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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龙通讯

本期要目:  饲料中添加酶制剂的应用          调控应激的营养途径 

 霉菌毒素危害及解决方案          饲料添加剂的发展方向 
 

饲料中添加酶制剂的应用 

酶制剂作为一种新型高效的饲料添加剂，可以提高

畜禽生产性能和减少排泄物的污染，同时也为开辟新的

饲料资源、降低饲料生产成本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本文

就饲料酶制剂在饲料配方中的应用技术作一介绍。 
1．玉米豆粕型日粮中应用酶的技术 
  1.1 玉米豆粕型日粮中添加酶可提高饲料的能量、蛋

白质的利用率。大量研究证明，饲料配方按照理想氨基

酸平衡原理，可用豆粕等植物性蛋白质代替动物性蛋白

质，保持畜禽正常的生产性能。但在玉米豆粕型日粮中

存在抗营养因子问题，其中主要是非淀粉多糖（NSP）、
蛋白酶抑制因子、植物凝集素、植酸、果胶、抗原蛋白

等，这些抗营养因子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饲料的消化利用

率。研究证明，饲料中添加复合酶制剂可提高玉米豆粕

型日粮的消化利用率。Siversides 等（1999）报道了巴西

圣保罗和维克萨大学所作实验，采用回肠消化率测定法，

在玉米豆粕型饲料添加酶制剂，结果提高了饲料的代谢

能值（P<0.05）和粗蛋白质的消化率（p<0.05）。 
  肉鸡日粮中添加复合酶制剂后，圣保罗大学试验中

代谢能值提高 2.5%，蛋白质消化率提高 3.6%；维克萨

大学试验两者分别显著提高 2.2%和 2.2%，差异显著，

玉米在饲料中的用量一般在 50%~70%，玉米的消化利用

率与饲料的转化率直接相关。 
  Noy 等（1994）对 4~21 日龄的肉鸡测定了玉米淀粉

回肠消化率，仅为 82%~89%，远低于公认的 95%，氨基

酸的消化在小肠中亦不完全，4 日龄消化率为 78%，21
日龄时为 92%，而添加淀粉酶等酶制剂后显著提高了小

肠中养分的消化率。Summers（2001）报道，在玉米豆

粕型日粮中添加复合酶制剂（β—甘露聚糖酶、淀粉酶、

木聚糖酶和蛋白酶）后，能量利用率可提高 2%~5%。因

此添加酶制剂可提高养分在小肠中的消化吸收率，同时

提高了玉米豆粕型日粮中的表观代谢能（AME）和蛋白

质利用率，从而提高畜禽的生产性能。 
1.2 添加饲料酶制剂可提高饲料转化率，降低饲料成

本，合理利用酶制剂可提高饲料的消化利用率，降低饲

料和养殖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国内外研究表明：饲料

添加酶制剂后，动物增重提高 5%~15.2%，料肉比下降

3%~8%，饲料转化率提高 3.5%~10%，产蛋率提高

5%~8%，采食量提高 7%。 
  柳卫国（1998）在蛋鸡玉米豆粕型常规基础日粮中

添加 0.1%复合酶，试验组较对照组产蛋率提高 8.7%
（P<0.05），蛋重提高 2%~3%，料蛋比降低 9.4%
（P<0.05）。 
  1.2.1 直接在饲料中添加酶制剂。 简单的方法是将

酶制剂直接加入日粮中，无论从效果还是从经济角度考

虑都是可行的。Pack 等（1996）等报道了巴西农场对 1~45
日龄肉鸡所作的试验，在玉米豆粕型日粮的粉料和颗粒

中分别添加酶和不加酶，结果表明，在粉料及颗粒料中，

加酶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日增重显著提高 4%~5%，料

重比极显著降低。 
  1.2.2 加酶后可调整饲料配方，降低营养浓度，从而

降低饲料成本。在饲料中应用复合酶制剂，配方的能量

和氨基酸可适当降低而不影响饲养效果。一项试验结果

根据肉鸡育雏生长育肥阶段的营养水平，以不加酶组为

标准对照粮，加酶试验组日粮能量降低 2.3%~3.4%，结

果不加酶的正常能量组和加酶的低能量组之间性能没有

明显差异（P<0.05），表明日粮中添加复合酶制剂，可降

低日粮能量水平而不影响肉鸡的生产性能。Pack 等

（1996）报道，在肉鸡玉米豆粕型日粮中，将试验组日

粮的代谢能降低 3%，蛋白质和氨基酸水平降低 5%，前

期能量和蛋白质分别为 12.75MJ/kg 和 22%，后期料为

13.20MJ/kg 和 20%，影响动物的生长性能，但添加酶制

剂能补偿因营养浓度降低而引起的肉鸡生长减缓，提高

了经济效益。 
  1.2.3 用植物性原料替代动物性原料 
  Graham 等（1995）报道，断奶仔猪饲料中含有昂贵

的鱼粉及乳清粉，通过添加酶制剂可降低鱼粉及乳清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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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量，保持营养浓度不变不会影响断奶仔猪生长。一项

试验对照日粮含 10%乳清粉和 4%鱼粉，试验日粮含 4%
乳清粉和 2%鱼粉（减少 6%乳清粉和 2%鱼粉）添加豆

粕和酶制剂，调整能量和氨基酸。结果试验组仔猪的生

产性能有所改善（P<0.05），每千克增重较对照组成本降

低 11%，经济效益显著。 
2．麦类基础日粮中酶制剂的应用技术 
  我国饲料资源中玉米相对缺乏，而小麦、大麦、高

粱等由于含有抗营养因子（阿拉伯木聚糖和 β—葡聚糖

等）使饲料营养成分不能被充分消化吸收。而通过添加

酶制剂可提高这些原料的利用率达到减少玉米用量，降

低饲料成本的目的。 
  2.1 小麦日粮中应用酶制剂。小麦的主要抗营养因子

是阿拉伯木聚糖，添加复合酶（木聚糖酶等）能降低阿

拉伯木聚糖等非淀粉多糖，降低肠道粘度，提高小麦饲

料利用率。据 John 等（1997）报道，小麦添加酶制剂（主

要含木聚糖酶）后其 AME 可提高 6%，代谢能与玉米相

当，由于蛋白质消化率提高，氨基酸消化率可提高 10%。

小麦日粮中添加酶制剂可改善饲料的利用率外，由于添

加酶后小麦的代谢能值有所提高，可以减少饲料中较为

昂贵的油脂添加。Belyavin 对此进行了验证试验，0~42
日龄肉鸡日粮，试验 1 组为小麦基础粮；2 组为小麦日

粮+酶，3 组为小麦日粮+代谢能 6%+酶，各组中赖氨酸

和含硫氨基酸含量一致。试验表明，各组 42 日龄活重统

计无差异，2 组饲料效率较 1 组显著提高 6.4%，3 组与 1
组饲料效率差异不显著但也提高了 2.9%（其中 6%代谢

能为增加小麦 40kg/t，减少豆油用量）。 
  2.2 大麦日粮中应用酶制剂。添加酶制剂可提高大麦

的能量利用率。Graham 等（1995）报道，在肉鸡大麦日

粮中，添加 β—葡聚糖酶后，大麦的表观代谢能（AME）
提高 10%，从而使其 AME 达到 12.9MJ/kg。在猪大麦基

础日粮中添加复合酶制剂（β—葡聚糖酶等）后，大麦的

消化性能明显提高 6%，消化能达 14.1MJ/kg。韩正康

（2000）对在不同家禽生长性能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

表明添加酶制剂后肉鸡、鸭、鹅生产性能显著提高，料

肉比极显著改善。 
2.3 麦类基础日粮替代玉米时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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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玉米型日粮中的亚油酸、叶黄素等一些功能性

成分对畜禽的生长有一定作用。亚油酸（18：2ω-6）是

必需脂肪酸中的一种，在猪日粮中 0.1%即可满足猪的生

长需要（NRC，1998）。小麦代替玉米在猪饲料中应用时

不会因亚油酸的不足影响猪的生长。而家禽对亚油酸的

需要量较高，亚油酸通过影响蛋黄的重量而影响蛋的质

量和蛋白质。一般家禽对亚油酸的需要量 1%，在家禽日

粮中应用小麦、大麦时应考虑将亚油酸作为营养指标考

虑，可以通过添加植物油来解决亚油酸不足的问题。 
（2）叶黄素在玉米中含量 高，在蛋黄和肉鸡的着

色方面起重要作用，而小麦日粮中叶黄素的含量很低。

对白羽肉鸡，用小麦替代玉米改善肌肉和脂肪的色泽品

质。对蛋鸡，可考虑使用含叶黄素丰富的原料及其其它

玉米副产品弥补小麦、大麦叶黄素含量低的问题。 
3．其它饲料类型中酶制剂的应用技术 
  大量的杂粕（棉籽粕、菜籽粕、葵籽粕、芝麻饼及

花生饼等）常常在饲料中利用。但由于这些原料本身含

有较多的抗营养因子或对畜禽生长有害的成分，限制了

饲料中的用量，添加酶制剂可改善这种状况。Stanley 等

（1996）对肉仔鸡日粮中不同棉籽水平添加酶制剂效果

进行试验，添加酶制剂 7.5%、15%、30%的棉籽粕日粮

均显著改善了肉鸡饲料转化率。Pack 等（1996）报道，

在肉鸡高粱（65%）、豆粕或高粱（62%）、豆粕、菜籽

粕日粮中添加木聚糖酶等进行试验（菜籽粕前期 5%、后

期 10%），结果表明，日粮中添加酶制剂提高了高粮日粮

肉鸡全期的增重和饲料转化率，高粱豆粕日粮组加酶后

达到显著水平（p<0.05）。表明酶制剂不仅可应用于玉米

豆粕型日粮中，而且对高粱菜籽粕日粮同样有效（菜籽

粕用量可达 10%），未影响动物的生产性能。 
为了提高饲料利用率，减少饲料中抗营养因子对畜

禽生产性能的不良影响，除了在饲料加工方面采取新的

技术外，在饲料配方设计时，可通过原料筛选，添加合

成氨基酸和饲料复合酶制剂来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和畜禽

生产性能。酶制剂的选用应根据饲料原料的类型（即抗

营养因子的种类和数量）、畜禽的种类、生长阶段合理使

用，并考虑加酶后饲料能量蛋白比值、蛋白质和氨基酸

的提高幅度，进行配方优化。 
根据以上诸多实践，国龙设计了玉米豆粕型日粮复

合酶制剂甘露酵素、麦类日粮复合酶制剂麦乐酵素、杂

粕副料日粮复合酶制剂佳能酵素等产品，可以有效的针

对客户不同日粮解决酶制剂使用的需求。从而提高饲料

利用率、提高畜禽的生产性能，为充分利用非常规原料，

降低饲料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开辟了新的前景。■
  

 
极易发霉，故在加工时可用防霉剂控制霉变。 

2、去毒措施 
（1）剔除霉粒  毒素主要集中在霉坏、破损、变色

及虫蛀的粮粒中，如将这些粮粒挑选出去，可使毒素含

量大为降低。 
（2）碾轧加工法  霉菌污染粮粒的部位主要在种子

皮层和胚部，因此通过碾轧加工，除糠去胚，可减少大

部分毒素。  
（3）水洗法  用清水反复浸泡漂洗，可除去水溶性

毒素。有的霉菌毒素虽难溶于水，但因毒素多存在于表

皮层，反复加水搓洗，也可除去大部分毒素。  
（4）吸附法  白陶土、活性炭等吸附剂能吸附霉菌

毒素，减少胃肠道对霉菌毒素的吸收。 

3、脱霉保健法 上接第 4 页 

防霉措施旨在预防霉菌的发生，对于已经发生霉变

的饲料作用不大，因饲料中霉菌有田间霉和储藏霉，因

此不可能完全避免霉菌的发生，而使用传统的防霉去毒

措施，虽然能除去部分霉菌及毒素，但无法弥补饲料因

霉变造成的营养损失。 
针对普遍存在的霉菌毒素污染，国龙集团代理的霉

帮素（美国 Agranco 公司产品）就是一霉菌毒素吸附剂

产品，它具有广谱吸附效果，能有效去除饲料中的曲霉

菌毒素（黄曲霉菌毒素等）和镰刀菌毒素（玉米赤霉烯

酮、T-2 毒素等），其吸附效果已被国际上 权威的毒素

检测机构认证，畜禽饲料中仅需添加霉帮素 500g/t，可

长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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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应激的营养途径 
 

随着动物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动物遭受越

来越多的应激，严重影响动物生长性能、生产成绩和产

品质量，给养殖户和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控

制动物应激是每个生产者提高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的途

径之一。控制应激的方法一般以遗传育种和营养调控为

主。前者费时费力，后者成本低，易操作。本文将阐述

在生产实践中营养对应激的调控作用。 
1 能量：适当提高日粮中的能量水平，以保证猪每

日所需能量的绝对摄入量，可减缓应激。由于在日粮中

提高了能量浓度，降低了热增耗。在应激畜禽中用油脂

代替部分碳水化合物，可使动物获得了较高的生产净能，

同时改善饲料适口性，而并不是应激状态下畜禽对脂肪

的需要量增加。具体的方法有：①适当提高日粮的能量

浓度；②日粮中添加脂肪。一般认为，在高温条件下，

日粮添加 2%～3%混合脂肪是提高日粮能量水平、稳定

猪增长速度的有效措施，特别在日粮赖氨酸供应不足时，

该效果明显；③日粮中添加乳糖、蔗糖。 
2  蛋白质和氨基酸：Leiboholz(1982)报道乳糖和乳

蛋白均有助于提高断奶应激仔猪对饲粮养分的消化率。

Stahly 等(1979)报道合成赖氨酸代替天然蛋白质对应激

猪有利。在热环境下，以理想蛋白为基础，增加日粮赖

氨酸含量，动物的饲料转化效率得到改进。尾雄次(1989)
认为可通过添加结晶氨基酸、降低饲料中粗蛋白水平减

轻热应激。Newby 等(1985)、Sissoms(1989)试验证明，

植物蛋白通常含多种抗营养因子，如大豆中某些抗原物

质——大豆球蛋白，β-聚合球蛋白会引起断奶应激猪的

过敏反应，导致腹泻或者发生免疫反应，使肠道绒毛萎

缩、腺窝增生、酶水平下降。综上所述，通过蛋白质控

制应激的方法有：①降低日粮蛋白质含量，提高氨基酸

水平；②以理想蛋白质模式配制饲料；③降低能量蛋白

比；④限制植物蛋白的用量。 
3 碳水化合物：高纤维饲料如大麦等，含非淀粉多

糖 NSP(β-葡聚糖、阿拉伯木聚糖)对断奶应激猪有特殊作

用。断奶仔猪日粮中含适量的高抗性的非淀粉多糖，不

仅能防止消化障碍，而且有益于胃肠道后段部分适应消

化功能，由于适量的纤维供给大肠菌群发酵的底物，会

降低结肠中氨的形成，减少应激引起的腹泻。Orban 等

1997 年报道了低聚糖显著改善.热应激肉鸡的饲料转化

率，提高了日增重和采食量，使盲肠中需氧微生物和大

肠杆菌类数目显着降低，而双歧杆菌数目明显增加，因

此低聚糖被广泛用于改善动物健康和提高生产成绩。日

粮中添加低聚糖明显增加上皮细胞通透性、盲肠表面积、

小肠重量及盲肠肌厚度，有利于营养的消化吸收。所以

常用以下几种方法控制应激：①饲喂粗纤维含量高的饲

料；②应激畜禽用 4%的萄葡糖饮水；③在饲料中适量添

加低聚糖。 
4 维生素：维生素在代谢过程中起辅酶催化作用。

在应激过程中 重要的代谢途径之一是脂解作用，需要

一系列辅助因子(如：核黄素、烟酸、泛酸、生物素、VB12

等)参与酶促反应，这些因子都影响应激。但研究 多、

影响 大的是VE和VC。 

4.1 添加 VC 
VC 参与体内氧化还原反应，它的强还原性使其具

有解毒功能，可促进机体生成、增加白细胞吞噬功能、

增强肝脏解毒功能、改善心肌和血管代谢、提高机体抗

病率。常温下，家禽能合成 VC 满足生理需要，热应激

时合成能力下降，所以需要量增加。已有不少报道指出，

添加 VC 能减少高温应激引起的死亡率。实践中，在日

粮中添加 200mg/kg 的 VC 能使蛋鸡产蛋率提高 9%，降

低破蛋比例，提高饲料转化率。 
4.2 添加 VE 
刘铀等(1998)研究表明：应激可造成免疫器官萎缩、

变性、淋巴细胞坏死，增加 VE 可增强畜禽的免疫功能，

显著提高淋巴细胞的转化率、免疫球蛋白 lgG 浓度和新

城疫 HL 抗体效价。日粮中添加 100mg/kg～300mg/kg 的

VE 均能改善家禽应激的临床症状。 
5 矿物质的添加 
5.1 降低钙磷比 
据报道，钙和磷的营养作用影响鸡对应激敏感性，

供给低钙高磷的鸡比供给正常钙低磷的鸡存活时间长。

日粮中钙的含量影响鸡对热应激的耐受量，短期缺钙和

饥饿对热应激引起的高温有抵制作用。钙、无机磷酸盐

的浓度变化与血液 pH 值之间存在强相关，在热应激期

间，鸡体温升高与鸡维持血液钙水平的能力呈负相关。

钙磷比可能对热应激肉鸡的热致死时间有一定影响。 
5.2 添加有机硒 
硒可以防止细胞膜的脂质结构遭受破坏，保护细胞

膜的完整。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 的组成成

分，使有害的脂质过氧化物 ROOH 还原为无害的羟基化

合物，避免细胞膜结构和功能遭受破坏。 
5.3 添加有机铬 
现代营养学研究表明：铬是组成葡萄糖耐受因子

(GTF)的成分，GTF 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活性，可通过改

变皮质酮的产量和胰岛素的活性而影响动物对应激的反

应。铬可降低动物在运输和屠宰厂的应激，从而减少 PSE
和 DFD 肉的发生率。 

5.4 添加有机镁 
实验表明在屠宰前日粮中添加天冬酰胺镁(MgAsp)

可减少 PSE 肉的发生。减少神经冲动引起的乙酰胆碱的

分泌、降低神经末梢和肾上腺儿茶酚胺的释放。 
5.5 其他矿物质的添加 
铜、铁、锌、锰、钾的添加，特别是钾可抑制应激

蛋清中总蛋白的下降，碱性磷酸酶和谷丙转氨酶的上升。

Smith报道在 5 周龄～8 周龄的肉鸡饮水中添加 0.24%～

0.3%氯化钾能使热应激的肉鸡达到 快生长速度。邵莹

等 分 别 在 热 应 激 蛋 鸡 饲 料 中 添 加 1%NH4C 与

0.5%NaHCO3能缓解热应激。 
6 结语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养殖向集约化、规模化的发展，

影响应激的因素越来越多。但人们对应激的原因及机理

研究越来越透，用营养调控应激是即节约又可行的方法

之一。■



霉菌毒素危害及解决方案 
 

霉菌是丝状真菌的俗称，某些霉菌在一定条件下能

生成对人或动物有毒的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称为霉

菌毒素或真菌毒素。霉菌及其毒素污染的食品和饲料，

对人和动物健康危害很大。在畜牧业生产中，霉菌毒素

对饲料的污染往往导致畜牧生产的重大损失，它们对动

物会带来多种危害和不良影响，轻者降低饲料的营养价

值，重者引起动物急性或慢性中毒，甚至死亡。在养猪

生产中，经常碰到生长育肥猪生长速度慢、饲料报酬低，

抗病力差，并且使用各种药物治疗效果不理想，整齐度

差的现象，深究其原因大部分是霉菌毒素惹的祸。 
一、霉菌与霉菌毒素污染饲料的危害 

1．影响饲料的适口性 
饲料霉变过程中，霉菌生长消耗营养物质，并分解

饲料中的蛋白质和糖化淀粉，产生异味，而猪嗅觉非常

灵敏，因此霉变饲料可严重影响饲料适口性，降低猪的

采食量。 
2．导致营养物质损失 
霉菌生长也需要营养物质，其营养需要来自饲料。

饲料霉变后营养价值严重降低。含 500μg/kg 以内的黄曲

霉毒素饲料，生物素损失达 31.5%，其他营养物质损失

14-20%，因而长期饲喂这种饲料可引起某些营养缺乏。 
 3．引起急慢性中毒 

 饲料中的霉菌毒素可引起畜禽发生急性或慢性中

毒，有的霉菌毒素还具有致癌、致突变和致畸的作用。

长期摄入含黄曲霉毒素饲料的动物会出现癌肿，特别是

肝癌。在养猪生产中，霉菌毒素常常导致母猪死胎、流

产、假发情等。 
4．造成免疫抑制 
霉菌毒素会影响动物和人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造成免疫抑制，免疫抑制可以导致猪对气喘病、附红细

胞体、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猪瘟和流感等三十多种疾

病的易感性增强。 
二、饲料的防霉与去霉措施 

1、防霉措施 
（1）控制湿度  即控制饲料中水分和贮存环境的相

对湿度。一般谷物含水量在 13%以下，玉米在 12.5%以

下，花生仁在 8%以下，霉菌即不宜繁殖，故这种含水量

称为安全水分。 
（2）控制温度  将环境温度控制在 12℃以下时，能

有效地控制霉菌繁殖和产毒。 
（3）防止虫咬、鼠害  利用机械及化学防治等方法

处理粮仓贮藏害虫，并注意防鼠，因为虫害或鼠咬损伤

粮粒使霉菌易于繁殖而引起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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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用防霉剂  经过加工的饲料原料与配合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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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添加剂的发展方向 

随着动物营养学、生理学、饲养学、生物化学、生

物工程学、药物学、微生物学等多门学科的发展，现在

的饲料添加剂已融合了多门学科和多种新技术，其功能

和应用范围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因此，当前乃至今

后一段时间内饲料添加剂的开发生产，将呈现以下八大

发展方向： 
1、科技化 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饲料添加剂的科技

含量不断提高，科技化将成为饲料添加剂发展的一个重

要标志。随着饲料添加剂行业科技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将出现一批科技含量高的饲料添加剂品种，从而带动饲

料工业向科技化方向发展，促进饲料工业、畜牧业向更

高层次发展。 
2、专业化 目前，饲料添加剂行业还附属于饲料工业、

制药业等相关行业，专业化程度不高。随着养殖业规模

的不断发展，对配合饲料的需求量会大幅度增加，对质

量要求也不断提高，这将有力地推动饲料添加剂行业的

专业化发展进程。 
3、系列化 随着饲料添加剂行业向科技化和专业化方向

发展，饲料添加剂的品种种类将进一步系列化和细分化。 
4、环保化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饲料添加剂的环保化将是未来饲料添加剂开发的重

中之重。特别是抗生素等一些副作用较大的饲料添加剂

被逐步淘汰后，随着新一代产品的研制和开发，环保性

将具有更明显的时代特征。未来开发的饲料添加剂，应

该能合理地利用资源、不污染环境、对人类健康不构成

威胁、不存在药物残留等毒副作用。 
5、高效化 高效化是未来饲料添加剂发展的一大方向，

饲料添加剂的高效化依赖于饲料添加剂相关技术的进步

和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饲料添加剂生产单位将

更重视饲料添加剂的基础研究，并不断开发新品种，从

而使饲料添加剂品种不断更新，作用效果也会明显提高。 
6、功能化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动物产品

也提出了新的特殊要求，如动物产品的颜色、肉质、味

道以及保健功能等，而这些需求大多数必须通过饲料添

加剂的功能来实现，因此，饲料添加剂的功能化也是未

来发展的一大方向。饲料添加剂具有保健功能和一种添

加剂具有多种功能必将成为饲料添加剂的开发亮点，有

很大的市场发展潜力。 
7、经济化 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饲料添加剂的

经济性更进一步得到体现。饲料添加剂除了要有较好的

作用效果和生产性能外，其经济性能也相当重要。只有

具备较好的经济性能价格比和投入产出比的饲料添加剂

才能被广大饲料生产厂家和养殖业主所接受，才能得到

广泛的推广应用。 
8、方便化 未来的饲料添加剂应更接近和方便于实际生

产应用，因此，微量化和预混化也是以后饲料添加剂发

展的一个方向。 
总之，应用饲料添加剂，要坚持安全、经济、高效、

方便的原则，掌握添加剂的应用方法和使用技术，充分

发挥其功效和作用，达到良好的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