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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用抗生素替代品对肉鸡生产性能、
抗氧化性能、免疫『生能和肠道茵群的影响
丁晓，杨在宾＋，任小杰
（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山东省动物生物工程与疾病防治重点实验室，山东泰安２７１０１８）
摘要：试验旨在研究饲用抗生素替代品对肉鸡生产性能、抗氧化性能、免疫性能和肠道
茵群的影响。选用１ １３龄爱拔益加肉鸡３８４只，随机分为４个处理。对照组饲喂基础饲粮，试

验组分别在基础饲粮中添加０．５ ｇ／ｋｇ／蝴油、１ ｇ／ｋｇ蚯蚓肽和０．０２ ｇ／ｌ【ｇ杆茵肽锌。试验期为４２ ｄ。结
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４２日龄体重、１，２１ １３龄和１—４２日龄平均日采食量，１—４２日龄
平均日增重均显著提高（Ｐ＜０．０５）。与对照组和蚯蚓肽组相比，八角油组和杆茵肽锌组１～２１ １３龄
和１～４２日龄料重比显著降低（Ｐ＜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饲粮中添加八角油显著提高肝脏、血
清２１日龄和４２日龄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ＧＳＨ—Ｐｘ）活力（Ｐ＜０．０５），
并显著降低丙二酸（ＭＤＡ）含量（Ｐ＜０．０５）。杆菌肽锌组４２日龄血清、２１日龄和４２日龄肝脏抗氧
化性能显著改善（Ｐ＜Ｏ．０５）。相比于对照组，饲粮中添加八角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显著提高
脾脏指数（Ｐ＜０．０５），４２日龄盲肠大肠杆菌和乳酸茵数量均显著改善（Ｐ＜０．０５）。结果表明，饲粮
中添加Ｏ．５ ｇ／ｋｇｔ＼角油或１ ｇ，ｌ【ｇ蚯蚓肽均可改善肉鸡生产性能，提高抗氧化性能和免疫性能。
关键词：八角油；蚯蚓肽；杆菌肽锌；肉鸡；抗氧化性能；免疫；肠道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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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饲用抗生素作为最早用作饲料添

白＞１２％，粒谚髟批８％，４ ５３０ ｕ活性肽冶Ｉｌ》Ｏ．１ １５

ｇ／ｋｇ，

加剂的物质，在改善动物肠道微生态、促进养分的

富含特殊蛋白和功能性多肽，含有未知生长因

吸收利用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随着

子。建议添加量为１

抗生素使用导致的安全隐患逐渐显现，寻求有饲

ｇ／ｋｓ。

杆菌肽锌：１５％的杆菌肽锌预混剂，绿康生化

用抗生素类似功能的新型饲料添加剂成为行业热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建议添加量为０．０２

点。其中，动、植物及其提取物作为饲用抗生素的

１．２试验设计

替代品研究甚多陋巧］。本实验室早期对八角及其
精油改善肉鸡生长性能、肠道发育和养分利用率

选取健康、体重（３８．３８＋２．５１）ｇ接近的１日龄
爱拔益加（ＡＡ）肉雏鸡３８４只（公母各半），随机分

进行了研究ｂ－刮，并对蚯蚓肽降低肉鸡死淘率，提

为４个处理，每个处理１２个重复，每个重复８只

高经济效益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３］。

鸡。试验采用单因素完全随机设计，对照组饲喂基

以往有关八角和蚯蚓在畜禽上应用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刺激食欲、促进生长和体外试验等方面，

ｇ／ｋｇ。

础饲粮，其余三组分别在基础饲粮中添加０．５

ｇ，ｌ【ｇ

提取物形式添加的报道更少。本研究对比分析了

八角油、１ ｇ／ｋｇ蚯蚂ｌ肽、０．０２ ｇ／ｋｓ杆菌肽锌。试验期
４２ ｄ，分为试验前期（１～２１日龄）和后期（２２～４２日
龄），基础饲粮参照ＮＲＣ（１９９４）配置，组成及营养

八角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在改善肉鸡健康和生产

水平见表１。

其对抗氧化性能和免疫性能的影响鲜有报道，以

性能上的影响。

表１基础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风干基础）

％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试验材料
八角油由山东农业大学动物营养与代谢研究
室提取。采用乙醇抽提法，称２００ ｇ（精确至０．１ ｇ）
粉碎烘干后的八角置于滤纸桶中，将滤纸桶放人
抽提管，加人７０％乙醇至没过虹吸管，在（６０±５）℃
的水浴上加热，使乙醇回流４ ｈ或至没有明显颜色
为止，将平底烧瓶中乙醇回收后收集剩余液体，于
棕色广口瓶中４℃保存备用；主要成分含量使用
ＧＣ一２０１４气相色谱仪（日本岛津公司）进行分析，采
用外标法计算，其中反式茴香脑为（５５５±５）ｇ／ｋｇ，
草蒿脑为（６１．７±１）ｇ／ｋｓ，茴香醛为（４５．６＋１）ｇ／ｋｓ。
本实验室早期研究结果表明，肉鸡饲粮中八角油
添加的最佳剂量为０．５ ｇ／ｋｇ（未发表）。
蚯蚓肽（纽萨夫ＮＳＦ—ＱＹ０５）：北京艾克赛德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提取工艺参见文献ｎ］。粗蛋

注：预混料为每千克饲粮提供：Ｖ一８ ０５０ １Ｕ，Ｖｍ ３ ０００ ＩＵ，Ｖｅ ３０
Ｖ”５ｍｇ，Ｖｎ－２．５８ｍｇ，Ｖｍ

“ｇ，叶酸１．２０ｍｇ，Ｍｎ １００ｍｇ，Ｆｅ ８０ｍｇ，Ｚｎ ５８ｍｇ，Ｃｕ ８．８ｍｇ，Ｓｅ ０．２８ｍｇ；
代谢能为计算值，其余为实测值。

１．３饲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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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ｇ，泛酸钙１３ｍｇ，炬１ｔ４５ｍｇ，生物素０．２０

试验鸡笼养，自由采食和饮水，每日观察鸡群

健康情况；第一周保持３２℃，随后每周降低２℃，
直至２６ ｏＣ；２４ ｈ光照，前期强度１５ ｌｘ，后期降至

杆菌和乳酸菌的含量，结果用每克盲肠食糜中细

１ｘ，按照常规免疫程序进行疫苗接种。
１．４测定指标及方法

１．５统计与分析

１．４．１生产性能

和Ｄｕｎｃａｎ法多重比较，显著水平为Ｐ＜０．０５，数据

５

菌个数的常用对数ｌｇ（ｃｆｕｌｇ）表示。
试验数据采用ＳＡＳ ８．２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每周测定肉鸡体重和采食量，计算平均Ｅｔ采

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食量、平均日增重和料重比。

２结果与分析

１．４．２抗氧化性能

２．１八角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对肉鸡生产性能

试验第２１和４２天，每个处理每个重复选取
１只体重接近平均体重的健康肉鸡，空腹１２

的影响

八角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对肉鸡生产性

ｈ，

翅静脉采血，分离血清，随后折颈处死，分离肝

能的影响见表２。由表２可知，饲粮中添加八角

脏，一２０℃保存备用。总超氧化物歧化酶（Ｔ—
ＳＯＤ）活力、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ＧＳＨ—Ｐｘ）活力

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均显著提高２１日龄体重和
１—２１日龄平均日增量（Ｐ＜０．０５），相比于蚯蚓肽

和丙二醛（ＭＤＡ）含量采用试剂盒测定，试剂盒购

组，饲粮中添加八角油和杆菌肽锌作用效果更

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明显（Ｐ＜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其余各组４２日龄

１．４．３免疫器官指数

体重、１—２１日龄平均日采食量、１～４２日龄平均日

试验第４２天，每个处理每个重复选取１只体重

采食量和平均日增重均显著提高（Ｐ＜０．０５）。与对

接近平均体重的健康肉鸡，空腹１２ ｈ，折颈处死，分

照组和蚯蚓肽组相比，饲粮中添／ＪｕＪｋ．角油和杆

离胸腺、脾脏、法氏囊，称重，用于免疫器官指数的

菌肽锌显著降低１～２１日龄和１～４２日龄料重比

计算，免疫器官指数（ｇ／ｋｇ）＝器官重（ｇ）／活重（ｋｇ）。

（Ｐ＜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杆菌肽锌组２２—４２日龄

１．４．４肠道菌群

试验第２１和４２天，每个处理每个重复分别处

平均日采食量显著提高（Ｐ＝０．０４３），而饲粮中添
加八角油和蚯蚓肽无此作用效果（Ｐ＞０．０５）。由此

死１只体重接近平均体重的健康肉鸡，分离左侧

证明，饲粮中添加八角油和蚯蚓肽均能通过提高

盲肠，采用平板菌落计数法测定盲肠食糜中大肠

肉鸡体重和平均日采食量来改善生产性能。

表２八角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对照组

５０８．９１±０．５８。２ ３０９．４８＋１３．７９‘２２．４０４＂０．２５。３４．５１４－０．７６‘１．５４４－０．０ｌ‘８５．７４４－０．５３ １６６．１ １４－０．６１‘１．９４±０．０４

５４．０７±０．２５‘１００．３１±０．３２６

１．７４±０．０１．

八角油组

６２３．５７±１．２５‘２ ４４４．０７４－６１．２８１

５７．２８：Ａ）．４３１ １０３．１２４＂０．１４１

１．６５４－０．０ｌ‘

蚯蚓肤组

５７０．００４＂１．５４ｂ ２ ３９１．０９４－２１．８０＂２５．３１±０．４６‘３７．８７±０．５９‘１．５０－ｚ０．０６‘８６．７２４＂０．７２

２７．８６４－０．３５’３７．９８±０．４７‘１．３６±０．０３‘８６．６９４－０．６７ １６８．２６：ｔ－０．２２‘１．９４±ｏ．０３

１６８．“±０．４５“１．９５±０．０２

５６．０１４＂０．５２‘１０３．２６４＂０．４７‘１．７２４＂－０．０３‘

杆菌肽锌组６２６．５３±１．９８‘２ ４３６．０９４－５７．３１‘２８．００－ｚ０．７８‘３７．８６±１．０８‘１．３５±０．０４‘８７．３６±２．５５ １７０．２９±３．４８‘１．９６４－０．０３

５７．６８４－２．０３‘１０４．０７４－１．１１‘１．６６±０．０４“

注：同列数据肩标无字母或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２．２八角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对肉鸡抗氧化性

氧化性能显著改善（Ｐ＜０．０５），而２１日龄血清中

能的影响

ＭＤＡ含量没有影响（Ｐ＞０．０５）。饲粮中添加蚯

八角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对肉鸡抗氧４Ｌ＇１５能

蚓肽显著提高２１日龄和４２日龄血清ＳＯＤ活力、

的影响见表３和表４。由表３、表４可知，与对照组相
比，饲粮中添／Ｊｔｂ，ｋ．角油显著提高肝脏和血清２１日龄

４２日龄血清ＧＳＨ—Ｐｘ活力、２１日龄肝脏ＳＯＤ活力以
及２１日龄和４２日龄肝脏ＧＳＨ—Ｐｘ活力（Ｐ＜０．０５），

和４２日龄ＳＯＤ和ＧＳＨ—Ｐｘ活力、降低ＭＤＡ含量

而对肉鸡血清和肝脏ＭＤＡ含量均无显著影响

（Ｐ＜０．０５）。相比于其余各组，蚯蚓肽组血清２１日龄

（Ｐ＞０．０５）。由此可见，八角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

ＳＯＤ活力最高（Ｐ＜０．０５），杆菌肽锌组血清２１日龄

均能通过提高血清和肝脏ＳＯＤ、ＧＳＨ—Ｐｘ活力，降

ＧＳＨ—Ｐｘ活力最高（Ｐ＜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杆

低ＭＤＡ含量来改善肉鸡的抗氧化性能，且作用效
果为八角油＞杆菌肽锌＞蚯蚓肽。

菌肽锌组４２日龄血清、２１日龄和４２日龄肝脏抗

一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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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八角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对肉鸡血清抗氧化性能的影响

２．３八角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对肉鸡免疫器官

表６八角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对肉鸡
肠道菌群的影响ｌｇ（ｅｆｕ／ｇ）

指数的影响

八角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对肉鸡免疫器官指
数的影响见表５。由表５可知，饲粮中添加八角油、
蚯蚓肽和杆菌肽锌均显著提高脾脏指数（Ｐ＜０．０５），
而对胸腺和法氏囊指数无显著影响（Ｐ＞Ｏ．０５）。提
示八角油和蚯蚓肽能提高肉鸡的脾脏指数。
３讨论

表５八角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对肉鸡免疫

３．１饲用抗生素替代品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器官指数的影响ｇ瓜ｇ

八角等芳香类植物含有多种有效成分，其主
要有刺激食欲和促进消化液分泌的作用旺’８１；蚯蚓
能散发出特殊气味，极易引诱和刺激各种动物的
食欲阳１；抗生素一直被作为生长促进剂广泛使用，
２．４八角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对肉鸡盲肠微生

杆菌肽锌按照饲料水平添加，在肠道中基本不被
吸收，其作用是改善肠道微生物区系和肠壁结构，

物的影响

通过抑制发酵减少养分损失和增加代谢率以提高

八角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对肉鸡盲肠微生
物的影响见表６。由表６可知，相比于对照组和八
角油组，蚯蚓肽组２１日龄大肠杆菌数量显著降
低（Ｐ＝Ｏ．０２５），而杆菌肽锌组与各组差异不显著

生产性能ｎ ０｜。丁晓等陋１研究表明，５ ｇ／ｋＣｋ角粉和
ｇ／ｋｇ八角精油作为饲料添加剂能显著提高
２１日龄肉仔鸡的体重、平均日增重和平均日采食
０．２

（Ｐ＞Ｏ．０５）。与对照组和蚯蚓肽组相比，饲粮中添

量；李东光等ｎ¨研究表明，饲粮中添加１％的蚯蚓
抗菌肽可显著提高肉鸡日增重，降低料重比和死

加八角油和杆菌肽锌显著提高２１日龄乳酸菌数
量（Ｐ＝０．００８）。八角油组、蚯蚓肽组和杆菌肽锌组

亡率。本研究表明，与对照组相比，肉鸡饲粮中添
加八角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４２日龄体重分别增

４２日龄盲肠大肠杆菌和乳酸菌数量均显著改善

加５．８３％、３．５３％和５．４８％；１～２１日龄平均日采食量

（Ｐ＜Ｏ．０５），同时，对４２日龄乳酸菌含量的提高，杆
菌肽锌组作用效果最明显（Ｐ＜Ｏ．０５）。上述结果

分别增加１０．０３９％、９．７３１％和９．６８１％；１—４２日龄

说明，饲粮中添加八角油和蚯蚓肽可以改善肉鸡

以及１。４２日龄平均日增重分别增加５．９２６％、

盲肠微生物组成，且作用效果为蚯蚓肽＞杆菌肽

３．５９４％和６．６７６％，与上述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这

锌＞八角油。

可能与八角油和蚯蚓肽可以诱导肉鸡采食的特殊

平均日采食量分别增加２．７９９％、２．９３３％和３．７４５％，

一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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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味有关，采食量增加导致平均日增重提高，从而

角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肉鸡脾脏指数较对照组分

提高肉鸡体重。

别提高１．８８６％、１．３１１％和２．４１３％。本试验中八角

３．２饲用抗生素替代品对肉鸡抗氧化性能的影响

油对肉鸡的作用和先前研究的结果不一致，这可能

机体通过酶系统和非酶系统产生氧自由基，

与八角添加的形式和剂量有关，本试验中八角是

后者能攻击生物膜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引起脂

以提取物的形式独立添加，提取物较八角含有更

质过氧化反应ｎ２·”］。众所周知，ＳＯＤ、ＧＳＨ－Ｐｘ和

丰富的有效成分，而肉鸡脾脏指数的提高可能与

ＭＤＡ是三种显著影响肉鸡抗氧化性能的指标。

这些有效成分有关，其可以改善肉鸡的生产性能

ＳＯＤ能清除超氧阴离子，保护细胞免受损伤；

和抗氧化性能，从而保证肉鸡健康生长，反过来作

ＧＳＨ—Ｐｘ是机体广泛存在的一种重要的催化过氧

用于肉鸡的免疫器官，提高肉鸡的免疫性能；蚯蚓

化氢分解的酶，它特异性催化还原谷胱甘肽对过

肽对肉鸡的作用与前人的研究基本一致，这可能

氧化氢的还原反应，可以起到保护细胞膜结构和

与蚯蚓体内能提高肉鸡免疫性能的抗菌肽、蚓激

功能完整的作用；ＭＤＡ可反映机体内脂质过氧化

酶、纤溶酶、抗肿瘤蛋白等生物活性物质有关…·１９］。

的程度，间接反映出细胞损伤的程度ｎ ４｜。Ｐａｄ—

３．４饲用抗生素替代品对肉鸡盲肠微生物的影响

ｍａｓｈｒｅｅ等ｎ５１通过体外试验表明，八角粉及其醇提

肉鸡盲肠中存在着大量的微生物，大多数是

物对精炼葵花油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蚯蚓对抗

消化道中的常在菌乜引，一般不致病，但当宿主机体

氧化性能的改善尚未见报道。本研究表明，八角

发生变化或进入消化道以外的部位，则成为致病

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均能一定程度改善肉鸡血

菌；乳酸菌是肠道中的常在菌，对致病菌有抑制作

清和肝脏的抗氧化性能，其中八角油作用效果最

用，是动物机体抵抗疾病的一道天然屏障陋ｈ

明显；八角中富含反式茴香醚、草蒿脑和大茴香醛

陈奇等陋３１通过体外抑菌试验证明，不同形式的八

等有效成分心］，作为传统中草药，其有效成分具有

角提取物均对大肠杆菌、酵母菌和霉菌有一定抑

抗菌、抗氧化等多种作用ｎ６１；蚯蚓体内含有胆碱酯

制作用；郭朝晖等ｍ１研究表明，八角等中药挥发油

酶、过氧化氢酶、ＳＯＤ、植酸酶等多种酶类阳１。这

对革兰氏阳性菌及革兰氏阴性菌均有一定抑制作

些酶类可能与其提高肉鸡抗氧化性能有关，其具

用；Ｃｈｏ等ｎ引研究表明，饲粮中添加０．２５ ｇ／ｋｇ／＼角
和百里香混合精油可以显著降低肉鸡小肠到大

体机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２
２｜。

饲用抗生素替代品对肉鸡免疫器官指数的影响

肠段产气荚膜梭菌和大肠杆菌的数量，但对乳酸

胸腺、脾脏和法氏囊是禽类最重要的三种免

菌的数量没有显著影响；郑津辉等∞１通过抑菌试

疫器官，是免疫细胞形成、分化、成熟及抗体产生

验证明蚯蚓粗提液对革兰氏阳性菌代表菌株金黄

的主要器官，其生长发育状况与机体的免疫功能

色葡萄球菌和革兰氏阴性菌代表菌株大肠杆菌有

密切相关，而免疫器官称重法是目前研究免疫体

明显的抗菌活性，且受温度以及ｐＨ值的影响不

况的方法之一［４·１７］。一般认为，免疫器官重量降低

大；刘兵汹３研究发现，通过电击提取的蚯蚓提取液

为免疫抑制所致，而免疫器官重量增／ｊｕＳｔ］为免疫

对大肠杆菌和黄曲霉均有抑制作用。本试验结果

增强的表现。Ａｍａｄ等陋３研究表明，饲粮中添加

表明，八角油、蚯蚓肽和杆菌肽锌均能显著改善

０．１５、０．７５或１．５ ｇ／ｋｇＡ角和百里香混合精油对肉

肉鸡４２日龄肠道菌群结构，促进有益菌生长，抑

鸡脾脏指数没有影响；Ｃｈｏ等ｎ副研究表明，饲粮中

制有害菌生长；这与先前的体外试验结果基本一

添加０．２５ ｇ／ｋｇ／＼角和百里香混合精油对肉鸡脾脏

致，八角精油是脱水剂、蛋白质变性剂，可使蛋白

和法氏囊相对重量没有显著影响；谢大识等Ｈ１研究

质脱水、变性，损害细胞膜而具杀菌能力，其具有

发现，肉鸡饮水中添加０．５％和１．５％蚯蚓提取物显

良好的抑菌、杀虫活性他３卫７｜，蚯蚓肽中富含的抗菌

著提高肉鸡的免疫器官指数，而３％蚯蚓提取物有

肽是生物体内经诱导产生的一种具有生物活性的

抑制作用；朱宇旌等ｎ７１研究表明，肉鸡饲喂添加３％
鱼粉和２％蚯蚓肽混合饲粮，其胸腺指数、脾脏指

小分子多肽，是一种具有无毒副作用、广谱高效杀

数和法氏囊指数分别较对照组提高了１７．１０％、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ｎ９。，肠道菌群结构的改善与

１２．５０％和５．１７％。本试验结果表明，饲粮中添加八

肉鸡生产性能和免疫性能增强的结果一致。

３．３

菌活性的碱性多肽类物质，是生物天然免疫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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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结论

饲粮中添加八角油和蚯蚓肽均能通过提高肉
鸡体重和平均采食量改善其生产性能，且八角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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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为抗氧化性能的提高，蚯蚓肽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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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盲肠微生物含量的改善，两者侧重点不同，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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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定程度上替代饲用抗生素杆菌肽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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