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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甾醇对蛋鸡产蛋后期生产性能、鸡蛋胆固醇含量
及血清生殖激素水平的影响
王龙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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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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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选用１ ５００羽５２０日龄伊莎褐商品蛋鸡，随机分成５组，每组６个重复，第１组为对照组，试验组
日粮中分别添加５、１０、２０和４０ ｍｇ／ｋｇ植物甾醇。研究植物甾醇对蛋鸡产蛋后期生产性能、鸡蛋胆固醇含量及
血清生殖激素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添加植物甾醇对蛋鸡产蛋后期的平均蛋重及产蛋率均
无显著影响，但能降低死淘率，２０．ｅ，／ｋｇ的植物甾醇添加量效果较好；降低了蛋黄的胆固醇含量；试验前期，试

验组血清的生殖激素水平无显著变化，试验后期，第２和５组的雌二醇（Ｅ２）有显著提高，第２和４组的促黄体
素（ＩＨ）明显降低，试验组的促卵泡素（ＦＳＨ）及促乳素（ＰｆｕＬ）均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植物甾醇生产性能胆固醇生殖激素蛋鸡

植物甾醇（ｐｈｙｔｏｓｔｅｒｏｌｓ，ＰＳ）是３位羟基的类甾醇

也有重要意义。

化合物，以环五烷全氢菲为主体骨架，结构与胆同醇

研究表明，在饲料中添加适量植物甾醇可改善

类似，只是在Ｃ。７上的侧链是１０碳基团而不是８碳基

动物生产性能，提高经济效益；并且能降低血液总胆

团。目前从植物中已鉴定出４０多种植物甾醇，研究

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提高血液抗氧化酶

较多的主要有８一谷甾醇、豆甾醇、菜油甾醇和菜籽

的活性【１２’１ ５｜。植物甾醇在蛋鸡生产上的应用研究

甾醇。植物甾醇是一种天然活性物质，主要来源于

尚未见报道。对植物甾醇类激素功能的报道不完全

植物油脂、坚果和植物种子中，也存在于其他植物性

一致并且几乎都集中在啮齿类动物和鱼虾上，在家

食物如蔬菜水果中【Ｉ。２Ｊ。植物甾醇其对人和动物的

禽上尚未见报道。本试验通过将植物甾醇产品应用

主要生理功能有［１，３－９】：①降低总胆固醇及低密度脂

于蛋鸡配合饲料中，研究其对蛋鸡产蛋后期生产性

蛋白胆固醇水平；②抗氧化、抗癌、抗炎作用；③调节

能、鸡蛋胆固醇含量及血清生殖激素水平的影响，为

动物生长，促进健康；④增强动物非特异性免疫功

植物甾醇在蛋禽饲料中的合理应用及作用机制探索

能；⑤类激素功能据报道。并且适量的天然来源植

提供参考依据。

物甾醇对动物无明显毒害或副作用，具有很高的安

全性【２—１０｜。已被开发成功能性食品引。高胆固醇膳
食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因素，禽蛋的胆固醇含

量普遍较高，因此，降低禽蛋中胆固醇含量对维护人
类健康有重要作用。植物甾醇的类激素功能已有试
验研究报道Ｉｔ·３·５Ｉ，但相关争议一直存在，有学者认
为，植物甾醇的类雌激素活性功能可能会对人体和

ｌ材料与方法
１．１试验材料与试验动物
植物甾醇由江苏春之谷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提

供，甾醇含量见表１。
５２０日龄蛋鸡，由江苏南京康欣禽场提供。
衰１试验用植物甾醇产品成分表

动物的激素代谢和生殖生长功能存在一定影
响【６’１１］，因此，研究植物甾醇对动物激素水平的影响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加０４ＣＢｌｌ７５００），江
苏省科技攻关项目（ＢＥ２００６３３２）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９—０５

作者简介：王龙昌，男，１９８３年出生，硕士，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通讯作者：乇恬，男，１９５８年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动物营养与
饲料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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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试验设计与饲养管理

选取１５００羽体质健康的５２０日龄伊莎褐商品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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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

鸡，随机分成５组，每组６个晕复，每个重复５０羽，分

总胆固醇含量（Ｔ—ＣＨＯ）。测定时，先分离出蛋黄，在

别饲喂５种日粮：第ｌ组，基础Ｅｔ粮（对照组）；第２

蛋黄中心取样经皂化处理后采用试剂盒方法测定，

组，基础日粮＋５ ｍｇ／ｋｇ植物甾醇；第３组，基础日粮

试验盒由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１０

ｍｇ／ｋｇ植物甾醇；第４组，基础日粮＋２０

试验期第２天（试验前期）和结束（试验后期）

ｍｇ／ｋｇ

植物甾醇；第５组，基础日粮＋４０ ｍｇ／ｌ【ｇ植物甾醇。
试验蛋鸡采用３层层叠笼饲养，自由饮水和采

时，每个重复随机抽取２羽蛋鸡（即每组１２个重复）
进行翅静脉采血，置于干净离心管中，待血清析出

食，１６ ｈ连续光照，免疫程序按常规进行。饲养试验

后，在低温离心机中以３

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６日至１２月３１日在南京农业大学实

清液分装，制成的血清置于一２｛ｏ℃冰柜中保存备用。

验基地南京康欣禽场进行，为期５６ ｄ，第一周为预试

用放射免疫分析方法测定血清促乳素（ＰＲＬ）、雌二醇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５ ｍｉｎ，取上

期，之后为正试期。

（Ｆａ）、促卵泡素（ＦＳＨ）及促黄体素（ＬＨ），所用试剂由

１．３试验日粮

北京福瑞生物工程公司提供。

试验用蛋鸡基础日粮根据蛋鸡产蛋后期营养需

１．５数据统计分析

要配制，除各组添加不同剂量的植物甾醇外，其他营

试验数据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进行初步处理后用

养成分均相同。饲料为粉状料。蛋鸡基础日粮配方

ＳＰＳＳｌｌ．５软件进行统计，用单因子方差（Ｏｎｅ—Ｗ却

及营养水平见表２。

ＡＮＯＶＡ）分析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多重比较采用最

表２基础日粮配方及营养水平

小显著差数法（ＬＳＤ），结果以平均数－Ｉ－标准误（Ｍｅａｎ
±ＳＥ）表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植物甾醇对产蛋后期蛋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第２、３组全期产蛋率分别升高
１．０５％、２．５９％，各试验组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

（表３）；第２、５组全期平均蛋重分别升高３．１３％、
０．１２％，各试验组差异均不显著（尸＞０．０５）（表４）；试

验组均有降低死淘率的趋势，其中第４组死淘率显
著降低，第２、３、４、５组死淘率分别比对照组降低
２８．６９％、４２．８３％、７８．５９％（Ｐ＜０．０５）、５０．１１％
（表５）。
１．４指标测定及方法

２．２植物甾醇对鸡蛋中蛋黄总胆固醇水平的影响

每天记录各个重复中蛋鸡的死淘数、产蛋数及

由表６可知，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鸡蛋蛋黄的

产蛋重，饲养结束后统计每周及全期的平均蛋重、产

胆固醇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第２、３、４、５组鸡蛋

蛋率及死淘率。

中总胆固醇水平分别降低４．２６％、１６．７３％（Ｐ＜

试验结束时，每个重复取一个鸡蛋，测其蛋黄的

０．０５）、４．８５％、４．５６％。

裹３植物甾醇对蛋鸡产蛋率的影响（单位：％）

注：同行肩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Ｏ．０５），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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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８

Ｔ—ＣＨＯ／ｍｇ／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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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４４±１．１３。——２６．２７±１．９１。——２２．８５±Ｉ．１７“——２６，１ｌ！Ｑ．！ｊ５——２６．１９—±—０．６６。

２．３植物甾醇对产蛋后期蛋鸡血清生殖激素水平

物，在结构上类似于类固醇（甾体）激素，因而可能具

的影响

有类激素活性，与靶细胞受体结合，激发ＤＮＡ的转录

由表７可知，与对照组相比，试验前期，植物甾

活动，生成新的ｍＲＮＡ，诱导蛋白质合成，从而达到调

醇对蛋鸡血清中的雌二醇（Ｅ）、促黄体素（ＬＨ）、促卵

节生长及相应的生物效应。据报道，植物甾醇对大

泡素（ＦＳＨ）及促乳素（ＰＲＬ）均无显著影响（Ｐ＞

鼠生长有调节作用，认为植物甾醇可以调节应激条

０．０５）；试验后期，第２和５组的雌二醇（Ｅ２）有显著提

件下动物的生长¨７Ｊ。Ｎｉｅｍｉｎｅｎ等在欧洲鼬的饲料日

高（Ｐ＜０．０５），第２和４组的促黄体素（ＬＨ）有明显降

粮中分别添加ｌ、５、５０唱（Ｉ【ｇ·ｄ）的植物甾醇，进行为

低（Ｐ＜０．０５），试验组的促卵泡素（ＦＳＨ）及促乳素

期１４ ｄ的试验，结果表明不同浓度的植物甾醇能提

（ＰＲＬ）均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

高雄性鼬的体重，但降低雌性鼬的体重【１８］。贾代汉
等报道，添加不同浓度植物甾醇有提高肉仔鸡生产

３

讨论

３．１植物甾醇对产蛋后期蛋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性能的趋势，４０ ｍｇ／ｋｇ的添加量效果较好，其对肉仔

鸡后期和全期生产性能的效果不如前期显著¨２１；日

植物甾醇与能在水中形成分子膜的脂质结合，

粮中添加植物甾醇能提高生长猪的生产性能，对日

产生的植物甾醇核糖核蛋白复合体具有促进动物蛋

增重、饲料利用率和经济效益均有提高的作用趋

白质合成的功能，所以植物甾醇是一种新型的动物

势【１３Ｊ。顾莞婷等试验表明，植物甾醇对提高后期肉

促生长剂，具有生长调节功能并促进动物健

鸭（１５～４０ ｄ）日增重、饲料转化率的效果并不明显，

康［１‘２，１６】。也有观点认为，植物甾醇属于甾体化合

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不显著，但平均体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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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增加［１４］。
本试验表明，添加植物甾醇对蛋鸡产蛋后期的

１６９

植物甾醇在肝脏、肾上腺、卵巢、睾丸等脏器中

含量较高，提示其可能被用作甾醇激素前体怛Ｊ。许

产蛋率、平均蛋重均无显著影响，但有降低死淘率的

多学者认为，植物甾醇在化学结构上类似于类固醇，

作用，死淘率分别降低２８．６９％、４２．８３％、７８．５９％

是类同醇激素的合成前体，在体内能表现出一定的

（Ｐ＜０．０５）、５０．１１％。由于鸡蛋的形成受众多因素

激素活性，并且无激素的副作用［３，２６－２７】。研究表明，

的影响，调控机制较为复杂，目前多数调控鸡蛋大小

植物甾醇对雌鼬血浆中雌二醇和促黄体素有不同程

的措施效果都有限。植物甾醇对蛋鸡的生产性能没

度的提高作用¨８Ｊ，对雌鳟鱼血浆中的雌二醇有提高

有产生非常明显的效果，可能是由于后期产蛋鸡的

作用忪Ｊ。Ｍａｌｉｎｉ等研究表明，｜３一谷甾醇对大鼠子宫

生产目的及生理代谢与生长动物不同，植物甾醇对

内物质代谢有类似雌激素的作用【驯。Ｌｉｎｇ等给大鼠

其不能产生明显的生长调节作用。试验组的死淘率

皮下注射高剂量０．５～５ ｍｇ（ｋｇ·ｄ）的ｐ一谷甾醇，发

都有所降低，可能是由于植物甾醇能提高蛋鸡的非

现其在体内转化为类雌激素物质［２９ Ｊ。Ｍｅｌｌａｎｅｎ等发

特异性免疫功能，从而提高其存活率。

现木源性ｐ一谷甾醇对ＭＣＦ一７或Ｔ一４７Ｄ乳腺癌细

３．２植物甾醇对鸡蛋中蛋黄总胆固醇水平的影响

胞均表现出雌激素样作用。对鱼可表现出雌激素样

大量研究表明，适量的植物甾醇能降低肠道胆

作用，可诱导幼鱼和甲基睾丸素处理的虹鳟鱼的肝

固醇吸收、减缓胆固醇在肠上皮细胞中的酯化速度、

脏促卵黄素摹因的表达，但胆同醇、谷甾烷醇和其他

通过ＡＢＣ转动体家族影响胆固醇吸收，有效的降低

相似化合物无此作用【驯。ＭａｃＬａｔｃｈｙ等观察了Ｂ一谷

机体中的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９，旧，引。

甾醇对金鱼激素分泌的影响，给孵出４ｄ的金鱼腹膜

国内植物甾醇作为饲料添加剂的应用探索中，贾代

内注射口一谷甾醇后，发现雄性金鱼的睾丸激素和

汉和顾莞婷分别研究了其对肉仔鸡（１．４２ ｄ）和后期

１１一睾丸酮含量显著降低，雌性金鱼的睾丸激素和

肉鸭（１５—４０ ｄ）血脂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添加适量

１７ｐ一雌二醇水平也显著降低…。这些结果提示Ｂ一

的植物甾醇能有效的降低血液中的总胆固醇和低密

谷甾醇可能通过影响胆固醇的生物利用率或一些酶

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２０ ｍｓ／ｋｓ植物甾醇添加组的

来降低性腺组织合成类固醇激素的能力。本试验中

效果最明显【１４－ｌ ５Ｊ。

植物甾醇对后期蛋鸡未表现出显著的类激素功能，

本试验表明，植物甾醇对蛋黄的胆固醇水平均

可能是不同种属和不同时期的动物在应答时存在不

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作用，其中１０。２０ ｎｖ，／ｋｇ植物甾
醇添加量的降胆固醇效果较好，当植物甾醇添加量

同的机制和结果，其具体机理有待进一步研究。

达到４０ ｍｇ／ｋｇ时，其降胆固醇效果明显降低，这与相

４结论

关报道一致，即植物甾醇降胆同醇作用具有剂量依
赖关系【１４．１５·驯。鸡蛋的形成过程和机制比较复杂，
植物甾醇对鸡蛋蛋黄胆固醇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
研究。
３．３植物甾醇对产蛋后期蛋鸡血清生殖激素水平
的影响

促卵泡素能刺激卵泡生长和发育，并可在促黄
体素的协同作用下刺激卵泡成熟、排卵，并促进雌二
醇分泌。促黄体素能诱导排卵前的卵泡生长发育并
触发排卵，促进黄体形成并分泌孕酮，提高雌二醇分

４．１

添加植物甾醇对后期蛋鸡的平均蛋重及产蛋

率均无显著影响，但能降低死淘率。２０ ｎｏ／ｋｓ的植
物甾醇添加量效果较好。
４．２添加植物甾醇能降低鸡蛋中蛋黄的胆固醇含
量，１０。２０ ｍｇ／ｋｇ植物甾醇添加量效果较好。

４．３试验前期，试验组血清的生殖激素水平无显著
变化；试验后期，第２和５组的雌二醇（Ｅ２）有显著提
高，第２和４组的促黄体素（ＬＨ）有明显降低，试验组

的促卵泡素（咖）及促乳素（ＰＲＬ）均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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