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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酶制剂--绿色环保饲料添加剂

 “猪周期”“禽流感”,饲料角度降低养殖成本！ 

怎样合理正确使用微生态制剂？ 

新规聚焦饲料安全,微生态成首选 

 
  酶制剂---绿色环保饲料添加剂

 

酶制剂作为一种新型绿色环保饲料添加剂，广泛应

用于养猪业并取得显著效果。研究表明，猪饲料中添加

酶制剂能够消除饲粮中的抗营养因子，提高饲料利用率，

并且能够使用一部分非常规饲料(小麦、稻谷、菜籽粕

等)，为降低居高不下的饲料价格、解决饲料资源不足的

难题提供有效途径；弥补仔猪内源酶不足，促进消化道

发育，提高仔猪消化机能，增强机体抵抗力，进而提高

猪的生产性能；减少有机物、氮和磷的排放量，保护和

改善环境，被称为“绿色”或“天然”饲料添加剂。 

  1 饲用酶制剂的分类 

  饲用酶制剂是一类以酶为主要功能因子，通过特定

生产工艺加工而成的饲料添加剂，目的是提高营养物质

的消化利用率、降低抗营养因子含量或产生对动物有特

殊作用的功能成分。其种类很多，根据组成特点，可分

为单酶制剂和复合酶制剂。 

  1.1 单酶制剂 

单酶制剂指特定来源催化一种底物的酶制剂。分为：

①消化酶：也称内源酶，畜禽体内能够合成并非用来消

化营养物质，但因为某种原因却需要强化和补充的酶类。

主要包括蛋白酶、脂肪酶、β-淀粉酶和糖化酶等。②非

消化酶：也称外源酶，包括纤维素酶、半纤维素酶、木

聚糖酶、甘露聚糖酶、β-葡聚糖酶、植酸酶、果胶酶等。 

  1.2 复合酶制剂 

指催化不同底物的多种酶混合而成的酶制剂，可同

时降解饲料中多种需要降解的底物(多种抗营养因子和

养分)，能 大限度提高饲料的营养价值。因此，国内外

饲用酶产品主要是复合酶制剂。复合酶制剂根据功能特

点可分为以下几类：①以甘露聚糖酶、木聚糖酶、β-
葡聚糖酶为主的饲用复合酶。此类酶制剂的主要功能是

消除饲料中的甘露聚糖、木聚糖、β-葡聚糖等抗营养因

子，提高饲料的利用率。主要应用于以玉米-豆粕型、麦

类等日粮为主要饲料原料的国家。②蛋白酶、淀粉酶为

主的饲用复合酶制剂。主要用于补充动物内源酶的不足。

③以纤维素酶、果胶酶为主的饲用复合酶。此类酶主要

由木霉、曲霉和青霉直接发酵而成，主要作用是破坏植

物细胞壁，使细胞中的营养物质释放出来，增加饲料的

营养价值，并能降低胃肠道内容物的黏稠度，促进动物

消化吸收。④植酸酶制剂。纯植酸酶或辅以其他一些消

化酶、非消化酶，主要作用是水解饲料中的植酸，消除

植酸的抗营养作用，部分替代或完全替代饲料中添加的

无机磷，减少动物磷排泄。 
  2 饲用酶制剂的功能 

  饲用酶制剂主要用以帮助畜禽消化自身无法消化的

物质，降解抗营养因子和有毒有害物，提高饲粮中营养

物质的利用率，从而间接提高饲粮能值等，使用非常规

饲料，扩大饲料来源，提高饲料业和养猪业的经济效益。 

  2.1 提高饲料营养物质利用率，节约饲粮 

动物在不同时期对酶的需求和利用存在差异。仔猪

断奶阶段，体内淀粉酶、胃蛋白酶和胰蛋白酶等含量较

低，此时，外源消化酶可以补充内源酶的不足，降低腹

泻率，增强动物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能力，完善其

消化道发育。酶制剂作为一类功能复杂的生物活性蛋白，

能够打破细胞壁对营养物质的束缚，有利于细胞内容物

淀粉、蛋白质和脂肪等养分从细胞中释放出来，使之能

充分与相应的消化道内源酶相互作用，提高饲粮的消化

利用率，达到节约饲料的目的。 

  2.2 降解饲料中的抗营养因子，提高营养价值 

  动物饲料中存在许多抗营养因子，如非淀粉多糖、

植酸、植物凝集素、蛋白酶抑制因子等，不能被动物内

源酶降解，从而降低动物对饲料的利用率。酶制剂可部

分或全部消除抗营养因子造成的不良影响，促进饲粮消

化吸收，提高动物生产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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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生猪养殖正处在“猪周期”的低谷，全国生

猪养殖都处于亏损阶段，亏损达 150-250 元/头，亏损严

重地区达 300 元/头；家禽业近期遭受 H7N9 禽流感重创，

疫情重点区域禽类产品销量下滑八九成，即使未见 H7N9

禽流感病例的地区销量下滑也在一两成。无论是生猪养

殖还是肉蛋禽养殖行情都处在低谷期，生猪生产正处于

周期性的下降轨道，处于产业低迷期，肉蛋禽利润也微

乎其微，面对目前如此行情，如何面对和度过这道难关？

这是从事这个产业的人士都需要考虑的问题，特别是养

殖企业更需要有相应的对策和措施。饲料成本则占养殖

成本的 60-80%，如何从饲料方面降低养殖成本呢？小编

为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说。 

1、合理采购原料，是控制成本的关键点 

饲料成本是饲料企业成本的主要组成之一，而原料

成本对于饲料成本而言又是极为重要的，约占饲料成本

的 80%以上，由此可知，合理采购原料，是控制成本的

关键点。控制好原料成本，饲料成本的控制也就成功了

一大半。然而，大部分中小型饲料企业常出现因产品配

方营养指标设计不合理及原料采购、评估能力弱导致饲

料成本大幅增加的情况。 

2、调整技术措施，强化质量成本和生产成本核算 

首先是合理调整饲料配方，在保证有效能量和营养

供给的前提下，根据各种原料价格的变化情况，及时调

整饲料配方，特别是“蛋白粉”所引起的饲料质量掺假

事件，要引起养殖场的高度重视。所有涉及蛋白含量指

标的原料，都应引起我们的注意，比如高蛋白含量的鱼

粉、豆粕等原料。假如我们花了高价买了掺假的不合格

产品，既影响了养殖质量，又增加了生产成本，所以必

须严格把好质量关。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安全可靠的

饲料方案和合理经济的饲料配方。业内人士都知道，决

定养殖成本高低的 主要因素是在于饲料，所以如何提

高养殖过程中饲料的吸收率和料肉比，是降低生产成本

的 重要途径。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及时调

整技术措施，从性价比、料价比角度出发，通过成本核

算方法确定合理的技术方案，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3、通过饲料原料替代技术降低饲料成本 

原料替代技术一直是配方师的追求，杂粕替代豆粕、

豆粕替代鱼粉等，还有发酵杂粕类替代豆粕、进口 DDGS 

替代豆粕、木薯粉替代玉米、次粉替代玉米等情况。在

替代过程中，如何做好替代配方营养价值的评价和营养

添加剂的补充显得非常重要，这需要有经验的配方师或

营养师给予指导，只有这样才能起到替代的应有价值，

否则得不偿失。随着生物饲料技术的发展和提高，饲料

原料或饲料生物预处理技术可以将消化率提高、毒性降

低。应该说生物预处理饲料技术或生物预处理产品将是

替代豆粕 有前景的替代品，它将为降低饲料成本提供

一个很好的条件，也为以后降低抗生素的使用、生产安

全优质畜产品奠定良好的基础。 

4、合理添加饲料添加剂 

在饲料中，适当添加些矿物质、微量元素和多种维

生素，可以促进生长，节省饲料成本。 

5、运用新技术、新成果，降低饲料成本 

饲料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不断开发新产品，如精

补料、浓缩饲料来满足市场需要，这些产品可以充分利

用当地的饲料资源，降低饲养成本，养殖户只要选择质

优价廉的新鲜原料，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科学调配，效

果更加理想。养殖户在科学使用配合饲料的基础上，根

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开动脑筋，开发其他饲料资源，尽

可能的降低成本，很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利润。 

6、监督生产，减少浪费，降低成本费用 

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对养殖场物料、物质的采购数目、

价格监控、物质领用情况的监控，可以达到物质、物料

采购合理，减少部分物质库存过多、采购价格不合理导

致的费用增多。另外，通过财务对物质、资金检查减少

漏洞带来的损失，也无形中减少场部的开支、浪费，提

高养殖场经济效益。 

结语 

以上是我们为您准备的几点建议，希望能帮助您降

低饲料成本，能为您带来点利润！■

 

2.3 利用非常规饲料，部分解决饲料资源不足难题 

随着我国畜牧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市场容量增大，饲

料需求量逐年上升，饲料原料的匮乏和价格增长成为制

约我国畜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在饲料原料价格上涨的

今天，应 大限度开发和利用非常规饲料，扩大饲料资

源，降低养殖成本。生物技术在饲用酶制剂上的发展与

应用，为非常规原料的利用提供了新的方法，为解决饲

料资源不足的难题提供了有效途径。非常规植物性饲料

原料中的非淀粉多糖(NSP)能阻止细胞中营养物质的释

放，还可以同食糜微粒、脂类颗粒及黏膜糖蛋白表面相

互作用，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此外，这些抗营养因子

还能螯合一些金属离子及有机物质，造成这些物质代谢

受阻。添加饲用酶制剂后可以消除 NSP 的抗营养特性，

释放细胞中被抗营养因子包裹的营养物质，降低消化道

食糜的黏度，提高饲料营养物质的消化率，提高猪的生

产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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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降低畜禽代谢物对环境的污染 

  添加饲用酶制剂可以提高饲料利用率，减少有机物、

氮、磷的排泄量，从而减轻环境污染。如在猪饲粮中添

加微生物来源的植酸酶，能释放植酸磷中的磷，改善磷

的利用率。另外，饲料中添加酶制剂可降低食糜黏稠度，

缩小胰脏和胃肠道的体积，减少粪便量，降低氮排出率。 

  使用饲用复合酶制剂也存在许多问题，因此，添加

酶制剂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才能达到 佳效果。

饲用酶制剂作为一种环保型的绿色添加剂，能够提高饲

料的消化利用率，达到节约饲粮的目的，利用非常规饲

料，扩大饲料来源，提高动物生产性能，保护环境，利

用前景必将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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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怎样样合合理理正正确确使使用用微微生生态态制制剂剂？？  
 

我国微生态制剂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已

有多种微生物用作微生态制剂并在畜禽和水产业得到应

用，它们在促进动物生长，预防常见疾病以及改善养殖

环境等方面显示出抗生素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前景广阔。

鉴于对微生态制剂的作用机理研究还不透彻，特别是其

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笔者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和

推广，现就其中一些问题提出看法，以供参考。 
  1 菌种 
  1.1 来源 
  开发微生态制剂，首先要筛选一株或几株优良菌种。

在微生物大家族里，可用作微生态制剂的菌种很多。美

国(FDA)规定了 40 多种菌种可以作为微生态制剂的出发

菌株，我国农业部也列出了包括嗜酸乳杆菌、芽胞杆菌、

粪链球菌、噬菌蛙弧菌、酵母菌和脆弱拟杆菌在内的 6
类微生物，这些菌种的生理特性均已被进行深入研究，

并在实际应用中表现出良好的生产性能。选育菌种时，

应尽量选用来自该动物的正常菌群(即土著菌群)，这样

才能 大限度地发挥其益生作用，正常菌群进入动物体

内较易存活，并能与致病菌抢夺附着点。虽然也有很多

微生物如芽胞杆菌等非正常菌群，其共生作用与正常菌

群有所不同，它们更多的是消耗肠内的氧气，造成不利

于致病菌生存的环境，另外产生酶和维生素等代谢产物，

主要起促进生长作用，也常被用作微生态制剂的出发菌

株。除目前使用的部分生理性细菌作为微生态制剂的出

发菌株外，还有许多优势菌种尚未得到开发利用，如拟

杆菌、优杆菌、消化球菌等。 
  1.2 病原性 
  作为微生态制剂，非病原性是筛选菌种的首要条件，

纵使促生长或者其它生产性能再好，病原菌绝对不予考

虑，因此，必须确定出发菌株的安全性，并且对该菌种

可能的代谢产物进行系统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一株

现在无毒副作用的菌种，将来可能因为理化、微生物毒

素和菌种本身原因引起负性突变，所以应定期对生产菌

种进行安全试验检测。 
  1.3 活菌含量 
  微生态制剂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活性微生物，虽然其

中某些代谢产物对动物的生产性能也有一定的正面作

用，但目前除少数微生态制剂以液体形式上市外，绝大

多数均通过发酵、收集菌体、干燥和固化处理后以固形

物投放市场，因此保证制剂中活性微生物的含量对发挥

其益生作用至关重要，对其产品的检验也应采用活菌计

数(如平板法或MIP法)而不是细菌总量记数(如血球计数

法)。目前对微生态制剂中活性微生物的含量尚无特别严

格规定，数量在每克几亿至几百亿不等。 
  1.4 稳定性 
  如何保持菌种的稳定性是从事微生态制剂研究和生

产面临的 实际的问题。对微生态制剂来说，主要指对

特定环境的耐受力如温度、湿度、酸度、机械磨擦和挤

压以及室温条件下的存贮时间等对微生态制剂活性的影

响；而对饲用微生态制剂，必须经受饲料加工过程中高

温的考验，所以菌种对温度的稳定性显得尤为重要。不

同的菌种的高温的耐受力差异较大，芽胞杆菌耐受力

强，100℃下 2min 损失只 5%～10%，而在 80℃下 5min，
乳酸杆菌、酵母菌损失 70%～80%，95℃下 2min 损失

98%～99%。一般制粒 80℃～100℃对芽胞杆菌影响较

小，对乳酸杆菌、酵母菌和粪链球菌等影响较大；就耐

水性，孢子型细菌耐受性 好，肠球菌、粪链球菌次之，

乳酸杆菌 差；除耐酸性的芽胞杆菌和乳酸菌外，一般

的活菌制剂在胃酸作用下大量被杀死，残存的少量活菌

进入肠道后很难形成菌群优势，因此，不耐酸的活菌制

剂其含菌量必须达到相当大的浓度才能发挥益生作用。

除此以外，饲料的保存时间、饲料中的矿物质和不饱和

脂肪酸也会影响益生菌的活力。另外基因工程技术已广

泛应用于益生菌的选育，如运用基因工程技术构建更利

于生产、保存、定植、繁殖或具有特殊功能的工程菌制

剂。 
  1.5 规模化生产 
  研究微生态制剂的目的是 终以商品的形式投放市

场，为人类的健康服务。因此，所选用的菌种必须易于

工业化生产并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特别筛选那些在体

内外繁殖速度快，生长条件粗犷，以较短时间形成高生

物量的益生菌，同时对菌种的生理特性进行系统的研究，

探索菌种生长的 适生长条件。目前微生态制剂菌种的

培养主要选用固体表面发酵法和液体深层发酵法。固体

发酵生产成本高，产量低，不适宜工业化批量生产；液

体法是现代发酵工业的主要形式，可用机械搅拌式发酵

罐或气升式发酵罐，细菌经发酵培养大量增殖后，经浓

缩、干燥得到半成品，然后按要求配成成品。 
  2 针对性 
  在使用微生态制剂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其作用对象

以及目的，对不同的动物要区别对待，不同种类的动物

消化系统的特点不同。如防治 1～7 日龄猪腹泻首选植物

乳酸菌、乳酸片球菌、粪链球菌等产酸的制剂；促进仔

猪生长发育、提高日增重和饲料报酬则选用双歧杆菌等

菌株；反刍动物则选用真菌类益生素，以曲霉为好，可

加速纤维素的分解。微生态制剂根据用途可分为养殖环

境调节剂、控制病原的微生态控制剂以及提高动物抵抗

力增进健康的饲料添加剂等三类。因此，实际生产中应

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合适的制剂，预防动物常见疾病主

要选用乳酸菌、片球菌、双歧杆菌等产乳酸类的细菌效

果会更好；促进动物快速生长、提高饲料效率则可选用

以芽胞杆菌、乳酸杆菌、酵母菌和霉菌等制成的微生态

制剂；如果以改善养殖环境为主要目的，应从以光合细

菌、硝化细菌以及芽胞杆菌为主的微生态制剂中去选择。

总之，在动物微生态理论指导下有针对性地使用，才能

以 经济的代价达到理想效果。 
  3 使用时间 
  微生态制剂在动物的整个生长过程都可以使用，但

不同的生长时期其作用效果不尽相同。一般在动物幼体，

此时体内微生态平衡尚未完全建立，抵抗疾病的能力较

弱，此时引入益生菌，可较快地进入体内，占据附着点，

效果 佳。如新生反刍动物肠道内有益微生物种群数量



的增加不仅可以促进宿主动物对纤维素的消化，而且有

助于防止病原微生物侵害肠道。和其他刚出生的哺乳动

物一样，新生反刍动物的胃肠道尚未完全发育，但细菌

在肠道内的定植相当迅速，出生 24h出现乳酸杆菌和链

球菌，l周龄时，整个肠道内乳酸杆菌数量达 107～109个

/g。另外在断奶、运输、饲料转变、天气突变和饲养环

境恶劣等应激条件下，动物体内微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使用微生态制剂对形成优势菌群极为有利，因此，把握

益生菌的应用时机，尽早并长期饲喂，使其益生作用得

到充分体现。 
  4 使用剂量 

微生态制剂的益生作用是通过有益微生物在动物体

内一系列生理活动来实现的，其 终效果同施加的益生

菌的数量密切相关，数量不够，在体内不能形成菌群优

势，难以起到益生作用。 
  5 与抗生素合用 

抗生素由于其杀菌效果、重复性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多少年来一直被作为养殖动物防病治病的主要手段，在

防治常见疾病、促进动物健康成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考虑到微生态制剂在治疗突发性疾病方面的缺陷，

在动物发病期，可先选用针对性较强的抗生素杀灭或抑

制致病微生物的繁殖，控制疾病的蔓延。但抗生素在杀

灭致病菌的同时，动物体内的正常菌群也遭到破坏，此

时应及时引入微生态制剂，通过其独特的益生作用，使

紊乱的肠道菌群平衡得到恢复，此所谓微生态制剂与抗

生素的协同作用。   
6 辩证看待微生态制剂的功效 

  微生态制剂无论作为饲料添加剂、生物防治剂还是

作为环境改良剂其生理作用已得到实践的检验，是今后

生态养殖的发展方向。微生态制剂提倡的是正常微生态

平衡的维护，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必须在动物的日常

养殖过程中不断给予补充，方能起到预期效果。因此，

专家建议：在微生态制剂的使用过程中，全面了解微生

态制剂的作用机理和产品特性，正确对待其作用效果，

用于日常养殖的疾病控制，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用

作饲料添加剂，确保稳定性，掌握剂量；用于改善环境，

早施早好，持之以恒。 
  微生态制剂这种新型生物制品正以其独特的理念影

响着日益发展的动物养殖业，相信随着微生态学研究的

进一步深入以及人们绿色和环保理念的不断加强，微生

态制剂的应用前景会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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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要求，禁止滥

用药物添加剂，在这一新形势下，产品安全就成为饲料

企业的生命线，没有产品安全就没有一切。饲料企业的

生存之本，在以“安全”为核心的新形势下，养殖企业

对饲料产品的安全性、品质及成本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针对消费者对畜产品质量要求的不断提升以及企业

发展的需求，多位专家指出，控制并减少抗生素和重金

属盐的使用、不断提升产品品质，是饲料企业提升产品

竞争力、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畜禽是食品的主

要来源，而饲料则是畜禽产品安全的重要保障。 
新《条例》明确了政府、饲料管理部门以及生产经

营者的质量安全责任，进一步完善了生产经营环节的质

量安全控制制度，解决了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不遵守质量安全规范的问题，完善了监督管理机制。 
  对于饲料行业，生产企业是饲料质量安全第一责任

人，生产环节的质量安全控制是饲料质量安全的源头保

障。 
  为了保证生产环节的质量安全，新《条例》还进一

步完善了各项质量安全控制制度，规定企业禁止使用饲

料原料目录、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和药物饲料添加剂品

种目录以外的任何物质生产饲料。 
  回顾近年来在饲料和食品领域里发生的多起恶性食

品安全事件，新《条例》实施后将明确企业的使命和社

会责任。 
饲料安全就等于食品安全，饲料企业要勇担食品安

全重任，实行质量管理控制体系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双

体系监控管理。 

微生态制剂成首选新《条例》的实施除了对畜产品

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外，饲料添加剂的选择与应用

也将是饲料企业生存的关键。 
具有调节动物肠道菌群平衡和肠道健康、提高生产

性能和免疫力等显着功效的高品质微生态制剂，是生产

安全、高效、低成本饲料的首选添加剂。 
现在，饲料添加剂可选择范围越来越小。2012 年删

减药物饲料添加剂、增加添加成本已成必然，而有生命

的促生长剂和保健剂的微生态制剂是 大亮点。 
微生物是动物机体的一部分，是有生命的添加剂，

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促生长、免疫力增强，而不是简单地

抑制病原菌或替代饲用抗生素。 
而所谓的微生态制剂，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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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够调整

微生态平衡失调，提高宿主健康水平的正常菌群及其代

谢产物。 
乳酸菌在动物饲养中就有公认的使用效果，复合微

生态产品也将是饲料添加剂主流。使用高品质微生态制

剂不仅可以替代抗生素、重金属盐等添加剂，而且能提

高饲料品质，降低配方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这一点，

国龙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已经得到证明。 
目前，国龙公司已经通过筛选、改良和引进等手段，

建立了微生物资源核心库，并采取微生物发酵调控工艺

技术和确保生物活性稳定的后加工处理配套技术，开发

出具有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改善肠道微生态环境、提高

机体免疫力和生产性能等特点的多种微生态制剂产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