曲霉毒素的报道并不多遥
目前已有的报道均显示,解毒作用源于胞外代谢产物遥

Ciegler 等渊1996冤曾报道袁Nocardia corynebacteri鄄
oides和 Mycobacterium fluoranthenivorans 菌均可以有
效的降解 AFB1遥 Line等渊1994冤使用 14C标记 AFB1与
橙色黄杆菌(F. aurantiacum)反应并对放射性物质进行
追踪和检测袁研究发现袁无论活细胞还是死细胞均能
够降低 AFB1含量袁但活细胞的作用远大于死细胞袁并
且只有活细胞释放了被标记了的 CO2袁这表明一定量
的 AFB1被菌体细胞所代谢遥 这种方法也为研究 AFB1
在动物体内的代谢途径提供了参考遥 此外, 他们还发
现从橙色黄杆菌提取的粗蛋白物质在水溶液中可以

降解 74.1%的 AFB1袁而用热处理失活的粗蛋白只能降
解 5.5%的 AFB1遥 用脱氧核糖核酸酶 I处理粗蛋白后

发现可以降解 80.5% 的 AFB1袁 而蛋白酶 K处理后降
解率降低到 34.5%袁这表明橙色黄杆菌对黄曲霉毒素
的解毒作用可能是酶促反应遥 Smiley等(2000)也发现
一株橙色黄杆菌(F. aurantiacum)的粗蛋白提取物在水
溶液中可以降解 AFB1袁并推测是酶促反应遥

Teniola等(2005)报道了 4株具有降解 AFB1活性
的菌遥 其中袁红串红球菌(Rhodococcus erythropolis)和
Mycobacterium fluoranthenivorans 菌的胞外提取物在
30 益分别与 AFB1反应 4 h后袁降解率都在 90豫以上袁
8 h后基本检测不到 AFB1残留遥胞外提取物在热处理
和蛋白酶 K处理后解毒效率大大降低袁从而推断解毒
过程是酶促反应 遥 该研究小组还对红串红球菌
(Rhodococcus erythropolis) 解毒酶的特性进行了研究
(Alberts等袁2006)遥

以饲料尧土壤尧动物粪便和植物腐殖质等 65个样
品为基质,广泛筛菌并获得 25株具有降解黄曲霉毒素作
用的细菌纯培养物遥 其中源自南美貘粪便的一株细菌
[鉴定为嗜麦芽窄食单胞菌(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鄄
ia)]具有很强的解毒能力袁其胞外代谢产物在 72 h 内
能降解 78.7% 的黄曲霉毒素袁而活菌细胞和胞内提取
物均无解毒活性曰 蛋白酶 K 和热处理后的提取物解
毒能力消失袁并且解毒反应受温度尧pH值和金属离子
的影响袁 从而推测起解毒作用的物质很可能是酶
渊Guan等袁2008冤遥 对该解毒酶的层析和蛋白质电泳研
究表明袁起解毒作用的酶至少有三种袁为混合酶遥进一
步的研究将对解毒酶加以纯化袁并试图寻找解毒酶基
因袁通过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高效表达遥
4 结语

经研究表明袁黄曲霉毒素可以通过生物酶降解作
用得以去除遥在温和的条件下生物酶的解毒不会产生
其它有毒的化学物质袁也不会损失或极少的损失饲料
中的营养物质遥虽然黄曲霉毒素的生物降解研究已经
有了很大进展袁 但是由于酶作用条件苛刻等原因袁离
实际生产应用还有一定距离遥 目前袁在国内外使用生
物学方法降解黄曲霉毒素在饲料工业中的应用刚刚

起步遥应用生物学方法降解黄曲霉毒素的技术关键在
于筛选出能产高活性解毒酶的菌株袁并在饲料中创造
一个有利于酶促反应的含水微环境遥 因此袁筛选出高
效产酶菌株袁通过酶工程尧基因工程等手段获得解毒
作用条件宽的解毒酶是今后研究的方向遥

（参考文献 44篇，刊略，需者可函索）

（编辑：沈桂宇，guiyush@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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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淡 水 鱼 养 殖 与 粮 食 安 全
徐奇友 张晓丹

徐奇友，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
150030，哈尔滨市道里区河松街 2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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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8-09-15
绎 国家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2008326001），黑水研基本科

研专项 2007HSYZX-YZ-08

1 饲料与粮食安全

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 1994年的报告叶谁来养活
中国曳震动了中国和世界,引起了世界对粮食安全的
担忧遥 所谓野粮食安全冶的概念包括 5个方面院淤从内
涵看袁粮食从基础性食物(谷物)扩大到食物袁也就是所
有提供营养和热量的产品曰于从数量看袁食物在总量
上要足够袁在时间上要持续袁在地点上要易获得袁这涉
及到粮食的生产和流通曰盂 从质量看袁食物既要有营
养袁又要卫生安全袁而且还要满足消费者的主观偏好曰
榆从经济可获得性看袁食物要人人都买得起遥 这隐含
着对食物价格和消费者收入因素的要求;虞 从最终目
的看,粮食安全的目的是提供人类健康的生活遥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袁2006 年我国

粮食产量已经达到 4.9亿吨袁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
发展遥 但是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袁我
们的耕地仍在不断减少而人口却在不断增加袁粮食缺
口之大袁供求矛盾之尖锐袁确实不容乐观遥

目前袁我国饲料粮比例逐年增加(见表 1)袁2006年
饲料粮已占总需求量的 31.99%遥 2008年中国将消费
掉 4 900万吨大豆袁其中进口大豆 3 400万吨袁占大豆
总消费量的 70%遥 中国工程院院士尧著名草原专家任
继周认为袁 未来我国粮食的压力并非来自人的口粮袁
而是饲料用粮曰 并测算 2030年以满足人口增加到 16
亿的食物需求为目标袁口粮的需求不会增加袁而随着
食物结构的改善袁 到 2030年饲料粮将倍增至 4亿吨
左右袁可见我国饲料粮缺口很大渊见表 2冤遥

表 1 2000耀2005年国内粮食需求量
项目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总需求量渊万吨冤
47 703
48 050
48 350
48 629
49 020
49 440

总产量渊万吨冤
46 217.5
45 263.7
45 705.8
43 069.5
46 946.9
48 402.2

进口量渊万吨冤
1 356.8
1 738.4
1 416.7
2 282.8
2 998.3
3 286.3

口粮渊万吨冤
27 669
27 614
27 451
27 283
27 200
27 107

饲料粮比例渊%冤
29.92
30.17
30.59
31.05
31.48
31.99

饲料粮渊万吨冤
14 271
14 499
14 789
15 100
15 432
15 818

注院资料引自孙涛等渊2007冤遥
表 2 我国未来粮食产量及其对饲料粮满足程度预测(万吨)

注院资料引自孙涛等渊2007冤遥

项目
2010年
2020年
2030年

粮食总产量
51 456
59 123
68 000

饲料粮需求量
30 036
33 934
35 446

玉米产量
14 305
16 436
18 904

饲料粮玉米需求量
15 807
17 849
1 8641

豆粕缺口
-2 628
-2 681
-2 687

玉米缺口
-1 502
-1 413
+263

豆类产量
2 444
2 808
3 230

饲料粮豆粕需求量
4 705
5 247
5 432

2 水产养殖与畜禽养殖的比较

鱼虾是变温动物袁故不需要消耗能量来维持恒定
的体温曰鱼虾生活在水中袁由于水的浮力袁只需要很少
能量即可供给肌肉活动和维持在水中的位置曰 此外袁
鱼虾的氮代谢废物是氨或三甲胺袁其形成尧分泌只需

要很少的能量遥畜禽的氮代谢废物为尿素尧尿酸袁据测
定袁1 g饲料蛋白质在畜禽体内代谢所产生的尿素尧尿
酸约含能量 5.25 kJ袁而同样数量的蛋白质在鱼体内代
谢产生氨所损失的能量仅为 2.94耀3.36 kJ袁因此袁对于
易消化的蛋白质袁 鱼类比畜禽具有更高的代谢能值遥
由于上述 3个原因尧鱼虾的能量消耗远较畜禽低渊见
表 3冤袁如斑点叉尾 只有肉仔鸡的 1/3遥这样就可以把
更多的能量用于生长遥鱼类营养与畜禽营养在能量方
面的另一个显著区别是鱼类用于合成蛋白质的能量

较恒温动物低(见表 4)遥 每消耗 4.2 MJ代谢能(ME)所
获得的体蛋白质袁鱼类比肉鸡尧肉牛多 24和 41 g袁这
主要是因为鱼类对能量需要量低的原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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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肉仔鸡(0.8 kg)和斑点叉尾 (0.1 kg)1 kg
体重 1 d消耗的饲料 CP和能量比较

项目
肉仔鸡
斑点叉尾
鸡/鱼

饲料(g)
89
30

31

ME(MJ/kg)
1.187
0.347
3.41

CP(g)
17.8
10.8

1.61
注院资料来源 NRC(1983尧1986)遥
表 4 鱼和恒温动物合成蛋白质所需的能量比较

日粮粗蛋白
(%)
32
20
16
11

日粮 ME
(MJ/kg)
12.18
12.18
13.02
10.92

每消耗 4.2 MJ ME
所获得的体蛋白(g)

47
23
9
6

斑点叉尾
肉仔鸡
猪
肉牛

项目

注院资料来源 NRC(1983)遥
在动物饲养业中,我国的养殖主体是生猪,其次是

家禽等遥 它们的饲养主要靠粮食为依托遥 而在水产养
殖中,因为水生生物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率高,对粮食的

依赖性远低于生猪和家禽遥 2005年,全国配合饲料总
产量约为 7 154万吨, 其中水产配合饲料仅占养殖总
饲料的 10豫左右,而产出鱼类约占鱼类养殖产量的 1/2遥
据动物营养有关研究报告(见表 5),生猪的饲料报酬为
2.7耀3.51,肉鸡的饲料报酬为 1.9耀2.31,而鲤鱼等淡
水鱼的饲料报酬为 1.5耀1.91遥鱼类为冷血变温动物袁
不必消耗大量的能量维持其体温遥 饲料利用率比生
猪尧肉鸡等恒温动物高得多遥 2005年全国淡水鱼养殖
产量为 2 010.5万吨,如全部采用饲料喂养袁按饵料系
数 1.71计算,需要饵料 3 417.85万吨,如果生产相同
的猪肉, 按饲料系数 3.21计算则需要 6 433.6万吨,
鱼类养殖比猪类养殖节约粮食 46.88%遥 因此,对粮食
不富裕的我国袁优先发展水产品养殖业在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中具有独特作用遥 可见, 由于淡水养殖业的发
展,在提供相同数量产品的同时减少了饲料的消耗遥

表 5 不同动物对饲料及其能量和蛋白质的转化效率

能量转化效率(%)
17.2
7.1
8.3
14.5
4.6
2.9
2.3

项目
奶牛
肉鸡
蛋鸡
淡水鱼
猪
肉牛
肉羊

料肉比渊料蛋比冤
-

1.9耀2.31
2.2~2.51
1.5耀1.91
2.7耀3.51

-
-

饲料转化效率(%)
-

41.7
21.8
62.5
20.4
11.1
12.5

蛋白质转化效率(%)
37.0
52.4
25.9
16.3
12.7
9.4
6.0

注院资料来源叶畜牧业经济管理手册曳袁1993年遥

3 我国淡水养殖业对粮食安全的贡献

可见袁对于粮食安全问题袁不仅仅是从数量满足
人们的需求袁还要从质量上满足人们的需要遥 提供充
足的肉尧蛋尧奶来满足消费者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
活需要是粮食安全的内容之一遥

鱼类蛋白质在膳食中具有较高的价值袁含有人体
和大脑所需的丰富营养袁对儿童的发育尤为重要遥 联
合国粮农组织把水产品推荐为 21世纪健康食品遥 近
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的不

断深入袁我国水产养殖业得到了持续尧迅猛的发展遥从
1988年起袁我国水产养殖的产量首次超过捕捞产量袁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遥可
见我国淡水鱼在丰富人们的菜篮子起到了很好的作

用遥 淡水鱼的养殖不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方面袁对我
国的粮食安全都起到重要作用遥
4 大力发展淡水鱼养殖业

鱼类具有人们十分需要的营养成分袁提供易于消
化的和高生物学价值的优质动物蛋白遥鱼类是必需脂
肪酸的丰富来源 袁 包括 着-3 复合不饱和脂肪酸

渊PUFAs冤袁对正常生长和心智发育袁尤其是在怀孕期
和儿童早期特别重要遥鱼类也具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
物质渊特别是海产品中的钙尧磷尧铁尧硒和碘冤袁因此鱼
类是人们的重要营养来源之一遥

淡水养殖是属于节粮型的饲养业袁大力宣传水产
品的消费袁减少猪肉等肉类在膳食中的比例袁这对提
高百姓的健康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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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袁中国
的饲料工业产值也以年平均 7%~8%的速度增长,在此
基础上,饲料添加剂产业蓬勃发展遥 安迪苏公司作为
一家世界动物营养领域的领先者袁是蛋氨酸行业的领
导者之一,也是全球唯一的综合提供固蛋尧液蛋尧维生
素尧酶制剂等饲料添加剂的供应商遥2006年 1月份袁中
国蓝星(集团)总公司对法国安迪苏集团全资收购袁更
是加快了安迪苏在中国的发展步伐袁尤其是 2008年袁
安迪苏决定在中国天津兴建工厂袁更表明了其对中国
及亚太市场的重视遥 值北京 VIV召开之际袁安迪苏总
公司首席执行官杰拉德.德曼渊Gerard Deman冤先生接
受了叶饲料工业曳杂志社的专访遥

中国蓝星集团出资 4亿欧元渊约 40亿
人民币冤全资收购安迪苏集团袁成为安迪苏新股东遥 这是
中国化工行业的第一例海外并购袁也是中国企业收购法
国企业最大的一笔交易袁这不仅是安迪苏公司一个全新
的起点袁更是中国蛋氨酸工业的一个里程碑遥 那么蓝星
与安迪苏的并购会给安迪苏带来什么钥

蓝星会为安迪苏在中国业务的拓展提供哪些支

持钥 也就是说这次并购是否对双方都带来了共赢钥
首先我要说的是并购的这三年

以来袁 蓝星和安迪苏都非常满

意遥对安迪
苏来说袁 加入蓝星
使我们实现了由财政股

东转向产业股东遥 这对于安迪
苏是非常重要的袁 因为安迪苏是
一个产业袁 我们需要与股东保持很
好的沟通及了解遥 最重要的是我们将
共同在中国建立第一个蛋氨酸工厂袁
就像您之前讲过的这不只对中国蓝星

意义重大袁对安迪苏来说也同样的重要遥
因为安迪苏要在蛋氨酸行业不断发展袁要
成为蛋氨酸行业的佼佼者袁我们需要这样
的工厂袁所以这对安迪苏和蓝星来说是一
个非常大尧非常重要的项目遥

我们了解到您是非常注

重技术的袁那么您认为生产液态蛋氨酸和
固态蛋氨酸的最大技术区别在哪里钥 液
态蛋氨酸在使用上优势在哪里钥 可以为
您的客户节约很多生产成本并大幅提

高产品质量吗钥
对于液态蛋氨酸袁

首先谈谈它对客户带来的价值遥 因
为它可以很容易的使蛋氨酸雾

化袁 更重要的是液态蛋氨酸还
有其它的特性袁如酸性袁罗迪
酶 AT88 就是酸效的曰而
且无尘袁做出来的饲料
颗粒外形好看遥对
于禽类和动

物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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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蛋氨酸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遥它可以为客户提供附
加的品质遥

事实上袁全球蛋氨酸的费用是比价高的袁主要是
因为原料成本的上涨袁很多化工产品的价格现在已经
上涨了遥 液态蛋氨酸与固态蛋氨酸的比较袁我可以说
的就是液态蛋氨酸对于客户来说它的功效比较好遥事
实上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客户用在蛋氨酸上的成本要

比用在固态蛋氨酸上的成本更加得有效遥
安迪苏正在筹备天津建厂事宜袁新

建设的工厂的产量足够满足中国市场的需要吗钥在中
国本地生产会比直接进口产品节省多少成本袁节省的
这部分成本会不会

在产品售价上体现

出来钥
安迪苏的所有

产品系列今后都能

在中国本土生产并

销售吗钥
您是否有计划

把在中国的工厂发

展成为安迪苏在亚

洲生产的中心钥

首先我们要做的最

重要的事情就是满

足市场需求袁因为蛋氨酸每年的增长率为 5%遥也就是
因为这样袁我们才要建立这样一个在全世界都颇具竞
争力的蛋氨酸工厂遥

天津蛋氨酸工厂的项目是非常大的袁需要几年的
时间才能开始生产遥它是安迪苏和蓝星饲料添加剂的
主要产品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非常的关注这个项目遥
在过去所有安迪苏的产品在中国都有销售遥 最近袁我
们推出的新产品美斯特袁就是针对提高牛奶质量专为
乳制品使用的遥但是目前我们没有在中国生产其他产
品的打算遥

天津的蛋氨酸工厂将会成为蓝星集团的一大工

业园区袁在这个工业园区中袁还会有蓝星的其它项目遥
蛋氨酸工厂将会与化工基地紧密结合袁 比如说油尧天
然气等等遥

安迪苏现在在世界各地销售来自于

中国的其他饲料添加剂产品遥你们认为中国的哪些产

品在国际上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呢钥
这些年对于饲料行业来说中国制

造商已经拥有了极具竞争力的工厂和高质量的产品袁
如赖氨酸尧维生素尧特别是维生素 B尧酶等等遥 我们都
知道现在很多饲料添加剂都是在中国生产的遥安迪苏
将成为第一家在中国大规模生产蛋氨酸产品的公司遥

安迪苏未来在中国市场有具体跟中

国饲料巨头合作的计划吗钥 如果合作您会选择谁钥
安迪苏不只是一个贸易公司袁我们

的营销政策是和客户发展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袁拥有
这样长期的关系我们还会特别的关注市场上的龙

头企业遥 在其他国
家也可以采用同样

的政策遥
早在 8 年前我

们就在中国建立了

我们的子公司袁已经
和中国的大型饲料

厂建立了很好的关

系遥
因

为历史文化的不同袁
中国和法国在企业

经验模式和人员管

理上有很大的差异遥
您怎样看待中法员工在工作常采用的不同方式和方

法袁以及东西方不同思维方式的碰撞遥 安迪苏渊中国冤
的管理是更偏重法国公司模式多一些还是偏重中国

本土化多一些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您制订决策有
没有影响钥

我们都知道饲料行业中的人员变动幅度是比较

大的遥 我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全外资的企业袁安迪苏的
海外公司是怎么培训以及留住人才的钥针对中国的情
况安迪苏有任何对员工培训的计划吗钥

问题提得很好遥法国和中国的文化
差异是很大的袁也会反映在商业操作方面遥 最有效的
方法就是彼此信任袁相互沟通袁我们与蓝星上上下下
都进行着很好的沟通和讨论遥我想说的是我们中国的
团队不但对法国安迪苏很了解袁 更了解中国的文化遥
当我们与股东之间发生分歧时袁我们会采纳中国子公
司的意见袁特别是顾总袁作为安迪苏中国的总经理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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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了解安迪苏袁清楚安迪苏需要什么遥 所以第一点
就是要和股东进行很好的沟通与交流曰其次对于蓝星
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袁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彼此互
信的基础上的袁也就是说袁我们相信蓝星作为我们的
股东会推动安迪苏的发展袁而且他们也相信安迪苏可
以帮助蓝星和中国发展饲料添加剂行业袁所以彼此信
任是非常重要的曰最后袁我会尽可能地避免双方管理
层面的误解遥

安迪苏的技术在全球非常有竞争

力袁请问贵公司每年用于研发的经费占销售额的比例
是多少钥 具体数目是多少钥

谈到研发我们都认为研发对公司

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遥 与其它化工行业的大公司相比袁
安迪苏用在研发上的资金占销售额的 2.5%遥 但是就
研发而言不是看投入了多少资金袁 而要看研发出什
么成果遥 要打入市场的产品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花了
多少钱遥

安迪苏在同行业中的优势是什么钥
参加研发的员工占员工总数的比例是多少钥

安迪苏里有自己的研发人员袁我们
还和世界上各大名校合作遥其实在安迪苏每个员工都
是研发人员遥

您怎么看待产品生产和环境污染的

矛盾钥在中国的生产厂家是否也按照欧盟环境标准来
建设钥

对我来说不存在产品生产和环境

污染的矛盾遥因为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已经把环境问题
考虑在内袁所以天津的蛋氨酸工厂也会严格按照中国
的环境规范来进行遥但是技术方面我们还是依照欧洲
的标准袁故天津工厂会结合中国和欧洲的标准建设遥

前段时间中国三鹿等一些奶粉添加

三聚氰胺造成了多数食用该品牌奶粉的婴幼儿患病袁
由此引发了政府机构和广大民众对奶制品安全的担

忧遥 您怎么看待这些企业的行为钥
我们知道安迪苏的产品如美斯特渊Metasmart冤可

以有效在平衡奶牛日粮

氨基酸前提下提高奶牛产奶量尧乳蛋白及乳脂率袁您
认为使用这类产品是否是中国未来奶业生产的一个

发展趋势钥 美斯特等产品还能为奶农和企业带来哪
些生产成本和食品安全上的好处钥

产品安全是安迪苏的首要准则遥不
管我们研发还是使用一种新产品袁我们都会在农场先
做测试袁因为我们在法国有专门用于试验的农场遥 我
们遵守各项规章制度遥

我们知道安迪苏一直非常注重新产

品的研发袁不久的将来安迪苏会有什么样的新产品服
务于我们的行业钥

最近我们在中国推出了一个新产

品要要要美斯特遥这个产品可以很好的提高产奶量以及
牛奶中蛋白质和乳脂的含量袁这个产品在欧洲成功问
世遥此外袁我们还推出了罗酶宝耐热性要要要Rovabio T-
Flex 遥今后袁我们会继续关注产品的最新配方袁因为这
些产品都有提升的空间袁例如袁我们正在寻找一种对
禽类更好的蛋氨酸遥

这次北京奥运会让世界看到了一个

全新的开放的中国袁在 2010年上海还要召开世博会遥
您会如何把握由开放带来的商机钥是否会将工作重心
放到中国地区袁您喜欢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吗钥

对于饲料行业中国是一个快速发

展的市场袁所以对于安迪苏来说能够领导中国市场是
非常重要的遥通过这次奥运会中国向世界展示其先进
的技术袁我们相信在饲料行业也是一样的遥 通过安迪
苏生命科学制品渊上海冤有限公司和股东的支持袁安迪
苏会在中国发展遥

现在全球金融危机会给安迪苏带来

影响吗?
目前来看袁金融危机给安迪苏带来

的影响不是太明显袁但是一些城市对肉的消费能力会
受到影响遥 然而安迪苏主要关注的是禽肉袁禽肉的价
格便宜袁而且富含丰富的动物蛋白袁所以禽类行业受
金融危机的影响要小一点遥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关注在
各个城市发生的变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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