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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龙通讯
 

本期要目: 饲用发酵产品发展趋势 无抗生素饲料条件下猪的营养管理 

畜禽养殖场除臭技术研究进展 美国 FDA 关于减少育肥动物抗生素使用的计划 

 

  饲用发酵产品发展趋势 
 
通过微生物发酵技术和酶制剂创造新产品、新技术

和新工艺，与饲料生产相关企业和养殖业结合，组成一

条龙联合攻关队伍，形成具有展示效应的产品，是饲料

生物技术研究的主要任务。饲用发酵产品在解决饲料工

业难题上有着无与伦比的优点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是当

前国内外的研究重点。目前具有较好研究基础和潜力，

又能解决饲料工业难题的发酵工程技术和产品主要有： 
  1、微生物发酵饲料及发酵添加剂 
  微生物发酵饲料上主要是酵母产品。国外生产的酵

母产品主要有：活性干酵母，酵母培养物、营养性酵母

和酵母制品（如酵母提取物、酵母自溶物），其中用于饲

料工业的主要是营养性酵母和酵母培养物。我国的酵母

类饲料产品主要有饲料酵母和酵母饲料。饲料酵母是真

正的单细胞蛋白，每克细胞数大约 80－100 亿，而酵母

饲料目前掺杂使假严重，没有严格标准。 
  酵母培养物是一种独特的酵母产品，由特定的酵母

菌种按特定的工艺和培养基进行发酵而形成。它在配合

饲料中添加量在 l％－10％。它在美国已存在 50 多年，

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饲料产品。它含有一定的活性酵母，

但不是主要成分，其主要的使用价值在于酵母细胞在培

养基中产生的代谢产物和胞壁甘露寡糖。甘露寡糖对蛋

鸡在炎热季节维持采食量特别有用，有助于种蛋鸡增加

蛋重和老年蛋鸡维持良好的蛋壳品质，可提高种蛋鸡产

蛋数 3－5 个，提高孵化率。 
  发酵饲料的另一个产品是青贮饲料，它是反刍动物

的主要粗饲料。1985 年以来，农业部重点推广青贮饲料

技术，取得巨大成绩。近 15 年来青贮技术中关于微生物

青贮接种剂的研究与应用一直处于 为重要的地位，在

美国注册入市的微生物青贮添加剂有 140 多种，欧洲也

有 80 多种。北美和欧洲国家青贮饲料制作已经广泛使用

微生物青贮添加剂，其效果已经为研究和生产领域所确

证和接受。微生物青贮剂能够控制青贮饲料发酵模式，

减少青贮饲料损失，改善青贮饲料适口性。我国青贮添

加剂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方面还十分薄弱，迫切需要加强。 

  2、微生物富集有机微量元素 
  饲料中的微量元素长期以来均以无机盐的形式添

加，其稳定性差，容易与维生素、草酸、植酸等发生反

应，生物利用率低，也降低维生素的生物效价。而增加

微量元素的添加量，则造成资源浪费。近年来，不同来

源的有机态微量元素特别是微生物富集的微量元素逐渐

被采用。大量试验表明，微生物富集微量元素较之无机

态不仅吸收利用率高，而且对增进动物健康，提高生产

性能，减少应激等方面均起很大作用。如无机硒主要为

亚硒酸钠，饲料中直接添加时会降低猪鸡的抗应激能力，

转群运输屠宰时易导致血管壁破损，形成肌肉出血点，

影响生长和肉质。若混合不均、局部浓度过高时则有剧

毒。再如＋3 价铬是人和动物组织中葡萄糖耐受因子的

重要组分，对人畜的耐力、抗应激能力很重要、而制革

工业、电镀工业中用的＋6 价铬有毒，是环境污染的元

凶。利用酵母和真菌可以将＋6 价铬转化为＋3 价铬，变

毒为宝。因此结合金属废液排放企业的环保治污工程进

行微生物富集微量元素，具有双重效应。 
  3、微生物酶法生产维生素 

泛酸钙作为维牛素饲料添加剂，在畜禽养殖中具有

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饲料用泛酸钙生产量为 1600 吨。

生产泛酸钙关键中间体泛解酸内酯需要拆分，有方法三

种：其中化学拆分法的缺点是拆分剂太贵，成本高，分

离困难，还有毒性和环境污染问题；诱导结晶法直接生

产 D－泛酸钙，收率低，纯度差，成本高，生产量小；

生物法拆分主要指微生物酶法。 近国内筛选得到了能

高产 D 一泛解酸内酯水解酶的微生物菌株，进行了 DL
一泛解酸内酯中间体拆分，产品质量能满足 D 一泛酸钙

的生产要求，技术可以产业化，也有益于环境。 
4、饲料酶制剂 
在非常规植物性饲料中存在大量的非淀粉多糖。大

麦、小麦和黑麦都含有β-葡聚糖、木聚糖，米糠中含有

大量的纤维素和木聚糖。利用酶制剂，消除和降解饲料

原料中的抗营养因子是提高消化率、节约饲料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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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抗生素饲料条件下猪的营养管理 接上期 

 
5 其它添加物 

下面将简单讨论以下饲料中的其它一些成分，这些

成分不能被动物直接提供营养，但能促进肠健康或提高

免疫力。这些成分主要包括前生命物质、酸化剂、酶、

草本植物和香料，这些被称为是前营养物。 
在无抗生素时，对猪生产有潜在使用 价值的主要前

生命物质是乳酸菌，芽孢杆菌、双歧杆菌、乳酸杆菌、

链球菌、能直接饲喂的微生物大约有 40 种。乳酸菌的优

点已经在前面讨论过了，目前所关注的是微生物中的一

些芽孢杆菌和肠杆菌的安全性，它们与一些致病菌属于

相同的属。乳酸杆菌与任何病原菌都无关，所以不存在

安全性的问题。 
乳酸菌的反应特性是多变的，也许与所用菌株、试

验开始时肠道中致病菌的浓度、试验环境有关。在无抗

生素存在时，可直接饲喂的微生物可作为日粮当中的一

种常规成分，或只在肠疾病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使用，

因为目前乳酸菌的产生似乎不能建立永久的菌群。 
在前生命物质“家族”中的另一类就是酵母。酵母是

蛋白质和氨基酸(除蛋氨酸)的良好来源。经过暴晒的酵

母也可作为麦角醇的来源，而后者可能转化为VD，多种

来源的酵母均含有大量的VB和有机来源的铬、铯。酵母

尤其是酿酒酵母，含有和释放对消化过程中利用的酶，

包括蛋白酶、肽酶、脂肪酶、水解酶、麦芽糖酶、磷酸

酶和半乳糖酶。酵母的抗微生物效应可能是因为在细胞

壁中发现的甘露聚糖能结合病原微生物的吸附位点。 
酸化剂在中猪日粮中广泛应用，目的是降低胃中的

酸度，这样可以增加蛋白酶和其它酶的活性。试验发现，

饲料中添加有机酸能使腹泻发生率下降 40%。Partanen
阐述了不同有机酸的作用，发现断奶仔猪和大猪日粮中

有机酸能使蛋白质和氨基酸的可消化性提高 3%。 

酶的主要作用是促进饲料中营养物质的吸收或改变

肠道内容物的粘度，通过促进营养吸收，酶能降低肠道

内病原菌所能利用的营养。 在以小麦和大麦为基础日粮

中，酶能增加纤维的消化率，降低肠内粘度。在无抗生

素的计划中，酶在饲料中的作用必须重新评价，因为从

可溶性的纤维中释放出碳水化合物的酶活性有待提高，

但要保留其降低肠内容物粘度的活性。酶的另一个潜在

的新用途是使非消化性寡糖部分水解，形成前生命物质。

前生命物质能作为有益菌的生长底物或结合病原菌的底

物。酶也能通过促进营养物如氨基酸的吸收而起积极的

作用，这样一来就可降低饲料成分(如大豆)中抗营养因

子的作用。 
也许草本植物和必需的油类能替代猪饲料中抗生

素。Kamel(2000)和Wang(1998)已经研究了有潜在价值

的草本植物及其作用模式。草本植物通过增强细胞介导

的免疫力，刺激胸腺，直接进入细胞膜，增加DNA和RNA
在脾脏中的和成和刺激淋巴组织而影响免疫系统。据报

道一些草本植物也能像对免疫功能有重要作用的VA和
VE一样，有一定的生理效应。别的一些草本植物能减少

对免疫系统有抑制作用的应激反应。除了对免疫系统有

潜在的积极作用外，一些草本植物对微生物有直接的抑

制作用。然而，草本植物不能区分乳酸菌和病原菌。因

此草本植物和可直接饲喂的抗微生物制剂一起使用时应

小心。 
合理的营养要素、适合的使用剂量和适宜的营养比

例的日粮，对维持动物健康、改善免疫系统功能有重要

作用。足够的营养补充将使动物能充分利用所提供的前

生命物质、酸化剂、酶和草本植物的提取物。下一步就

是在无抗微生物因子存在的情况下评估猪的营养需要和

饲料添加物的功效。

 
纤维素酶、果胶酶能破除植物细胞壁，使细胞内

容物充分释放出来，为单胃动物肠道所吸收。β-葡聚糖

酶、木聚糖酶和果胶酶能水解水溶性β-葡聚糖、木聚糖

和果胶，能有效降低动物肠道中食糜粘度，有利于内源

消化液充分和食糜混合充分消化，利于营养物的吸收提

高饲料的利用率及能量，降低料重比。 
在含全脂米糠、高油玉米、草苜蓿粉、血粉、饼粕

等的饲料中添加脂肪酶，可提高表观消化能 5%-11%，

提高猪禽增重速度 4%-10%，提高饲料利用率 2%-7%，

减少粪便排泄量。我国年产米糠 1000 万吨，使用脂肪酶

后相应节约的消化能相当于 50-100 万吨玉米。 
植物性饲料原料中约 60%-80%的磷以难溶的植酸

磷形式存在，鸡、猪等对其消化率非常有限，一般只能

利用 15%左右。这在饲喂过程中造成许多问题：①造成

磷源浪费。②形成高磷粪便，造成环境污染。③植酸与

钙、锌、铜等离子络合还造成多种微量元素利用率下降。 
植酸酶可以降解饲料中的植酸磷可成为畜禽利用的

磷酸。仔猪日粮中添加 500 IU／kg 的植酸酶，可以替代

75％的磷酸氢钙，并可促进猪的生长，提高饲料转化效

率和经济效益，减少环境污染。蛋鸡、蛋鸭需要从日粮

中摄取大量的钙磷以生成蛋壳。饲料中添加植酸酶可提

高蛋禽对有机磷的利用效率，替代部分或全部磷酸氢钙，

提高效益，减少污染。 
5、饲用微生态制剂 

饲用微生态制剂具有促生长、防病治病、改善养殖

环境的功效，可广泛添加于家畜、家禽、水产动物的饲

料中。Pollman（1986）对断奶仔猪、母猪、育肥猪饲喂

微生态制剂，试验证明微生态制剂可显著提高日增重和

饲料报酬。Lin 等人比较了口服微生态制剂和应用抗生

素对防止仔猪肠道疾病的功效，结果证明微生态制剂组

的仔猪死亡率为 8.1%，仔猪黄痢发病率为 3.7%；而抗

生素组的仔猪死亡率为 12.1%，仔猪黄痢发病率为

10.7%，同时微生态制剂组的仔猪比抗生素组的仔猪在

15 日内多增重 390g。添加微生态制剂组在增重、采食量、

防止和控制下痢的应用效果都优于抗生素组。 

总之，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动物试验都证明了饲用

微生物发酵产品确实有益于养殖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

保护。在人们追求健康生活的今天，面对药物带来的严

重副作用，绿色无污染、无毒副作用、无残留、功效显

著的饲用微生物发酵产品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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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

提高，规模化养殖已成为畜禽养殖业发展的一个趋势。

但是，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排出的粪尿及所产生的氨气、

硫化氢、粪臭素（SK）、吲哚、三甲胺、丙烯醛等有害

气体不利于畜禽业的可持续发展，它们不仅影响了畜禽

正常的生长与生产性能，而且也影响着周围居民的生活

环境甚至身体健康。本文综述了畜禽养殖场除臭技术，

并展望了未来除臭技术的发展方向。 

（1）物理型除臭剂 

  物理除臭剂是通过物理的方法除去臭味，利用除臭

剂的物理性质，不改变臭气组分，只改变其局部浓度，

或者相对浓度。常见类型有吸附剂和掩蔽剂等。 

① 吸附型除臭剂 

  吸附型除臭是利用分子间的范德华力吸附去除环境

中的恶臭物质，其比表面积大、孔容大，通常能吸附空

气中的恶臭分子，降低恶臭浓度，达到除臭目的。常见

的吸附型物质有活性炭纤维、各类沸石、某些金属氧化

物和大孔高分子材料等。 

② 掩蔽型除臭剂 

  掩蔽型除臭剂是利用天然芳香油、香料等物质掩蔽

恶臭。主要是对难以去除的臭味或者除臭比较麻烦的环

境，按比例混合几种有气味的气体，以减轻恶臭。在饲

粮中添加茴香、甘草和苍术等有特殊气味的物质，可使

畜禽舍臭味降低，采食量增加，抵抗力增强和促进生长。 

（2）饲料酸化剂 

  继抗生素之后，饲料酸化剂成为与酶制剂、益生素、

香味剂等并列的重要添加剂，是一种无抗药性、无残留、

无毒害作用的环保型添加剂。它可降低饲料在消化道中

的pH，为动物提供 适的消化道环境，已在国内外得到

了广泛应用。 

  有机酸可减缓胃的排空速度，增加食物在胃中的停

留时间，提高其消化率；降低胃肠道pH，调控胃肠道微

生物菌群平衡；抗应激，提高动物免疫力；参与代谢，

促进营养物质的吸收。复合酸化剂是利用各种无机酸和

有机酸按一定比例配合而成的，可迅速降低pH，具有良

好的缓冲效果。 

（3）微生态除臭剂 

  微生态制剂是指利用正常微生物或促进微生物生长

的物质制成的活的微生物制剂。即一切能促进正常微生

物群生长繁殖或抑制致病菌生长繁殖的制剂都称为“微

生态制剂”。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大量资料证明，死

菌体、菌体成分及代谢产物具有调整微生态失调的功效。 

  在畜禽生产中，微生态除臭效果明显。它可促进动

物肠道内有益菌的生长繁殖，抑制有害菌活动，平衡肠

道菌系，从而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减少臭气排放量。有

些微生物（如真菌）还有一定的固氮功能。因此，一部

分臭气可被微生物利用。 

  目前，微生态除臭已成为一种应用广泛的除臭技术。

在饲料工业中应用广泛的有植物乳杆菌和枯草芽孢杆菌

等。 

  （4）复合型除臭剂 

  复合型除臭剂是利用多种方法、使用多种类型的除

臭剂从而达到有效去除臭气的目的。比如，将吸附除臭

和化学除臭相结合，可加快去除臭气的反应速度；微生

物除臭剂与植物型除臭剂混用可为微生物提供更多营

养，并能使除臭持续较长时间或效果更佳。 

国外将天然沸石与硫酸亚铁混用，该除臭剂达到了

很好的试验效果，并获得了专利。徐廷生等将物理除臭

与微生物除臭相结合、饲喂与舍内撒布相结合，筛选出

能够提高生产性能、净化畜舍环境的复合型除臭剂。 

（5）使用饲料酶制剂 

  饲料酶制剂是为改善动物体内的代谢效能和提高动

物对饲料的消化利用而加入饲粮中的酶类物质。 

  酶制剂可提高畜禽消化道内源酶活性、补充内源酶

不足；破坏植物细胞壁，提高饲料的利用效率；消除饲

料中的抗营养因子，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从而减

少臭气排放。同时，还可以改善肠道内微生物区系，提

高免疫功能。 

  饲料原料结构复杂，所以在饲料工业生产中复合酶

制剂使用较多。复合酶制剂是指含2种或2种以上单酶组

成的产品。酶制剂可提高饲料氮、磷利用率，减少畜禽

粪便排放量，且粪尿中氮、磷含量下降，从而降低了畜

禽舍内有害气体的浓度，减少了畜禽呼吸道疾病的发病

率。 

（6）使用可发酵碳水化合物 

  可发酵碳水化合物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

果胶，以及菊粉、乳糖等低聚糖。其除臭机理为可发酵

碳水化合物在猪胃和小肠中的消化吸收率低，能够较完

整地到达肠道后段，成为微生物的发酵底物，通过改变

肠道和粪便中的微生物及其发酵过程来改变粪尿的理化

特性，从而减少臭气的产生。 

菊糖可降解为简单的果糖化合物———果聚糖。菊

糖在小肠基本上不能被体内的消化酶分解，而是以较完

整的形式到达后肠，调节微生物区系，改变微生物的发

酵方式，使代谢中的尿氮部分地转变成粪氮，含氮化合

物减少，从而减少氮的排泄，降低臭味。 

（7）使用植物提取物和中草药添加剂 

  有研究表明，在反刍动物饲粮中，含有缩合单宁的

豆类饲料与白三叶草相比，瘤胃中吲哚和SK浓度显著降

低（P＜0.05），添加葡萄籽提取物及缩合单宁可通过抑

制瘤胃微生物而减少瘤胃中吲哚和SK的产生。 

  随着集约化养殖的普及和人们对健康要求的提高，

除臭剂的使用已逐渐受到畜禽养殖业的重视。但目前看

来，人们对除臭技术的研究倾向于利用某一种方法去除

某一种或者某几种臭气成分，综合运用不同除臭方法的

研究报道较为少见。同时，微生态除臭剂的研究也是如

此，对复合型除臭剂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较少。而运用

单一除臭措施的效果都不显著。所以，人们可以综合各

种除臭方法，将筛选 佳的除臭组合作为研究重点，为

养殖者提供更好的除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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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FDA 关于减少育肥动物抗生素使用的计划 
---但评论家称该计划实际上不会改变猪、鸡和其他动物对抗生素的消费 

译自：《POPULAR SCIENCE》By Francie Diep Posted 12.11.2013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要求兽药企业自愿同意不违

法给健康动物饲喂抗生素。如果在 FDA 目录上的抗生素

与人类治疗包括手术后的支气管炎、尿路感染、关节炎

等疾病抗感染有关联的药物，代理机构需要求公司停止

该药物用于肥育猪、鸡和其他食用动物上。 
此举是为了减少农民饲喂食用动物用抗生素的量。

“这些变化使得允许动物用的抗生素更少，剂量控制更

严格。”FDA 食品兽药管理局的副理事迈克尔·泰勒在电

话会议上对记者说。科学家们一直告告诫，在畜禽养殖

持续使用抗生素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但美国还没有

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很多官方行动。 
与业界人士会谈后，FDA 官员相信公司会遵照这个

新方案的。泰勒补充说，形成这改变，主动进行改变的

效果会快于 FDA 法定程序，因为它需要代理机构对每种

抗生素进行评估。 
该项目的评论家说，这可能不太影响在动物农场中

抗生素的使用。“即使它被观察到，也不能保证这些药物

的使用情况会改变，”约翰.霍普金斯布隆伯格公共卫生

学院的基夫.纳赫曼告诉大众科学。霍普金斯和其他评论

家担心农民和农业企业只是简单的把药物促进动物生长

说成药物预防动物疾病，因为很多抗生素对两种情况的

剂量是相似的。 
为什么减少抗生素的使用？担忧抗生素耐药性微生

物的崛起是主要原因。这种微生物可以给人类带来抗生

素不能治疗的疾病。 近一个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报告发现，每年有 200 万美国人得了抗生素耐药性疾病，

有 23000 美国人死于这一原因。 
由于农民、医生和病人对抗生素滥用，使的近十年

这些疾病持续发展。在许多农场，动物吃了混合在饲料

中的低剂量抗生素，使他们长得更快，降低料肉比更低。

尽管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低剂量抗生素能使动物增肥，

一项在小鼠上研究暗示它引起了动物肠道微生物的变

化。 
农民和农业企业不需要从兽医那里，可以从饲料店

获得药方将药加到饲料中。一旦饲料中的抗生素进入动

物身体内，杀死了大多数细菌而只留下了所谓的超级细

菌（能在有抗生素存在的环境中存活），促生长的低剂量

抗生素给动物留下超级细菌。 
终耐药性细菌从动物体内出来，传播到饲料作物

中，随鸟散播 终传染给人类。这数百万的畜禽和多年

抗生素的使用， 终繁殖大量的超级细菌。 
让农场停止滥用抗生素是减慢超级细菌传播的重要

步骤，现在的观点是 FDA 的新项目是否真的这样做了。 
这篇从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发出的概述中阿维纳逊.

卡律师表明，评论家担心，农场不遵守 FDA 的要求将继

续使用抗生素而。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已经起诉美

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在畜禽动物使用抗生素。 
FDA 的泰勒说：“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很明显

我们希望的效果是真实的，但阻力也是存在的”。泰勒说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当公司同意新的 FDA 计划，非

生长用途抗生素使用应该需要兽医处方或相当于兽医处

方的证明。泰勒说，对现有畜禽养殖场不通过兽医处方

使用兽药来讲，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现状。 
其他人则不太确定兽医是否能做好减少多余抗生素

使用的捍卫者。公共卫生节目主任、位于芝加哥动物福

利组织的史蒂芬·罗奇说“除非兽医认为这些用途会引发

公众健康问题，否则他们没有动力去做”。 
企业有 90 天的时间向 FDA 书面说明他们会遵照新

方案，之后他们将会有三年的时间来逐步改革。 
 
原题名：FDA Aims To Reduce Use Of Antibiotics For 

Fattening Farm Animals（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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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看”猪病早知道 
 
疫病预防与治疗措施，是减少猪病发生，降低猪病损失的必要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和手段。下面就把“五看”

知猪病的方法介绍给大家，希望对广大养殖户能有所帮助。 

  看神态  健康的猪精神好，尾巴上翘并甩动自如；病猪精神萎靡，行动迟缓，喜卧不动，尾巴下垂。 

  看食欲  健康的猪食欲旺盛，边吃边哼哼；病猪食欲突然减退，吃食习惯反常甚至停食。如果猪的食欲减

退，喜欢饮水，则多为热性疾病。 

  看鼻液  健康的猪没有鼻液；如果猪流清涕，多为风寒感冒；鼻液黏稠，多为肺部有发热表现；鼻液含泡

沫，则可能患有肺水肿或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 

  看粪便  健康的猪粪便柔软湿润，呈圆锥状，没有特殊气味；如果猪的粪便干硬、量少，多为热性病疾病；

如果猪的粪便稀薄如水或呈稀泥状，排粪次数明显增多或者大便失禁，多为肠炎或肠道寄生虫感染；如果仔猪排

出灰白色、灰黄色或黄绿色水样粪便并带腥臭味，多为白痢、猪瘟、猪丹毒或猪肺病等传染病，粪便中常混有

黏液、脓液或血液等。 

  看睡姿  健康的猪一般是侧睡，肌肉松弛，呼吸均匀；病猪常常整个身体贴在地上，疲倦不堪地俯睡，如

果呼吸困难，还会像犬一样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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