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点

植物甾醇的生物学功能
及其在动物生产中的应用
■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王恬周岩民顾莞婷

摘要植物甾醇是我国农业部２００８年批准的一种新型功能性饲料添加荆。该文简述了植物甾醇的性质和来源、
提取与精制，此较全面地介绍了植物甾醇对胆固醇代谢的影响、抗氧化作用、类激素功能、抗癌作用、免疫调－节，－ｈ能、
抗炎作用与调节生长作用等生理功能，对植物甾醇的吸收，分布和转化及其在动物生产中的应用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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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甾醇是植物细胞的重要组

化、抗癌，促进生长等作用，深入

活性成分Ⅱ】。植物甾醇的结构与动物

成成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在大

研究与探讨植物甾醇的作用机理和

性甾醇（如胆固醇）的结构基本相似，

量临床试验和动物试验中，植物甾

相关功能引起广泛关注。２００７年，

均以环戊烷全氢菲为骨架，属于４一

醇及其制品在颉颃胆固醇、预防心

植物甾醇获我国农业部颁发的饲料

无甲基甾醇，具有相同的手性结构。

血管疾病等方面均表现出良好的效

添加剂新产品证书。

它们在结构上唯一不同之处是侧链，

果，并具有极高的安全性。目前已
开发出多种含有植物甾醇的功能性

１植物甾醇的性质和来源

即Ｃ４位所连甲基数目不同及Ｃ１ｌ

位上侧链长短，双键数目的多少和

食品，美国ＦＤＡ也已批准添加植物

植物甾醇，又称植物固醇

位置等的差异口】，但正是这些侧链上

甾醇或甾烷醇酯的食品可使用“有

（ｐｈｙｔｏｓｔｅｒｏｌｓ，ｐｌａｎｔ ｓｔｅｒｏｌｓ），属

的微小差异导致了它们生理功能的

益健康”的标签。特别是近年来的

于植物性甾体化合物，它是植物细

极大不同。

研究发现，植物甾醇还有具有抗氧

胞的重要组成成分，也是一种植物

大部分高等植物所含的甾醇是
△５键的，其中典型的是Ｐ一谷甾

江苏省科技攻关项目（ＢＥ２００６３３２）；江苏省农业三项工程项目（Ｘ（２００７）０７２）资助。
本论文已被ｔ动物营养研究进展’（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８）收录。

醇（Ｄ－ｓｉｔｏｓｔｅｒ０１），一些高等植物
还含有△７键。植物甾醇双键被饱
９

万方数据

和后称为甾烷醇，羟基被酯化后称
为甾醇酯口１。结构示意见图ｌ。

植物甾醇在各种油料种子中含

脱色白土，脱臭馏出物和物理精炼馏

量较高。制取油脂时，植物甾醇从油

出物等副产品和废液中。在以皂脚或

自然界中存在的植物甾醇有游

料种子进入到毛油中，精炼植物油时，

油脂制取脂肪酸时，甾醇又绝大部分

离型和酯化型两种。酯化型的植物甾

植物甾醇在物理的、化学的或两者共

进入蒸馏黑脚，因而油脂下脚富集大

醇主要是甾醇在酶的作用下与酰基供

同作用下存留于脱胶废水、碱炼皂脚，

量甾醇。皂脚、脱臭馏出物、谷维素

体酯化、酯交换合成植物甾醇酯而得
到的Ⅱ１，常见的酯化型植物甾醇主要
有甾醇硬脂酸酯、甾醇乙酸酯、甾醇
油酸酯等，主要存在于谷类食物中。

游离型的植物甾醇在坚果和豆类植物
中含量较多，最常见的包括Ｄ一谷
甾醇、菜油甾醇（ｃａｍｐｅｓｔｅｒ０１）、菜
籽甾醇（ｂｒａｓｓｉｃａｓｔｅｒ０１）和豆甾醇

（ｓｔｉｇｍａｓｔｅｒ０１）等删。到目前为止，
从植物中至少已经确认鉴定出了４０

多种植物甾醇。几种常见植物性食物
中植物甾醇的含量如表ｌ所示。

２植物甾醇的提取与精制
从油脂下脚中提取甾醇通常分
两步进行。先从原料中提取甾醇为主

６一

衄ｋ登

籼知￡
糊邳￡

的不皂化物（粗甾醇），然后从不皂
化物中精制甾醇。

Ｆｉｇｕｒｅ ｌ

２．１植物甾醇的提取

１０

ｏｆ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ａ ５－ｐｈｙｔｏｓｔｅｒｏｌ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ｔｏｓｔａｎｏｌｓ

注：来源于Ｍｏｇｈａｄａｓｉａｎ，２０００‘４１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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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ｎｌｌｃｔｕｒｅｓ

常见食物中植物甾醇的含量和组成（ｍｇ／ｋｇ）

专家视点

生产下脚以及脂肪酸蒸馏黑脚等各种

品质量要求和规格也不统一１８１。各国

测知产品中甾醇与甾醇酯的含量。③

油脂下脚均是制取甾醇较好的原料。

的标准也不相同，前苏联把甾醇产品

气相色谱法。气相色谱的应用对甾醇

特别是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玉

分为三类，见表２。

的分析推动很大，采用气相色谱法能

米油、葵花子油等的脱臭物中的甾醇

纯化的植物甾醇混合物为片状或

很好地解决甾醇的含量与组成同时分

含量一般在１０％～３０％。另外，造

粉末状白色固体，经溶剂结晶处理呈

析的问题。但必须将甾醇转化为适当

纸工业副产品木浆油也是制取植物甾

白色鳞片状或针状晶体。植物甾醇主

的衍生物…’，增加其挥发性和稳定性，

醇的原料一１。

要表现为疏水性，但因其结构上带有

降低气化点。此分析方法操作简单，

目前，国内的植物甾醇产品主

羟基基团，因而又具有一定的亲水性，

费用较低，衍生化很容易完全，是一

要来源于植物油脂精炼过程中的脱臭

侧链越大，甾醇的疏水性越强。植物

种值得推广的技术。④高效液相色谱

馏出物，大多是各种植物甾醇的混合

甾醇比重略大干水，不溶于水，可溶

法。采用ＨＰＬＣ分离分析甾醇，样

物，根据植物来源的不同，植物甾醇

于多种有机溶剂。为了提高它们的溶

品不需要衍生化即可直接进样，操作

产物组成不同。国外多将植物甾醇进

解度，精制和纯化后的植物甾醇经氢

简便，精确度高，重现性好，若采用

一步分离成谷甾醇和豆甾醇两部分。

化后制得植物甾烷醇，再与食用脂肪

其制备色谱还可收集分离到各单一甾

谷甾醇（含菜油甾醇）用于发酵法生

酸酯化制成甾烷醇酯。

醇的标准品［１２１０样品在分离前与分

产雄甾－４－烯－３，１７－二酮（４ＡＤ）

２．３植物甾醇的分析测定

离后均能保持本来面目，没有遭到任

和雄甾－１，４－二烯－３，１７－二酮

测定甾醇的方法较多，目前主

（ＡＤＤ）。豆甾醇通过化学法从Ｃ－２２

要采用以下几种比较方便、快捷的方

双键处切断，再进行结构修饰后可制

法对甾醇进行分离分析［９，１０１０①可见

造出多种甾体皮质激素药物”１。

光比色法。采用改进的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ｎ

２．２植物甾醇的精制

Ｂｕｒｃｈａｒｄ比色法测定甾醇产品中总

何破坏，更能反映实际情况，有其独

特的优越性。

３植物甾醇的生理功能
３．１对胆固醇代谢的影响

近年来植物甾醇（特别是谷甾

甾醇的含量简单快速。②薄层层析

植物甾醇的研究已有百年历史。

醇）在医药工业上的进一步应用对其

法。利用薄层色谱分析甾醇已有较长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人们发现从膳食中

纯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将混合

的历史。在硅胶Ｇ板上游离甾醇、

摄入植物甾醇越多，胆固醇的吸收率

植物甾醇分离成为单一的甾醇产品，

甾醇酯、游离脂肪酸等不同组分均可

就越低，血清中的胆固醇水平也越

并提高其纯度和得率，是当前甾醇分

通过ＴＬＣ达到良好分离，根据斑点

低，近年来植物甾醇的降胆固醇功能

离精制的关键。植物甾醇工业精制有

的大小，颜色的深浅可以直接判断它

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大量动物试

溶剂结晶法、络合法、或两种方法结

们之间的大约比例关系。将上述薄板

验和人体实验研究证明，补充植物甾

合，还有采用湿润剂乳化分离法。实

在Ｃｓ－＿９１０薄板扫描仪上，在参比

醇和甾烷醇能明显降低血液中总胆

验室精制采用吸附法、酶法、分子蒸

波长７００ｎｍ、样品波长５５０ｒｉｍ的条

固醇（ＴＣ）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馏分离法等归１。粗甾醇和精制甾醇的

件下进行双波长扫描，即可得到标准

（ＬＤＬ—Ｃ）的含量。这种降低血液中

划分极难，各文献报道很不一致，产

扫描图进而得到标准扫描曲线，从而

胆固醇的效果可能不仅与肠道胆固

表２中国、日本与前苏联工业用植物甾醇部分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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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的吸收被抑制有关，亦可能源于植

至发生疾病等。近来，相继有报道表

化活性随着其在猪油中浓度的增大而

物甾醇影响了肝／肠胆固醇代谢的

明植物甾醇具有抗氧化能力。吴时

增强旺“。尉芹等（２００１）研究也发现，

其他方面。植物甾醇和甾烷醇能降低

敏（２００２）等在体外试验中发现橄榄

七叶树叶以７０％乙醇（Ｖ／Ｖ）为溶

血液中胆固醇的功效已为公认，但其

油、玉米胚芽油、小麦胚芽油等能使

剂的提取物（主要成分为酚类和植物

作用机理仍不明确，不同学者提出了

红花籽油在煎炸条件下保护其脂肪酸

甾醇）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性能，在

多种不同的机制。基于以上所述胆

不发生氧化降解。特别是发现△５一

油脂中的添加量为０．０８％时效果最

固醇和植物甾醇吸收代谢的机理，可

燕麦甾醇、△７一燕麦甾醇、ＯＬ一谷

佳，超过０．０２％的ＢＨＴ １２２１。Ａｎｎａ—

以概括出植物甾醇对消化道吸收胆

甾醇和斑鸠甾醇具有阻止不饱和脂肪

Ｍａｉｊａ和Ｌｅｎａ等（１９９９）研究了豆

固醇在三个层次上的影响”弼，如图２

酸在高温加热条件下发生氧化降解的

甾醇、谷甾醇、岩藻甾醇在高温条件

所示。

功能Ｄ１。另用不同浓度的植物甾醇添

下对高油酸葵花籽油的抗氧化、抗聚
合效果，结果表明，植物甾醇的抗氧
化效果不仅与自身分子结构有关，而
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受氧化模型（包括
脂肪酸不饱和程度、加热方式，氧张
力）和食品形式的影响［２３］ｏ

体内试验发现，植物甾醇乙酸
酯（ＰｓＡ）和植物甾醇油酸酯（ＰＳ０）
能显著提高荷瘤小鼠ＣＡＴ活性，表
明两种甾醇酯对小鼠机体因肿瘤造成
Ｃ ＡＴ活力下降有恢复作用阱ｌ。仙人

掌（含Ｄ一谷甾醇、芸薹甾醇，豆

甾醇等）水煎液能明显抑制和降低由
四氯化碳（Ｃ Ｃｌ。）所致的小鼠和大
鼠肝匀浆中丙二醛（ＭＤＡ）的生成
和含量瞄Ｊ。目前发现，具抗氧化功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ａｌ＇ｅａ

ｏｆｐｈｙｔｏｓｔｅｒｏｌ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ｕｐｔａｋｅ

都有一个亚乙基，能在２９一烯丙基

注：来源于Ｔｒａｕｔｗｅｉｎ，２００３‘１ｑ

处快速形成一个自由基，．此自由基随“

３．２抗氧化作用
自由基是生命活动过程中生物
化学反应的中间产物。在正常情况下，
体内自由基的产生及其清除处于动态
平衡之中“爿。但是，如果体内自由
基产生过多或清除过慢，则自由基会
在分子水平、细胞水平以及器官水平
造成机体损伤。例如，自由基会损伤
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类、核酸等

能的植物甾醇共同特征是分子侧链上

加到菜籽高级烹调油中进行试验结果

即异构化为一个叔自由基，该叔自由

表明，植物甾醇具有抗氧化作用，添

基比脂肪酸碳中心自由基更稳定，从

加量不超过０．１０％时，抗氧化能力

而阻断了脂肪酸链的氧化反应Ⅱｌ。植

随浓度增加而上升，与维生素Ｅ联

物甾醇的抗氧化性与其防治心血管疾

合使用可增强抗氧化效果。研究还表

病和抗癌等的效果均密切相关。

明，植物甾醇具有较好的热稳定性，

３．３类激素功能

在煎炸过程的初始阶段具有抗氧化作

由于植物甾醇在化学结构上类

用“９Ｊ，并使高温下菜籽高级烹调油

似于胆甾醇，在体内能表现出一定

的抗氧化、抗聚合性能得以改善例。

的激素活性，并且无激素的副作用。

加快机体的衰老过程“６＿１８。。在畜禽

刘慧琼等（２００４）研究表明，１３一谷

Ｌｉｎｇ等（１９９５）给大鼠皮下注射高

生产过程中，氧化应激常常会导致动

甾醇具有清除羟自由基和抑制超氧阴

剂量（０．５～５ｍｇ／ｋｇ·ｄ）的ｐ一

物生产性能下降与产品品质下降，甚

离子的作用，且Ｏ一谷甾醇的抗氧

谷甾醇，发现其在体内转化为类雌激

生物大分子，导致功能和代谢紊乱，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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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物质嘲。Ｍａｌｉｎｉ等（１９９２）比较

ＭＢ－２３ｌ乳腺癌细胞与１６ｍｍｏｌ／Ｌ

作用，因而可作为辅助抗炎症药物而

了Ｂ一谷甾醇、１７－Ｄ一雌二醇和黄

的ｐ一谷甾醇温育３ｄ和５ｄ后，发

长期使用。还有类似于阿司匹林类的

体酮对卵巢切除后成年大鼠子宫某些

现与胆固醇对照培养液相比，癌细

退热镇痛作用，这些在临床上都已引

生化指标的影响，发现Ｄ一谷甾醇、

胞的生长分别被抑制６６％和８０％，

起广泛关注。

雌激素或两者联用可引起子宫细胞内

并且在这一浓度下，植物甾醇和胆

３．７调节生长

糖原浓度显著增加，葡萄糖－６－磷

固醇均无细胞毒性（以细胞乳酸脱

韩军花（２００１）综述中认为植

酸脱氢酶、磷酸己糖异构酶及总乳酸

氢酶的释放为指标）Ⅲ。Ｍｅｌｌａｎｅｎ等

物甾醇对大鼠生长有调节作用，可以

脱氢酶的活性也显著增加，但黄体酮

（】９９６）根据一些体内外实验的结果，

调节应激条件下动物的生长，并用此

与Ｄ一谷甾醇联用可部分消除Ｄ一

认为植物甾醇的抗乳腺癌作用可能

来解释植物甾醇的许多其它功能团。

谷甾醇诱导的子宫糖原浓度和葡萄

与其具有某些雌激素活性有关［３１１。

周宝兰（１９９２）报道，植物甾醇（主

糖－６－磷酸脱氢酶活性增加的效应，

摄入植物甾醇后的一个间接作用即

要是谷甾醇）、植物生长激素与能在

这些证明了Ｄ一谷甾醇对子宫内物

降低胆汁分泌，可能是其抑制结肠

水中形成分子膜的脂质结合，制成的

质代谢有类似于雌激素的作用腰“。

癌发生的作用机理１３２］。ＤｅＳｔｅｆａｎｉ等

植物甾醇核糖核蛋白复合体，具有促

ＭａｃＬａｔｃｈｙ等（１９９５）观察了ｐ一

（２０００）所做的病例对照研究证明，

进动物蛋白质合成的功能，有利于动

谷甾醇对金鱼激素分泌的影响，给孵

摄入较多的植物甾醇可降低胃癌发

物的健康生长，而且其不受温度的影

出４ｄ的金鱼腹膜内注射Ｄ一谷甾醇

生的危险性。亦有报道显示谷甾醇可

响，不受酶的分解，是一种新型的动

后，发现雄性金鱼的睾丸激素和ｌｌ一

能对前列腺癌有益［３３１。

物促生长剂１３６１。

睾丸酮含量显著降低，雌性金鱼的睾

３．５免疫调节

４植物甾醇在动物生产中

丸激素和１７－－ｐ一雌二醇水平也显著

Ｂｏｕｉｃ等（１９９６）所做的人体实

降低嘲。体外实验还发现，注射过

验证明，给马拉松长跑运动员服用

Ｄ一谷甾醇的金鱼睾丸对人绒毛膜促

Ｄ一谷甾醇及其糖苷混合物后，受试

性腺激素的敏感性下降。这些结果提

组（ｎ＝９）血清中白细胞总数明显低

４．１．１植物甾醇的吸收

示Ｄ一谷甾醇可能通过影响胆甾醇

于空白对照组（１１＝１０），淋巴细胞分

不能内源合成植物甾醇，只能通过

的生物利用率或一些酶来降低性腺组

类方面，受试者ＣＤ３和ＣＤ４细胞上

食物摄入并经肠道吸收合成。进入

织合成类固醇激素的能力。

升，血清白介素一６（ＩＬ－６）水平降

肠道乳糜微粒是植物甾醇到达吸收

３．４抗癌作用

低，说明这些受试者在经过马拉松长

位点被吸收的先决条件。并且将植

的应用
４．１植物甾醇的吸收代谢
动物机体

研究证明，植物甾醇对机体

跑之后，免疫抑制较轻，感染的机会

物甾醇从乳糜微粒转运至肠细胞

某些癌症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抑制

较小㈨；Ｂｏｕｉｃ等（１９９９）另一项研

中的转运体（ＡＢＣＧ５、ＡＢＣＧ８、

作用，如乳腺癌、胃癌．肠癌等。

究也表明，谷甾醇及其糖苷（１００：

ＡＢＣＡｌ和Ｎ ＣＰｌＬｌ）也与转运胆固

Ａｗａｄ等（２０００）用含２％植物甾醇

１）具有刺激人体外周血液中淋巴细

醇的相同Ｄ７】。在细胞中，植物甾醇

或胆固醇的饲料饲养ＳＣＩＤ小鼠１５ｄ

胞增殖的功能［３５１。人体摄食６０ｍｇ／ｄ

与ＣＭ结合并随之分泌进入循环之

后，在小鼠靠近右侧腹股沟的乳腺脂

谷甾醇及其糖苷４周后，Ｔ细胞水平

前也必须被ＡＣＡＴ酯化［３８１。有研究

肪垫处接种肿瘤，８周后，两组动物

比体外实验更高。由此认为植物甾醇

表明，动物对植物甾醇的吸收率极低，

体重和耗料量无差别，但植物甾醇组

可作为一种免疫调节因子。

与胆固醇超过４００／ｏ的吸收率相比，

小鼠的肿瘤直径仅为胆固醇组的６７％

３．６抗炎作用

人和其他哺乳动物对植物甾醇的吸收

（Ｐ＜０．０１），癌症的淋巴转移和肺转

植物甾醇的抗炎症作用也是较

移也比胆固醇组少２０％，因此推测

早被发现的功能之一嘲。研究证明Ｄ一

醇的吸收更低（Ｏ．０２％～Ｏ．３％）‘３９】。

植物甾醇可延缓乳腺肿瘤的生长和

谷甾醇有类似于氢化可的松和强的松

而且植物甾醇酯的吸收会降低植物

扩散∞】。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

等的较强的抗炎作用，豆甾醇也有一

甾醇的吸收，反之亦然ｔ４０ｌ。可能是

用体外培育的方法，把人类ＭＤＡ—

定的消炎功能，但均无可的松类的副

因为植物甾醇对Ａ ＣＡＴ的低亲和力

率很低（０．蝴～３．５％），植物甾烷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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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其酯化率低Ｈ”，随之表现为在

测经植物甾醇处理的Ａｐｏ－Ｅ敲除小

循环系统中的低浓度。

鼠粪便，也能证明肠道微生物的生

合成，促进动物生长和缝康的功能。

不同种类的植物甾醇和甾烷醇

物转化过程１５１１。健康成年人在正常膳

有关植物甾醇调节生长功能的研究

在肠道中的吸收率不同，大量人体和

食条件下，血清中植物甾醇的含量为

报道不多。周宝兰认为，植物甾醇

动物实验的结果表明，菜油甾醇比

７ｕｍｏｌ／Ｌ～２４“ｔｏｏｌ／Ｌ，还不到血清

（主要是谷甾醇）、植物生长激素与

Ｂ一谷甾醇更容易吸收，而豆甾醇的

总甾醇浓度的１％，但在摄入量增多的

能在水中形成分子膜的脂质结合，制

吸收比前二者差，谷甾烷醇几乎不吸

情况下，如摄入强化植物甾醇的人造

成的植物甾醇核糖核蛋白，具有促进

收州。相关研究证据表明各种植物甾

奶油，血清中的含量可增加一倍闭。

动物蛋白质合成的功能，是一种新型

醇和甾烷醇在肠道中吸收率的不同主

在动物试验中，一般肝脏、肾上腺，

的动物促生长剂１５１０对植物甾醇的安

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①是否容

卵巢、睾丸等脏器中植物甾醇含量很

全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尚未见对人

易被酯化，酯化是被肠道吸收的基础，

高蚴。这些发现暗示植物甾醇和合成

体和其他动物有毒副作用的报道。动

植物甾醇要溶于乳糜微粒中才能被有

甾类的组织有高度亲和性，植物甾醇

物经口服植物甾醇９０ｄ亚急性毒性实

效吸收蚓，⑦化学结构，侧链长度

可能被用作为甾类激素的前体。已有

验中，饲料中８．１％的植物甾醇可作

的变化和５－ｏ【位双键被饱和与否可

研究报道，人或大鼠的内分泌组织可

为无可见副作用水平恻。美国ＦＤＡ

影响其从肠绒毛膜细胞和刷状缘细胞

以利用植物甾醇合成氢化可的松和性

（２０００）已经批准，添加了植物甾醇

的吸收Ｈ引·③性别因素，雌性动物

激素［５３，５４１还有研究证明，昆虫和对

或甾烷醇酯的食品可以使用“有益健

比雄性动物的吸收更好㈨，④其他

虾可将体内的植物甾醇转化为胆甾醇，

康”的标签１７Ｊ。２００７年植物甾醇获

因素，例如ＡＢＣＧ５和ＡＢＣＧ８基因

并进一步用来合成固醇类激素１２１。

我国农业部颁发的饲料添加剂新产

的变异和多态性也可能改变肠道对植

４．２植物甾醇在动物生产中的应用
研究

品证书。

物甾醇和甾醇酯的吸收，因ＡＢＣＧ５

植物甾醇具有增进动物蛋白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日本发现植

和ＡＢＣＧ８基因变异引起的罕见的遗
传性谷甾醇血症患者体组织中植物甾
醇和胆固醇大量累积吣一，表现为血

浆胆固醇和植物甾醇水平增高，产生
腱和结节性黄瘤以及过早的动脉硬化
和冠心病。
４．１．２植物甾醇的分布和转化

同

胆固醇类似，吸收后的植物甾醇与
脂蛋白一起在血液中运输，然后选
择性地分布到身体各部位。在大鼠
中，高密度脂蛋白是主要的运输载
体Ｈ ７。，而人的主要运输载体是低密
度脂蛋白［４８，４９］ｏ有报道表明卵磷脂
胆固醇酰基转移酶（ＬＣＡＴ）能催化
植物甾醇的酯化，与胆固醇相比，

菜油甾醇．谷甾醇和豆甾醇的酯化率
分别为８９％，７９％和３４％１５叫。未被吸
收或体内代谢后的植物甾醇则可经肠
道菌群转化，形成一系列代谢产物

如类甾醇和类甾酮等排出体外。检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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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来源于Ａｌｌａｙｅｅ，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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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甾醇对家蚕有显著的促进咀嚼

甾醇对肉仔鸡生产性能、血液胆固

顾莞婷等（２００８）将２０００只１５

和吞咽作用，并兼有一定的摄食作

醇，蛋白质水平和抗氧化酶活性的影

日龄的商品代樱桃谷肉鸭随机分成

用后，开始将甾醇添加于正在开发

响。试验日粮中分别添加０ｍｇ／ｋｇ、

５组，每组４个重复，每个重复１００

的人工养蚕饲料中获得成功。贾

５ｍｇ／ｋｇ，１０ｍｇ／ｋｇ、２０ｍｇ／ｋｇ、

只肉鸭，分别饲喂添加０ｍｇ／ｋｇ，

代汉等（２００５）在日粮中分别添加

４０ｍｇ／ｋｇ和８０ｍｇ／ｋｇ的植物甾醇，

１０ｍｇ／ｋｇ、２０ｍｇ／ｋｇ、４０ｍｇ／ｋｇ、

０ｍｇ／ｋｇ、５ｒａｇ／ｋｇ、１０ｍｇ／ｋｇ、

测定肉仔鸡生产性能及血液生化指

８０ｍｇ／ｋｇ植物甾醇日粮。４２日龄试

２０ｍｇ／ｋｇ、４０ｍｇ／ｋｇ和８０ｍｇ／ｋｇ

标。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植物

验结束时，每组随机抽取公、母鸭

植物甾醇，研究其对肉仔鸡生产性

甾醇在提高肉仔鸡的生产性能的同

各５只屠宰，测定各项指标。结果表

能的影响。结果表明，２０ｍｇ／ｋｇ、

时，添加２０ｍｇ／ｋｇ植物甾醇组肉仔

明，植物甾醇对生产性能无显著影响

４０ｍｇ／ｋｇ植物甾醇添加组能提高前

鸡血清总胆固醇（ＴＣ）水平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植物甾醇降低了肉鸭血

期（０～２１ｄ）日增重，其中４０ｍｇ／ｋｇ

（Ｐ＜０．０５），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清中总胆固醇（ＴＣ）和低密度脂蛋白

组达显著水平（Ｐ＜０．０５）。５ｍｇ／ｋｇ、

（ＬＤＬ—Ｃ）水平极显著降低（Ｐ＜０．０１），

胆固醇（ＬＤＬ－Ｃ）的含量，当添加量

１０ｍｇ／ｋｇ、４０ｍｇ／ｋｇ和８０ｍｇ／ｋｇ

１０ｍｇ／ｋｇ、４０ｍｇ／ｋｇ和８０ｍｇ／ｋｇ

为４０ｍｇ／ｋｇ时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组均可表观提高后期（２２～４２ｄ）和

组的ＬＤＬ－Ｃ水平均有显著降低

日粮中添加１０ｍｇ／ｋｇ、２０ｍｇ／ｋｇ

全期（０～４２ｄ）日增重（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４０ｍｇ／ｋｇ组的血清白蛋白

和４０ｍｇ／ｋｇ植物甾醇后，肉鸭肝

２０ｍｇ／ｋｇ，４０ｍｇ／ｋｇ组能提高前期

水平显著提高（Ｐ＜０．０５）。８０ｍｇ／ｋｇ

脏胆固醇合成速度明显加快。添加

平均重，其中４０ｍｇ／ｋｇ组达极显著

组肉鸡前期和后期的血清总超氧化物

８０ｍｇ／ｋｇ植物甾醇的试验组肉鸭，

水平（Ｐ＜０．０１）ｌ ５ｍｇ／ｋｇ，１０ｍｇ／

歧化酶（Ｔ—ＳＯＤ）活性都有显著提高

血浆中总超氧化物歧化酶（Ｔ－ＳＯＤ）

ｋｇ、４０ｍｇ／ｋｇ和８０ｍｇ／ｋｇ添加组

（Ｐ＜０．０５）。研究认为，植物甾醇能显

活性显著（Ｐ＜０．０５）升高，添加

均能提高后期平均重（Ｐ＞０．０５）。

著降低肉鸡血液中胆固醇含量［５７１，

１０ｍｇ／ｋｇ或４０ｍｇ／ｋｇ植物甾醇组，

４０ｍｇ／ｋｇ植物甾醇添加组有提高

顾莞婷等（２００７）选用１５日龄

肉鸭肝脏中Ｔ—ＳＯＤ活性显著升高

前期、后期及全期饲料转化效率的

健康商品代樱桃谷肉鸭２４００只，随

（Ｐ＜０．０５）。结果显示，植物甾醇可能

趋势（Ｐ＞０．０５）。各组间死淘率差异

机分成６组，每组４个重复，试验

通过抑制低密度脂蛋白的生成来降低

均不显著（Ｐ＞０．０５）。从增重和饲料

日粮中分别添加植物甾醇０ｍｇ／ｋｇ、

血脂，同时影响肝脏内源性胆固醇的

转化效率来看，肉仔鸡饲料中添加

１０ｍｇ／ｋｇ、２０ｍｇ／ｋｇ、４０ｍｇ／ｋｇ、

合成，并且可能通过提高机体抗氧化

４０ｍｇ／ｋｇ的植物甾醇效果最好ｕ引。

８０ｍｇ／ｋｇ、１６０ｍｇ／ｋｇ，研究植物甾

酶活性达到抗氧化效果［５９１，

贾代汉等（２００５）在日粮中分别添加

醇对肉鸭生产性能和血液中胆固醇含

近年来，也有关于植物甾醇对

０ｍｇ／ｋｇ、１５ｍｇ／ｋｇ和３０ｍｇ／ｋｇ的

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

鱼类、虾、大鼠的生长和体内胆固

植物甾醇，研究植物甾醇对生长猪

比，添加植物甾醇试验组肉鸭的平

醇沉积影响的报道呻～硎。植物甾醇

生产性能的影响发现，与对照组相

均日增重、料重比和平均体重差异

可作为肝功能改善剂，改善受损害

比较，添加１５ｍｇ／ｋｇ和３０ｍｇ／ｋｇ

不显著（Ｐ＞０．０５）。但添加植物甾醇

的肝功能状况，同时还可作为肝功

植物甾醇使平均日增重分别提高

均降低了肉鸭血浆中总胆固醇（ＴＣ）

能障碍的预防剂，且具有毒性低的

１２．１６％和７．１４％，饲料转化率分别

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的

特点。植物甾醇可作为饲料添加剂，

提高２．５６％和７．１０％。经济效益分

含量，且添加量２０ｍｇ／ｋｇ的组差异

能促进动物生长，增进健康，提高

析表明，１５ｍｇ／ｋｇ和３０ｍｇ／ｋｇ试验

显著（Ｐ＜０．０５）。此外，各试验组肉

产量，对于降低成本、提高养殖经

组的利润分别比对照组提高２４．３８％

鸭的肌间脂肪含量均有提高，其中

济效益有积极作用。作为一种新型

和２５．９７％。植物甾醇在１５ｍｇ／ｋｇ

１０ｍｇ／ｋｇ的组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

功能性添加剂，植物甾醇在饲料工

和３０ｍｇ／ｋｇ的添加范围内均可有效

性差异（Ｐ＜０．０５），结果显示，植物

业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应用

改善生长猪的生产性能侧。

甾醇可能具有重新分配动物体内脂肪

研究还需做大量而深入的研究。

贾代汉等（２００７）研究植物

万方数据

的效果［５８１。

（参考文献６２篇，需者可函索）四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