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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露聚糖酶的作用机理及在动物生产中的应用 
 

β-甘露聚糖及其衍生物广泛存在于豆科植物的细

胞壁中，β-甘露聚糖酶能够降解粕类日粮中的抗营养因

子β-甘露聚糖，改善日粮利用效率，提高畜禽生产性能。

本文论述了甘露聚糖的抗营养作用、β-甘露聚糖酶的作

用机理及在动物生产中的研究进展，为甘露聚糖酶在畜

牧业中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酶制剂能够提高饲喂小麦、

大麦等高粘性日粮动物的生产性能、降低肠道内容物粘

性、促进内源酶活性、调节后肠微生物区系、提高体内

代谢激素水平等。但我国畜禽日粮以玉米-豆粕型为主，

因而，探讨应用于玉米-豆粕型日粮的酶制剂具有更为重

要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甘露聚糖类物质是豆科植物

半纤维素中的第二大组分，影响了玉米-豆粕型日粮的养

分利用率。近年许多研究已发现，β-甘露聚糖酶可较有

效的降解玉米-豆粕型日粮中的β-甘露聚糖，消除其抗

营养作用，促进动物的免疫机能，改善动物的生产性能，

从而进一步提高玉米-豆粕型日粮的饲用价值。 
1  β-甘露聚糖酶的来源 

β-甘露聚糖酶广泛存在于动物、植物（魔芋、莴苣

等）和微生物中，其中微生物是β-甘露聚糖酶的主要来

源，已报道的多种微生物，如细菌中的芽孢杆菌(Bacillus 
lentus；Bacillus subtilis 等)；真菌中的黑曲霉(Aspergilus 
niger)、里氏木霉(Trichoderma reesei)等；放线菌中的链

霉菌均可产生β-甘露聚糖酶。微生物来源的β-甘露聚

糖酶具有活性高、成本低、提取方便、 适 pH 范围宽

等优点，目前已在工业化生产中广泛应用。 
2  β-甘露聚糖酶的作用机理 

在常规饲料原料中，豆粕中β-甘露聚糖含量 高，

为 1.3%～1.6%，豆粕的能量利用率仅为 50%～60%，这

与豆粕中存在的β-甘露聚糖有很大关系。β-甘露聚糖

及其衍生物是由β-1，4-甘露糖苷键连接的线状多糖，

主链上通常还连接有α-1，6-半乳糖或葡萄糖，主要包

括葡糖甘露聚糖、半乳甘露聚糖、葡糖醛酸甘露聚糖等。

瓜儿豆胶是β-甘露聚糖含量较高的物质，研究中通常利

用瓜儿豆胶来调节日粮中β-甘露聚糖的浓度，以观测 
β-甘露聚糖对动物的影响。研究表明，日粮中瓜儿豆胶

含量为 2%～4%时，肉鸡生长严重受阻，饲料转化率大

幅降低，Vohra 和 Kratzer 的研究表明，当日粮中瓜儿豆

胶含量达到 2%时，肉鸡生长抑制程度达到 35%。目前

较多研究已表明，β-甘露聚糖酶可较有效的提高玉米-
豆粕型日粮的饲用价值，促进动物的生长性能。β-甘露

聚糖酶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降低消化道内容物粘度 
    β-甘露聚糖及其衍生物在消化道内能结合大量水

分，增加消化内容物的粘度。食糜粘度的提高，一方面

减慢了胃肠的排空，降低畜禽采食量；另外减少了养分

与消化酶的接触，且阻碍已消化养分向小肠壁的扩散和

吸收，此外高粘度食糜还导致畜禽饮水量增加，但水分

吸收却减少，因而导致粪便中含水量较高，产生粘性粪

便、粘蛋，并导致动物腹泻等。 
β-甘露聚糖酶可将甘露聚糖降解为甘露低聚糖，从

而降低肠道内容物粘度，有利于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

Lee 等(2003)研究发现，随日粮中β-甘露聚糖含量的提

高，回肠食糜粘度大幅增加，添加β-甘露聚糖酶可显著

降低回肠食糜的粘度。 
2.2  破坏植物细胞壁，释放出胞内养分 

β-甘露聚糖是豆科植物半纤维素中的第二大组分，

细胞壁中的纤维素、半纤维素等共同构成了营养物质的

保护层，把淀粉、蛋白质、脂类等养分包裹在内。而单

胃动物不能分泌相应的酶，因此内源酶不能对细胞壁中

的抗营养物质进行消化，细胞中的养分也无法释放出来，

导致饲料养分不能被充分利用。添加β-甘露聚糖酶可以

降解细胞壁中的β-甘露聚糖，使包裹的淀粉、蛋白质等

养分释放出来，提高饲料的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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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促进生长相关激素的分泌 

许多研究表明，β-甘露聚糖能够抑制食后胰岛素、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的分泌，降低葡萄糖、氨

基酸和脂肪的吸收。Rainbird 等(1984)发现，在空肠灌注

6.7 g/L 的β-甘露聚糖时，猪葡萄糖的吸收降低了 50%。

另外，β-甘露聚糖可与肠粘膜表面的脂类微团和多糖蛋

白质复合物相互作用，导致粘膜表面水层厚度增加，从

而降低养分的吸收。 
日粮中添加β-甘露聚糖酶能消除β-甘露聚糖的抗

营养作用，促进胰岛素和 IGF-1 的分泌，在应激状况下，

效果更明显。IGF-1 是畜禽生长的真正调控因子，生长

激素的作用也是通过 IGF-1 介导的。IGF-1 作用于生长

组织，可刺激细胞对氨基酸的利用，促进蛋白质合成、

抑制蛋白质分解。 
2.4  降解产物甘露寡糖(MOS)的益生作用 

β-甘露聚糖是消化道内潜在的先天性免疫系统的

刺激因子，在畜禽肠道细胞发育不全或应激环境下，会

过度刺激动物免疫系统，导致巨噬细胞和单核粒细胞的

过度增殖，引起不良免疫反应，造成动物生长的抑制。 
β-甘露聚糖可被降解为甘露寡糖，其对畜禽的免疫

系统有较好的调节作用，Savvage 等（1996）报道，甘

露寡糖能提高火鸡粘膜 IgA水平，并显著提高血液中 IgG
含量，意味着甘露寡糖能同时提高与肠粘膜及体液免疫

有关的免疫应答反应。肠道中免疫应答的提高意味着与

免疫识别有关的及与系统感染相对抗的免疫球蛋白水平

的提高，而这对更好的抑制潜在性病理微生物有极其重

要作用。Zou 等（2006）的研究表明，在肉鸡饲料中添

加β-甘露聚糖酶能增强机体的免疫机能，增加免疫器官

指数，显著增加血清中 IgM 含量、促进 T 淋巴细胞增殖。 
2.5  对后肠微生物的影响  

单胃动物体内缺乏非淀粉多糖酶，因而未消化的β-
甘露聚糖与其它非淀粉多糖在消化道后段成为微生物生

长的良好培养基，促进大量微生物增殖，其中的有害微

生物，如生孢梭菌等产生毒素，造成胃肠功能紊乱，从

而抑制动物生长。β-甘露聚糖酶可将甘露聚糖降解为甘

露低聚糖，能够调控动物胃肠道的微生态环境，促进有

益菌繁殖、抑制有害菌在肠道上皮定植，从而维持正常

的消化道微生态系统。 
3  β-甘露聚糖酶在动物生产中的应用 
3.1  改善畜禽生产性能 

许多报道表明，在日粮中添加β-甘露聚糖酶能提高

动物的生产性能，具体表现为提高日增重、降低料重比

等；β-甘露聚糖酶应用于蛋鸡日粮，能提高家禽的产蛋

性能，提高产蛋量、增加平均蛋重；动物体重的整齐度

也是衡量动物生产性能的重要指标，研究表明，β-甘露

聚糖酶还可以提高畜禽的均匀度。 
3.2  改善豆粕的营养价值，提高日粮的能量利用 

豆粕是我国畜禽的主要蛋白质来源，β-甘露聚糖在

豆粕中含量较高，研究表明，β-甘露聚糖对畜禽生长具

有许多抑制作用；因而许多研究者尝试在玉米-豆粕型日

粮中添加β-甘露聚糖酶消除其不利影响，提高豆粕的能

量利用率。王春林等(2005)报道，在玉米-豆粕为主的肉

仔鸡低能日粮中添加 0.5kg/T 的甘露聚糖酶可达到与高

能日粮中添加金霉素相当的增重效果和饲料报酬。Mc 
Naughton(1998)在降能 143kcal/kg 的日粮中添加β-甘露

聚糖酶，发现肉鸡体增重高于对照组，料重比低于对照

组，在降能（41kcal/kg）火鸡日粮中添加β-甘露聚糖酶，

发现体增重与对照组相当，料重比低于对照组（P<0.05）。
Petty 等(2002)在降能 100kcal/kg 的仔猪日粮中添加β-甘
露聚糖酶，日增重高于对照组，料重比低于对照组。

Daskiran 等(2004)的研究表明，高剂量β-甘露聚糖酶可

提高日粮代谢能（P<0.05），干物质排泄量减少，提高β

-甘露聚糖酶可以提高日粮养分的利用率。Wu 等(2005)
在降能 120kcal/kg 的蛋鸡日粮中添加β-甘露聚糖酶，发

现其饲料转化效率与对照组相当，平均蛋重与对照组相

比无显著差异。Jackson(1999)也发现，在降低蛋鸡日粮

能量后，通过添加β-甘露聚糖酶可达到与对照组相当的

生产性能。 
3.3  促进动物健康，提高抗病力  

Mathis(2000～2001)研究了 β-甘露聚糖酶对肉鸡人

工感染球虫和产气荚膜梭菌的影响，发现 β-甘露聚糖酶

改善了感染鸡的生产性能，降低了感染鸡的死亡率，具

有抗球虫的作用。在不含甘露聚糖的日粮中也有类似的

作用，说明 β-甘露聚糖酶不仅仅是通过去除甘露聚糖而

起作用，β-甘露聚糖酶本身也能保护肠道粘膜，促进动

物健康。王春林等(2003)也发现，β-甘露聚糖酶对成活率

的提高比金霉素效果还好。李德发等(2004)研究了 β-甘
露聚糖酶对仔猪生产性能的影响，发现 β-甘露聚糖酶提

高了断奶仔猪日增重 10% 以上。在 Akey 试验中也发现

β-甘露聚糖酶的添加改善了日增重 4.1%，减少下痢

39.7%。 
4  结语 

通过非淀粉多糖酶制剂来提高玉米-豆粕型日粮的

饲用价值是近几年饲用酶制剂行业的研究热点。β-甘露

聚糖酶在玉米-豆粕型日粮中的应用研究表明，其可通过

降低消化道内容物粘度、破坏植物细胞壁结构、促进代

谢激素分泌、提高动物免疫、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而达

到增进动物健康和生产性能的效果。 
β-甘露聚糖酶在玉米-豆粕型日粮中的应用已初见

成效，但目前在我国的应用并不普遍。目前β-甘露聚糖

酶生产较少，2006 年我国才有关于β-甘露聚糖酶投产的

报道；另外，目前的研究基本为单体β-甘露聚糖酶，未

考虑到与其它酶制剂之间的互作效应，由于单体酶之间

存在着协作效应，将其与其它单体酶复配可能起到更佳

的生长效果。以上两点限制了β-甘露聚糖酶在我国畜禽

日粮中的普及。因此，还需综合运用分子生物学、生物

化学、酶工程学、加工工艺学等方法，开发出活性高、

耐温性能好、成本低、更符合养殖业要求的β-甘露聚糖

酶，另外还需加强β-甘露聚糖酶应用的基础研究，这样

才能更好的应用于我国畜牧业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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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等添加剂的长期应用，会造成药物残留，从

而使得畜禽体内的有害菌产生耐药性，给疾病的防治带

来了困难。研究和开发绿色饲料添加剂产品，替代抗生

素添加剂，己成为世界性的重大研究课题。本文简略地

对绿色饲料添加剂微生态制剂和酶制剂的研究及在养猪

业中的应用加以综述，为今后它的深入研究和推广利用

提供借鉴。 

1．抗生素饲料添加剂 

人们对抗生素等药物作为饲料添加剂的研究使用，

到目前已有 40 多年的历史，由于具有促进动物生长、提

高饲料效率、减少动物疾病和死亡等功能，这极大地推

动了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但随着人们对抗生素类药物研

究的深入，发现其残留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很大，某些药

物对人体具有“三致”、毒性作用和过敏反应。抗生素的

安全性和耐药性是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焦点，大量使用抗

生素添加剂，会使得动物体内的细菌产生耐药性，给畜

禽治疗带来困难的同时，也对人体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危

害。 

2．绿色饲料添加剂的开发研究 

目前养殖业向着集约化、规模化迅猛发展，饲料添

加剂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抗生素类制剂具

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从长远发展来看，化学合成的抗生

素类饲料添加剂的使用将逐渐消失。新型绿色饲料添加

剂将代替化学合成抗生素类饲料添加剂。绿色饲料添加

剂是由绿色生产系统生产出来的各种饲料添加物，是无

污染、无残留、抗疾病、促生长的饲料添加物。这类添

加物能克服抗生素等药物添加剂的毒副作用。具有以下

特征：(1)天然无毒副作用、无残留、无抗药性。(2)能

促进畜禽生长，能有效而经济地提高畜禽的生产性能,

提高饲料利用率和产品品质，养殖效益高。(3)能增强机

体免疫功能，能防止动物的各种传染性疾病和调节机体

生理机能。(4)使用后无有害物质残留，不影响畜禽产品

质量，不影响人类生存环境与健康。(5)理化性质或生物

活性性质稳定，能有效促进动物胃肠道发挥作用，不影

响饲料适口性。(6)与其他药物添加剂不发生或很少发生

配伍禁忌，细菌对其不易产生抗药性。(7)提高动物抗应

激能力。(8)改善环境等。 

3．绿色饲料添加剂的研究及其在养猪生产中的应用 

3．1 微生物制剂 

微生物制剂也叫活菌制剂或益生素，是由美国学者

Parker 在 1974 年首先提出来的。1989 年，Fuller 更是

明确提出益生素为“一种可通过改变宿主动物肠道菌群

而对动物施加有利影响的活性微生物饲料添加剂”。益生

素是选用动物体内的正常微生物或其促生长物质，经特

殊工艺加工制成。把这种菌剂加入饲料中，使其在动物

消化道内生长，形成优势的有益菌群，提高动物健康水

平，促进生长，可以减少抗生素的使用。 

3．1．1 益生素的作用方式 

益生素的作用方式有 3 种学说，即优势菌群学说、

菌群屏障学说和微生物脱氧学说。优势菌群学说认为，

正常动物体内的细菌和宿主是保持动态平衡的，而且优

势菌群对整个微生物菌群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旦菌群

失去平衡，机体就会发生絮乱，抑制动物的生长发育，

甚至发生疾病死亡。益生素的作用就是补充有益菌，使

有益菌在数量和强度上保持绝对的优势，使机体菌群恢

复平衡。菌群屏障学说认为，益生素参与消化道有益菌

群和致病菌之间的生存和繁殖空间竞争、时间竞争、定

居部位竞争以及营养竞争。益生素的作用就是在消化道

内形成微生物屏障，抑制致病菌在肠壁上附着作用。微

生态学说认为，益生素在消化道内繁殖过程中会消耗氧

气，形成的厌氧环境有利于厌氧微生物的生长，使菌群

恢复正常。 

3．1．2 益生素在养猪生产中的应用 

研究表明，在仔猪日粮中添加益生素，可以减少仔

猪腹泻，降低死亡率。仔猪胃肠道中菌群主要为乳酸菌，

微生态平衡比较脆弱，同时其免疫系统不够完善，易发

生腹泻。李吉祥等在断奶仔猪曰粮中分别添加 0．2％微

生态和 0．2％复合酶，研究发现仔猪腹泻发生率降低了

60％。在仔猪日粮中添加益生素的时间非常重要，在

适时间时，其效果 佳，Giang 等研究发现，在仔猪断

奶后前两周饲喂益生素，其采食量、日增重和饲料转化

率有明显的提高，而在仔猪断奶后的第三周到第五周饲

喂时，没有显著的效果。 

3．1．3 在生产中应用存在的问题 

益生菌的活性问题，益生菌在运输、使用和保存过

程中易失活，从而降低生物活性作用。有些菌进入消化

道后不能有效抵抗胃酸、胆汁酸等的作用，而无法长时

间在肠道发挥功能。目前已确认宜做饲料添加剂的菌种

还较少，生产工艺还不完全成熟。 

3．2 酶制剂 

酶制剂是微生物体内合成的高效生物活性物质。它

包括消化酶和非消化酶两大类。在所有的生物体内，都

存在着酶类，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是各种酶的主要来源，

我们可以从这些微生物中将酶提取出来，然后制成酶制

剂，为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3．2．1 酶制剂作用机理 

主要通过降解饲料中各营养组分的分子链或改变动

物消化道内酶系组成，促进消化吸收，从而大幅度提高

饲料效率，降低饲料成本，促进动物健康生长。饲料所

含的许多营养物质是借助动物消化道内所分泌的各种消

化酶水解成简单组分物质被机体吸收利用的，这些酶均

属水解酶类，包括蛋白酶、淀粉酶、脂肪酶等，但在单

胃动物的消化道里却不含能水解纤维素，木质素、果胶、

植酸钙镁等复杂有机物的酶类，因此，诸多学者推荐使

用借助微生物合成的水解酶来加以补充。 

3．2．2 酶制剂使用注意的问题 

酶制剂对外界条件要求严格， 适温度 35-40℃，

高温、高湿会使酶失活或活性降低。在使用选择酶制剂

时应与饲粮类型、动物消化生理特点及饲养环境对应，

同时还要注意激活剂和抑制剂对饲用酶制剂活性的影

响，以达到 佳效果。 

3．2．3 酶制剂在养猪生产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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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毒素中毒在许多养猪场常见发生，对养猪业危

害越来越严重。应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危

害发生，确保猪只健康生长，促进养猪业的持续性发展。 

  1. 霉菌毒素的种类及其危害 

  1.1 霉菌毒素的种类 

  目前已知霉菌毒素有 200 多种。在我国 常见的、

对养猪业危害 大的主要有黄曲霉毒素、T-2 毒素、玉

米赤霉烯酮毒素等;除外还有烟曲霉毒素、赭曲霉毒素

等。据上海卫秀余研究员等 2009 检测报告：从饲料中检

测出 T-2 毒素占 92.4%、黄曲霉毒素占 25%、玉米赤霉烯

酮毒素占 56.3%、烟曲霉毒素占 48.6%、赭曲霉毒素占

5.7%。 

  1.2 霉菌毒素的危害 

  1.2.1 黄曲霉毒素的危害 

  黄曲霉毒素可引起肝细胞变性、坏死、出血；影响

DNA、RNA 的合成与复制；抑制细胞分裂、蛋白质、脂肪

的合成与线粒体的代谢；破坏溶酶体的结构和功能；还

具有致癌、致突变和致畸形等。 

  1.2.2  T-2 毒素的危害 

  T-2 毒素能刺激皮肤和粘膜，引起口腔与肠道粘膜

溃疡与坏死，导致呕吐和腹泻；毒素进入血液中能产生

细胞中毒作用，损伤血管内皮细胞，破坏血管壁的完整

性，使血管扩张、充血、通透性增高，引起全身各器官

出血。 

  1.2.3 玉米赤霉烯酮毒素的危害 

  毒素属于类雌激素物质，可引起猪只雌激素亢进症，

使猪的生殖器官机能和形态发生变化，导致小母猪阴道、

阴户红肿等，呈现霉菌性炎症反应。 
  霉菌毒素还能溶解淋巴细胞，降低 T 细胞和 B 细胞

的活性，使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调节机能受到抑制，抗

体产量减少，出现免疫麻痹与免疫耐受，致使免疫应答

低下。同时，还可引起大脑神经化学物质分泌发生改变，

脑桥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减少，下丘脑和脑桥 5-羟吲哚乙

酸与 5-羟色胺的比例升高。导致猪只不食、呕吐、肌肉

协调性降低与嗜睡。 

  2.1 临床特征 

  2.1.1 急性中毒 病猪沉郁，不食，体温正常，有的

升高至 40℃，粪便干硬，垂头弓背，步态不稳。有的呆

立不动，有的兴奋不安，流涎，角弓反张，皮肤表面出

现紫斑，死前有神经症状。 

2.1.2 慢性中毒 食欲下降，精神萎顿，体温正常，

消瘦，皮毛粗乱，皮肤发紫，行走无力，结膜苍白，生

长缓慢，有异食现象，有的呕吐、拉稀。后期嗜睡，抽 

搐，后肢不能站立。 

  2.1.3 种猪中毒 空怀母猪不发情，不孕。妊娠母猪

阴户阴道肿胀，乳房肿大；早产、流产、产死胎和弱仔

等。种公猪包皮水肿，睾丸萎缩，性欲减退等。 

  2.2 病理变化 

  急性中毒主要病变为贫血、出血与黄疸。全身粘膜、

浆膜、皮下和肌肉出血；肾脏、胃肠道出血、水肿；肝

肿大，脾出血，心内外膜出血，血液凝固不良等。 

  慢性中毒主要病变为急性中毒性肝炎，肝肿大，变

硬；腹腔有腹水，淋巴结水肿、充血；肾苍白、肿胀等。 

3. 预防措施 

根本的措施是禁止饲喂霉败变质的饲料，防止饲料、

饲草发霉，对轻微发霉的饲料，必须经过去霉处理后限

量饲喂，对发霉严重的饲料，绝对禁止喂猪。 

  3.1 防霉方法 防止饲料发霉的关键是控制水分和

温度，对谷物尽快进行干燥处理，并置于干燥、低温及

通风良好处贮存。 

  3.2 除酶方法 轻度发霉的饲料先用清水反复冲洗

3 次，再用 0.1%漂白粉水浸泡 3 小时，然后再用清水冲

洗至无色，放置 2 小时后烘干，能除去毒素的 60%～90%，

粉碎后加除霉剂或脱霉剂，拌匀后喂猪。不能喂妊娠母

猪、种公猪和哺乳仔猪，只能喂育肥猪。每头每天喂量

不能超过 0.5 公斤。 

实践证明，霉菌毒素吸附剂是去除霉菌毒素污染饲

料的 常用、 直接、 有效的除霉手段，它能有效吸

附饲料中的霉菌毒素，消除霉菌毒素对动物引起的免疫

抑制，增强动物免疫力，不影响其他营养物质的吸收，

无任何毒副作用，是安全、绿色环保的饲料添加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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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有光谱吸附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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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小结 

目前正值早春季节，多雨潮湿，且气温逐步回升，

各种霉菌滋生繁殖，导致饲料霉变，是霉菌毒素中毒的

高发季节，若不重视，将会给养猪生产带来不可估量的

经济损失。所以应该加强管理，拒绝霉变饲料；在使用

防霉剂预防饲料霉变的同时，对于特殊动物如种猪、乳

仔猪饲料注意使用霉菌毒素吸附剂，以减少污染的霉菌

毒素对动物生产的影响，提高生产水平。

 
（接第三页） 

在仔猪日粮中添加酶制剂，是提高断奶仔猪饲料转

化率的一个好办法。无论是单体酶还是复合酶制剂，均

能够显著地提高猪的生产性能，美国以大豆为主要蛋白

质原料，在 1-5 周日龄的仔猪日粮中添加胃蛋白酶，增

重提高可达到 10％-40％，饲料利用率提高达到 80％

-110％。 

4．小结 

随着人们对抗生素的安全性和耐药性研究的深入，

绿色饲料添加剂在饲料工业的研究与应用越来越受到人

们重视，但是在研究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

题，所以我们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便为我们

的养殖业做出巨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