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３·

畜牧与兽医２０１０年第４２卷第１２期

植物甾醇对泌乳前期奶牛产奶量及乳成分的影响
吕润全１，周国波２，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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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年龄、胎次、泌乳时间和产奶量选择２４头泌乳奶牛，随机分为对照组、试验Ｉ组和试验Ⅱ组。对照组饲喂奶牛场配制的全混合饲
料，试验ｌ和Ⅱ组每头奶牛日粮中分别添加４０ ｇ／ｄ和８０ ｇ／ｄ植物甾醇，研究植物甾醇对奶牛生产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试验
ｌ和Ⅱ组奶牛的产奶量分别提高了２．０７ ｋｇ／ｄ（５．６４％。Ｐ＜Ｏ．０５）和１．７４ ｋｇ／ｄ（４．７５％，Ｐ＜Ｏ．０５）；试验Ｉ和Ⅱ组奶牛乳脂率分别提高了８．２２％
（Ｐ＜０．０１）和２．９７％（Ｐ＞Ｏ．０５）；乳蛋白率分别提高了２．４５％（Ｐ＜Ｏ．０５）和１．０５％（Ｐ＞Ｏ．０５）；非脂同形物分别提高了１．２９％（Ｐ＜０．０５）和
０．２３％（Ｐ＞０．０５），体细胞数分别下降ｒ ３７．３ｌ％和１９．３４％，但差异均不显著（Ｐ＞Ｏ．０５）；牛奶中乳尿素氮含量分别降低了５．２９％（Ｐ＜０．０５）
和７．５８％（Ｐ＜０．０１）。结果表明泌乳前期奶牛补饲一定量的植物甾醇能够提高产奶量和改善乳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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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甾醇（ｐｌａｎｔ ｓｔｅｒｏｌｓ），又称植物固醇（ｐｈｙ—

物中都含有一定量的植物甾醇，其中以植物油、种

ｔｏｓｔｅｒｏｌｓ），属于植物性甾体化合物，它是植物细胞的

子、坚果、谷物以及豆类中植物甾醇含量最为丰

重要组成成分，也是一种植物活性成分，代表了植物

富¨’２ Ｊ。研究表明，植物甾醇在拮抗胆固醇、预防心

代谢的一个终产物。植物甾醇的结构与动物性甾醇

血管疾病方面表现出良好的效果，并具有调节生长、

（如胆固醇）的结构基本相似。植物甾醇通常以游离

促进蛋白质合成、调节免疫功能、抗氧化、类激素功

型、脂肪酸酯和糖苷等多种形式存在，所有植物性食

能及抗炎作用等生理功能，并且未见其对人和动物有
毒有害的报道。大量研究报道，植物甾醇作为添加剂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９—０８

用于饲料中除了能降低禽蛋及各种动物血液中的胆固

基金项目：江苏省科技厅项目“利用油脂下脚料提取植物甾醇生

醇含量，还能促进鱼类、虾、鸡、鸭及肉猪等的生

产饲料添加剂的研究”（ＢＥ２００６３３２）。
作者简介：吕润全（１９７０一），男，兽医师。
·通讯作者：韩兆玉（１９６７一），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
反刍动物生理调控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ｙｈａｎ６７０８＠．ｊａａ．ｅｄｕ．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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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提高育肥猪的饲料转化率和日增重，降低产蛋鸡
死淘率，提高雌二醇水平，提高肉鸡和肉鸭血清总超
氧化物歧化酶（Ｔ．ＳＯＤ）活性１３。８ Ｊ。但植物甾醇在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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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植物甾醇对泌乳前期奶牛产奶量的影响

本试验通过在泌乳前期奶牛配合饲料中添加植物
甾醇，研究其对泌乳前期奶牛产奶量和乳成分的影
响，为今后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并为植物甾醇在
奶牛生产中的合理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试验奶牛选择
根据年龄、胎次、产奶量相近、泌乳期相近的原
则，于南京某奶牛场选择２４头泌乳前期奶牛，随机
分为３组，每组８头，分别为对照组、试验Ｉ和Ⅱ
组，在相同的条件下饲养。
１．２试验样品
以植物甾醇为有效成分的添加剂，有效甾醇含量

注：同行数据肩标不同小写英文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肩标不同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ｐ＜ｏ．０１），含有相同字母或
无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２．２植物甾醇对泌乳奶牛乳成分的影响
由表２可知，与对照组相比，试验Ｉ组、Ⅱ组奶
牛乳脂率分别提高了８．２２％（Ｐ＜０．０１）和２．９７％
（Ｐ＞０．０５）；乳蛋白率分别提高了２．４５％（Ｐ＜０．０５）
和１．０５％（Ｐ＞０．０５）。试验组的奶牛乳糖率均有提
高的趋势，但差异均不显著；试验Ｉ组、Ⅱ组总固形
物分别提高了１．８９％（Ｐ＜０．０５）和０．２４％，而非脂

为１％。
１．３试验设计和饲养管理
预试结束后开始正式试验，对照组饲喂原奶牛场
配方配制的全混合日粮（添加０ ｇ／ｄ植物甾醇），试
验Ｉ和Ⅱ组分别饲喂添加４０ ｇ／ｄ和８０ ｇ／ｄ植物甾醇
的全混合日粮（分早晚两次投入奶牛每天的全混合

固形物分别提高了１．２９％（Ｐ＜０．０５）和０．２３％。试
验Ｉ组、Ⅱ组奶牛体细胞数分别下降了３７．３１％和
１９．３４％，但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上述数据表明
饲喂植物甾醇能显著改善乳品质并有一定提高机体免
疫力、降低体细胞数的作用，这与添加量有关。

饲料中），正试期前经过５ ｄ预试，记录奶牛产奶量

表２植物甾醇对乳成分的影响

以及健康状况，淘汰病弱牛。预试结束后进人正式试
验，正试期５６

ｄ。

奶牛饲养模式为栓系式饲养，水槽自由饮水。植
物甾醇分２次投入到每日早晨和晚上饲喂的全混合饲
料中。每天喂料３次，每天挤奶３次，自由饮水。
１．４样品采集
奶牛的产奶量每周记录２ ｄ。每周取ｌ ｄ中午的
奶样，测定乳脂率、乳蛋白、乳糖、非脂固形物、总
固形物、体细胞数和乳尿素氮。
１．５样品的测定

２．３植物甾醇对泌乳奶牛乳尿素氮的影响

乳脂率、乳蛋白、乳糖、体细胞数、非脂固形

由表３可知，试验Ｉ组、Ⅱ组奶牛乳尿素氮含量

物、总固形物采用全自动乳成分析仪测定（ＦＯＳＳ－

分别降低了５．２９％（Ｐ＜０．０５）和７．５８％（Ｐ＜

５０００）。乳尿素氮采用酶解－水杨酸盐光度法测定一Ｊ。

０．０１）。表明饲喂植物甾醇能极显著地提高奶牛对蛋

１．６数据统计分析

白质的利用率，促进蛋白质合成。

试验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及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进行
表３植物甾醇对乳尿素氮的影响

统计，用单因素方差（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分析进行差
异显著性检验，结果以平均值±标准误表示。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

植物甾醇对泌乳前期奶牛产奶量的影响
由表１可知，与对照组相比，试验Ｉ和Ⅱ组奶牛

的产奶量分别提高了２．０７ ｋｇ／ｄ（５．６４％，Ｐ＜０．０５）
和１．７４ ｋｇ／ｄ（４．７５％，Ｐ＜０．０５），差异显著。表明
饲喂植物甾醇能够促进奶牛泌乳，并与添加量有关。

３讨论
３．１植物甾醇对泌乳奶牛产奶量、乳蛋白及乳尿素
氮的影响
动物泌ＳＵＰＰＬＥ腺腺泡上皮细胞从血液中摄取营养
物质生成乳汁，并分泌入腺泡腔内的生理过程。乳腺
从有活力的生长组织变成一种几乎停止生长并分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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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乳汁的组织而发动和维持泌乳，依赖于多种激素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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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即能促进瘤胃发酵¨６｜。

同作用，如催乳素（ＰＲＬ）。ＰＲＬ是由腺垂体分泌的

本试验中，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奶牛乳脂率有

一种糖蛋白激素，有促进乳腺发育和乳汁生成并维持

所提高。推测原因，一方面植物甾醇可能对瘤胃微生

泌乳的作用。研究发现雌激素可以增加乳腺细胞膜上

物的生态体系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易于被有益微生物

ＰＲＬ受体的含量，也可直接促进离体培养的乳牛乳腺

利用，促进瘤胃发酵，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ＶＦＡ的

组织合成酪蛋白和乳清蛋白，并促进ＰＲＬ和其他腺

产量，进而使脂肪合成有一定的提高；同时也可能有

垂体激素的分泌【ｌ引。有研究认为，植物甾醇与能在

利于微生物蛋白质的合成。另一方面，由于植物甾醇

水中形成分子膜的脂质结合，产生的植物甾醇一核糖

的降胆固醇作用，血脂中甘油三酯、磷脂及游离脂肪

核蛋白复合体具有促进动物蛋白质合成的功能。也有

酸的相对含量升高，乳腺腺泡上皮细胞从血液中摄取

观点认为，植物甾醇属于甾体化合物，在结构上类似

的脂肪增加，从而使乳脂率有所升高；也可能由于植

于类固醇（甾体）激素，因而可能具有类激素活性，

物甾醇使血液中ＬＤＬ－Ｃ的含量的下降，有利于ＶＬＤＬ

与靶细胞受体结合，激发ＤＮＡ的转录活动，生成新

和乳糜微粒的增加，从而增加了对甘油三酯的转运，

的ｍＲＮＡ，诱导蛋白质合成，从而达到调节生长及相

提高了脂肪的合成量，最终也使乳脂率升高。

应的生物效应旧．８ｊ。各种研究表明，补饲植物甾醇能

３．３植物甾醇对泌乳奶牛牛奶中体细胞数的影响

提高肉仔鸡血清蛋白质的含量，使肉鸡生产性能提
高【４ Ｊ，同样能提高肉鸭的生产性能№Ｊ。

植物甾醇除了可降低胆固醇含量，增进动物蛋白
质合成的作用外，还具有改善畜禽肝功能、调节免

本试验中奶牛产奶量及乳蛋白率皆显著提高，同

疫、清除自由基、抗氧化等功能¨之ｊ。植物甾醇的抗

时乳尿素氮降低。由此可见，添加植物甾醇能提高奶

炎症作用也是较早被发现的功能之一。研究证明Ｂ－

牛生产性能。产奶量的提高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

谷甾醇有类似于氢化可的松和强的松等较强的抗炎作

在提高蛋白质的利用率、促进乳蛋白质合成的情况

用，豆甾醇也有一定的消炎功能，但均无可的松类的

下，促进如ＰＲＬ之类的蛋白质激素水平有一定的提

副作用，因而可作为辅助抗炎症药物而长期使用旧Ｊ。

高，从而促进泌乳；另一方面，植物甾醇属于甾体化

顾莞婷等＂１研究发现，试验组肉鸭血浆中总超氧化

合物，在结构上类似于类固醇激素，因而可能具有类

物歧化酶（Ｔ．ＳＯＤ）活性显著升高，植物甾醇可能通

激素活性¨刈或被用作甾醇激素前体＂Ｊ，发挥了雌激

过提高机体抗氧化酶活性达到抗氧化效果。

素协同ＰＲＬ促进泌乳的生理作用，具体机制还需要

本试验中，牛奶中体细胞数除试验Ｉ组、Ⅱ组分

进一步研究。

别下降了３７．３１％和１９．３４％。这可能也是与甾醇的

３．２植物甾醇对泌乳奶牛乳脂率的影响

抗炎作用和抗氧化功能作用有关，二者可能对瘤胃微

乳脂肪在奶与奶制品中具有重要作用。反刍动物

生物体系有调节作用，利于有益菌的生长，改善了营

几乎没有葡萄糖的吸收，主要从瘤胃吸收一定量的乙

养物质的吸收，增强了奶牛的体质，从而达到了提高

酸和少量丁酸，所以反刍动物主要利用乙酸和丁酸，

机体免疫力、降低体细胞数的效果。

使其分别转变为乙酰ＣｏＡ和丁酰ＣｏＡ，再用于脂肪
酸的合成，进而合成脂肪。所以，瘤胃环境的平衡以

４小结

及乙酸和丁酸水平的适量提高对反刍动物的脂肪合成

在泌乳前期奶牛的日粮中添加一定量的植物甾醇

具有重要意义。大量的研究报道显示，植物甾醇具有

可以提高奶牛产奶量，并能提高乳脂率和乳蛋白率，

降低胆固醇作用‘１２－１ ３ｌ。Ｍａｌｃｏｌｍ【１４１和Ｓａｃｈｉｋｏ等‘吲分

同时能显著降低乳尿素氮含量，一定程度降低牛奶中

别总结了近５０年来关于植物甾醇对胆固醇代谢影响

的体细胞数。本次试验发现添加４０ ｇ／ｄ的植物甾醇

的试验研究，得出的结论为：１～２ ｇ／ｄ的游离植物甾

效果较好。

醇或１．６～３．２ ｇ／ｄ的酯化甾醇能显著降低总胆固醇
（ＴＣ：５％～７％）和ＬＤＬ—Ｃ（７％～１０％）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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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蔗糖密度梯度离心，纯化浓缩犬冠状病毒（ＣＣＶ）、猫冠状病毒（ＦＣＶ）、猫传染性腹膜炎病毒（Ｆ１ＰＶ）、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
（ＴＧＥＶ）、猪呼吸道冠状病毒（ＰＲＣＶ）的细胞培养物，分别设计７，１７，ｌｌ，１０和４对引物，构建了４９个基因片段的克隆。煮沸裂解法制备质
粒ＤＮＡ，回收ＰＣＲ扩增产物，点制冠状病毒基因芯片。抽提病毒总ＲＮＡ，利用ｃｙ３一ｄＣＴＰ随机渗人反转录ＰＣＲ标记，与芯片进行杂交检测，淘
汰交叉的克隆片段。结果表明：克隆ＣＣＶＩ。ＣＣＶ２，ＣＣＶ５和ＣＣＶ７可特异诊断ＣＣＶ，克隆ＦＣＶ６，ＦＣＶ７，ＦＣＶ８和ＦＣＶ９可特异诊断ＦＣＶ，克隆
ＦＩＰＶ２，ＦＩＰＶ７，ＦＩＰＶ８和ＦＩＰＶ９可特异诊断ＦＩＰＶ，克隆ＰＲＣＶＩ，ＰＲＣＶ２和ＰＲＣＶ３可特异诊断ＰＲＣＶ，克隆ＴＧＥＶ３，ＴＧＥＶ４，ＴＧＥＶ５和ＴＧＥＶ６可
特异诊断ＴＧＥＶ。将这峰特异克隆扩增片段重新点制基因芯片，与病毒ＰＣＲ产物杂交，未发现交叉现象。基冈芯片检测比传统ＰＣＲ敏感ｌ

０００

倍。可有效应用于这５种动物冠状病毒的检测与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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