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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近十年来，随着全球化、互联网、物联网、移动通讯、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的日

益突飞猛进地发展，中国的奶牛养殖业和乳品加工业也逐渐融入了这一快速的转型期和整个地

球村。无论是单个牧场的养殖存栏规模，还是饲养管理的先进理念，以及 TMR、转盘或机器人

挤奶、环保和青贮收割等领域设施和设备的普遍采用，甚或自动发情检测、性控冻精、同期发

情排卵和超声波检胎等在配种繁育上的普及应用，还有营养健康保健和各类营养功能性添加剂

等被奶牛行业的广泛接受，都加速了中国奶牛养殖业在近十年来快速与全球同行接轨。为了确

保在生产效率、动物福利、食品安全和环境友好的前提下，实现奶牛养殖业和乳品加工业的可

持续发展，奶牛养殖业无不是无时无刻地在引进、消化、吸收、应用、亦或创新全球的发展理

念、运营模式、科技咨询、优质资源、先进技术、高性价比的产品、精良实用的装备和日新月

异的管理营养健康理念等实现牧场整体的高效运营。在全球乳业一体化的竞争格局中，奶牛养

殖业作为乳品加工业的源头，追求的终极目标和出路只能是：提质、降本、增效，健康、安全、

环保。 

上海冠鹏饲料科技有限公司高举“健康源自营养，创新彰显价值”的公司发展旗帜，始终

秉持把全球高生产水准国家公认的成熟产品、资讯和技术引入国内，打造全球反刍动物营养、

健康和管理的专业和专一的信息资讯、营养产品以及综合服务平台，并集全球反刍动物营养最

新研究进展之大成，认真聆听客户的痛点和需求，积极创新研发出适合中国市场的营养健康、

高质高效和安全环保的产品和综合解决方案，为中国养殖业持续创造价值。为了提升奶牛养殖

业的竞争力和更有效地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冠鹏公司组织收集了近 5 年来，主要来自美国

康奈尔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美国东北四州、中西部等技术探讨会的饲养管理、

营养健康和动物保健等方面的 100 余篇论文，并编译、整理出了《奶牛营养、健康和管理最新

研究进展》论文集。全集分上、中、下三册，上册营养篇：聚焦于奶牛的能量、蛋白质、氨基

酸、维生素、矿物质、粗纤维和瘤胃消化吸收等；中册健康篇：关注奶牛的免疫、氧化应激、

消化系统、蹄病、乳房炎和繁殖等方面的营养；下册管理篇：依据犊牛、后备牛、干奶牛、围

产牛、新高产牛和泌乳牛的顺序，有针对性地归类了相应的篇幅。以上的梳理汇编是应两年来

关注上海冠鹏官网和微信内容读者的要求，为了便于查找和翻阅关切的相关内容而编撰的。 

编撰本论文集的宗旨只是想尽快将美国近 5 年来奶牛养殖行业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先进的奶

牛营养、健康和管理理念介绍到国内，以期为奶牛行业的发展尽绵薄之力。由于时间紧，在文

字翻译、论文编辑、图文组织编排等方面有任何不妥之处，切望海涵斧正。本论文集（2019 版）

分上、中、下三册。翻译和编撰得到了家人和施涛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们的无私奉献和鼎力相

助，给了我定力和执念去持续践行这件对奶牛行业有意义的事情！非常感谢他们！在此也对哪

怕给了我一句问候、一抹赞许的眼神或心中默默为我祈祷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两年只争朝

夕译文百篇，只愿“织女意”不负“牛郎心”！ 

是为序。 

                                              巫立新 

                                                 上海冠鹏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4 月 30日于上海静安四和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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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技术文章 

 能量营养 

 

围产期肝脏葡萄糖异生作用的控制 

 

Shawn S. Donkin1 

普渡大学动物科学系 

巫立新译 

 

引  言 

 

葡萄糖异生作用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从非碳水化合物碳物质形成葡萄糖的代谢途径，是奶

牛自由采食日粮碳水化合物广泛发酵而出现的肠道葡萄糖吸收缺乏的后果。在泌乳早期超过 90%

动物全部葡萄糖需求是通过内生葡萄糖产生的，肝脏是主要的葡萄糖合成场所，合成的葡萄糖

被新陈代谢和乳腺合成乳糖所利用。泌乳和妊娠迫使奶牛对葡萄糖的需求巨大，酮病和妊娠毒

血症通常与葡萄糖异生作用机能不充分有关。从奶牛的围产期过渡到泌乳期出现一个葡萄糖代

谢的巨大变化。理解围产期奶牛葡萄糖异生作用的控制以增加葡萄糖供给，为实现最佳奶产量

和缓解与葡萄糖缺乏相关的临床疾病对生产战略管理极具潜力。这个综述将提供葡萄糖异生作

用控制的背景信息，主要聚焦在围产期奶牛葡萄糖异生作用控制的最新信息。  

 

什么是葡萄糖异生作用？为什么它很重要？ 

 

葡萄糖异生作用是奶牛体内形成新的葡萄糖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发生在肝脏，在肾脏较

少，提供微小的含碳混合物组合成六碳的葡萄糖分子。然后葡萄糖被分配到身体的其他组织被

利用：直接新陈代谢、在乳腺组织合成乳糖，或者贮存。因为乳糖衍生自血糖，在泌乳期牛奶

的生产能力是直接由肝脏的葡萄糖异生作用能力、其他组织匀出葡萄糖的能力以及乳腺的制造

能力决定的。然而，葡萄糖供应到几个组织是他们必需的正常功能。红血球需要葡萄糖作为能

量来源、大脑和中枢神经组织氧化葡萄糖(Mayes, 1996)、反刍动物贮存脂肪组织的甘油三酯分

子的部分甘油来源和牛奶衍生自葡萄糖。 

 

奶牛必需多少葡萄糖？ 

 

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血液葡萄糖浓度被控制在一定的狭窄范围。整个身体葡萄糖代谢是

来自于肠道吸收，或葡萄糖异生作用以及周边组织转移到血液里的葡萄糖为特征的。由于在瘤

胃里淀粉的发酵和游离的糖是可估计的，奶牛日粮形成少量的可吸收葡萄糖。血浆葡萄糖的浓

度是来自葡萄糖异生作用（和其他来源）正常机能进入的葡萄糖和肝外组织转移的葡萄糖（图

1）。因而血液葡萄糖浓度的变化可以反映任何可能的贡献组合，或拉力的产生，或葡萄糖池的

循环。然而饲料加工过程可能影响淀粉从瘤胃的逃逸和有效性。葡萄糖吸收大量的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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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包含肝的五脏（PDV；肠道、胰腺、脾和用于贮存脂肪的相关组织）净流出的葡萄糖是微不

足道的(Reynolds, 2006)。 

来自 Bickerstaff et al. (1974)的基础数据：奶牛维持功能所需的葡萄糖预算在 200g/天头，

来自公牛评估维持需要的基础数据为更多的 400g/头日(Reynolds  

 
 

et al,1991)。在过渡期到泌乳期，需要葡萄糖异生作用快速将产前 21 天 1200g/头天葡萄糖需

求增加到产后 3 周大约 3kg/头天，以支持产奶增加到 36kg/天的需求(Reynolds et al., 2003; 

Aschenbach et al., 2010)。葡萄糖需求的评估是起源于葡萄糖维持需求的评估和乳糖合成的需

求，还有乳腺组织氧化作用的需求。后来的估测：用每天增殖产生的乳糖数量的 1.5 倍计算乳

腺组织其他代谢对葡萄糖的消耗量，不是乳糖的直接产量(Hanigan et al., 1992)。 

适当的采食饲料是瘤胃发酵为葡萄糖异生作用提供前驱物必需的。因此，葡萄糖生产能力

是与能量摄入能力和特殊的能量来源包括提供生成葡萄糖前驱物尤其是丙酸类密切相关。由于

过渡期奶牛经常主动自愿地强制限制饲料采食，必须适应肝脏新陈代谢对葡萄糖碳的替换来源

如乳糖和氨基酸的利用。这种能力的达成是通过对来自肝外组织信号的接受做出反应，改变在

肝脏细胞（肝实质细胞）中的网状细胞和分子的水平得以实现的，包括脂肪酸循环的增加、其

他代谢物的改变或激素如：胰岛素、升血糖激素和肾上腺皮质激素。 

 

葡萄糖异生作用的底物、主要控制点和过程 

 

在反刍动物葡萄糖合成的主要底物是乳酸、丙酸和氨基酸。来自脂肪组织的甘油也能在饲

料限制和能量缺乏时贡献碳用于葡萄糖合成。丙酸贡献大约 50%的碳用于葡萄糖异生作用，而

乳酸和氨基酸各自贡献 10-15%(Huntington, 1990)。在妊娠后期采食量低迷时添加使用氨基酸

对葡萄糖的合成可能非常重要(Bell et al., 2000)。 

丙酮酸酯是一个常见的糖原异生作用途径乳酸、丙氨酸或其他糖原异生作用氨基酸的进入

点。丙氨酸大约占反刍动物氨基酸氮净流入肝门静脉的 24%(Reynolds et al.,1991)。牛肠系膜

静脉注射丙氨酸回应肝葡萄糖输出增加的不足伴随着肝脏乳酸提取的降低(Reynolds et al., 

1991)，表明一个通常的乳酸和丙氨酸代谢到葡萄糖的调节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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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葡萄糖异生作用期间，乳酸、丙氨酸和其他氨基酸形成丙酮酸酯被转运进入线粒体，丙

酮酸酯羧化酶使丙酮酸酯羧化为草酰乙酸（PC；图 2）。形成对比，丙酸是经由三羧酸循环（TCA）

部分代谢为草酰乙酸。草酰乙酸能被磷酸烯醇丙酮酸羧基酶（PEPCK）代谢为磷酸烯醇丙酮酸

（PEP），或在三羧酸循环（TCA）中发生代谢。接着，磷酸烯醇丙酮酸（PEP）碳能被代谢为

葡萄糖或通过丙酮酸酯激酶（PK）再循环为丙酮酸酯。为了使乳酸碳被代谢为葡萄糖，贯穿

PEPCK 和 PC 的流量必须超过 PK 的流量，而丙酸碳的净流量只需要一个通过 PEPCK 相对于

PK 和 PC 更大的流量。 

代谢的激素控制是由激素浓度的变化和组织对这种变化的回应能力决定的。葡萄糖产生的

比率和利用率是由反刍动物的胰岛素、胰高血糖素和肾上腺糖皮质激素调节的(reviewed by 

Brockman, 1986)。血液胰岛素浓度对日粮(Jenny and Polan, 1975)、泌乳阶段(Herbein et al., 

1985)和发育状态的不同日粮(Breier et al., 1988)敏感。已经确认：发育阶段的不同肝细胞对胰

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的反应十分敏感(Donkin and Armentano, 1993; Donkin and Armentano, 

1995)。数据显示：反刍动物监督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直接调节葡萄糖异生作用，胰岛素与胰高

血糖素的作用相反，注意 PEPCK 是主要的调节者。 

 

 

葡萄糖异生作用的控制在非反刍动物主要出现了三个截然不同部分的糖原异生作用途径。

首先透过如上所述 PEPCK 和 PC 的联合行动对抗 PK 的行动。这些反应引起 PEP 可能受影响进

一步代谢为二羟丙酮磷酸酯（DHAP）或甘油-3 磷酸酯（G3P），和成为醛缩酶形成果糖 1，6，

磷酸双酯的底物。与果糖 1，6，磷酸双酯相对的反应是形成果糖-6-磷酸酯，磷酸果糖激酶-1 形

成果糖 1，6，磷酸双酯分别决定于与葡萄糖异生作用相关的碳流量和糖酵解作用。随后的果糖

1，6，磷酸双酯异构化为葡萄糖-6-磷酸酯与葡萄糖激酶的活动有关，葡萄糖-6-磷酸酶（G6Pase）

决定自肝脏释放出来的自由葡萄糖的有效性。从肝实质细胞内质网释放的自由葡萄糖通过葡萄

糖转运者促进了该活动。通过三个位点: PEP、果糖 1，6，磷酸双酯和游离葡萄糖形成了联合流

量，他们的相对反应决定了非碳水化合物前驱物到葡萄糖的净流量。葡萄糖异生作用的控制类

似于大多数代谢过程，其发生自始至终通过有效底物的联合、短期的激素调节、变构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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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基因表达变化的调节。所有体内平衡和葡萄糖异生作用同流控制的发生都通过这些代谢控

制的主要模式和三个反应的活动来区别葡萄糖异生作用和糖酵解作用。尽管各地广泛探讨了其

控制物种有必要对反刍动物的其他具体信息在各级糖异生作用的控制。 

供应给肝脏的葡萄糖前驱物是透过瘤胃壁吸收和胃肠道的其他部分进入肝门静脉。生成葡

萄糖的前驱物的供应是肝脏葡萄糖生产的关键。用牛肝细胞体外实验表明：最大化葡萄糖异生

作用来自丙酸、乳酸和甘油，发生在 2 和 4mM (Donkin and Armentano, 1994)之间对应的浓度

远远高于肝脏门静脉的生理水平(Reynolds et al., 1988a)。尽管当在肉母牛的肠系膜静脉短期

注射入丙氨酸，出现糖原异生作用前驱物代谢增加了底物供应，但这不是体内葡萄糖输出的主

要调节器(Reynolds and Tyrrell 1991)。在泌乳中期的奶牛丙酸对肝脏葡萄糖输出有较小的影响

(Casse et al. 1994)。形成对比，葡萄糖前驱物供应的持续变化似乎通过改变了葡萄糖异生作用

关键基因的表达而改变了葡萄糖异生作用的生产能力。 

葡萄糖异生作用也被变构作用控制。乙酰辅酶 A 是知名的 PC 变构催化剂，反刍动物 PC

作为模型描述 PC 活性对这些乙酰辅酶 A 的影响(Easterbrook-Smith et al., 1979)。这个变构

活化增加了在饲料制约和过渡期到泌乳期从脂肪组织释放非酯化脂肪酸的量(Greenfield et al. 

2000; Velez and Donkin, 2005)，随后在肝脏通过 β-氧化代谢为乙酰辅酶 A，可能对放大 PC

表达的变化起重要的作用，从而增加乳酸和氨基酸的葡萄糖异生作用。另外乙酰辅酶 A 充当

变构丙酮酸酯激酶的抑制剂。其他潜在的变构糖异生的控制是通过发挥 ATP 和柠檬酸抑制磷

酸果糖激酶-1(PFK-1)和由葡萄糖-6-磷酸酯压制己糖激酶。这些反应的变构抑制减少了糖酵解

和葡萄糖异生作用。一个强有力的葡萄糖异生作用的变构调节者是果糖 2,6 磷酸双酯，该代谢

产物同时变构激活 PEK-1 以激发糖酵解和抑制果糖 1,6-二磷酸酶（FBPase-1）而降低葡萄糖

异生作用。在肝脏高葡萄糖和胰岛素浓度有利于果糖 2,6-磷酸双酯的积累，尽管提高胰高血糖

素导致果糖 2,6-磷酸双酯减少而促进葡萄糖异生作用。在肝脏丰富的果糖 2,6- 磷酸双酯受控

于磷酸果糖激酶 2/果糖 2,6-二磷酸酶双功能酶的氧化磷酸化作用的状况（PFK-2/FBPase-

2）。虽然 PFK-2/FBPase-2 调控的角色在非反刍动物有好的描述(Rider et al. 2004)，但这个

酶在反刍动物上对调控葡萄糖异生作用的角色仍待大量地探索。 

 

基因表达和葡萄糖异生作用的控制 

 

非反刍动物葡萄糖异生作用的长期调控，已经被描述为葡萄糖调节体酶基因编码变化的

表达，主要是 PEPCK 和丙酮酸酯激酶(Pilkis and Claus,1991) 。 

已经确认：胰岛素抑制 PEPCK，胰高血糖素（或环磷酸腺苷 cAMP）和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却

通过转录控制和 mRNA 稳定性直接调控基因的表达诱导 PEPCK 酶的活性(reviewed in 

O'Brien and Granner, 1990)。乳酸用于合成葡萄糖的控制是在丙酮酸酯激酶和涉及到 PC 与

PEPCK 之间分配(Sistare and Haynes, 1985) 。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在流到丙酮酸酯激酶时影

响较小；因此，在葡萄糖异生作用从乳酸增加到肾上腺糖皮质激素主要是由于通过 PC 和

PEPCK 联合催化反应增加流量实现的(Jones et al., 1993)。 

    在牛和羊 PC 的活性是反应营养和生理的状态，迫使内源性葡萄糖的生产以满足泌乳和饲

料缺乏的最大化需求(Smith and Walsh, 1982)。相比较，PEPCK 的活性是在反刍动物不同的

营养和生理状态之间相对不变的。在肝脏、肾脏、动物脂肪、大脑肾上腺和乳腺组织 PC 的表

达和活性最高(Barritt, 1985)。由乙酰辅酶 A 短期变构调控的 PC 活性描述的很好，如同上述

这些状况；然而，PC 酶的活力持续改变要求 PC mRNA 同时增加(Zhang et al., 1995) 

。PC 丰度的改变，通过合成率的改变和乳酸代谢的长期调节表现(Barritt, 1985)。来自我们实验

室(Greenfield et al., 2000)的数据显示：从过渡期到围产期 PC mRNA 的表达明显增加，尽管

在此期间 PEPCK 相对没有变化。在牛肝脏，自乳酸葡萄糖异生作用的能力出现与 PC m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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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直接相关(Velez and Donkin, 2005)。PC mRNA 的活性和丰度与围产期奶牛紧密相关

(Greenfield et al., 2000)。将这些数据放在一起表明：围产期奶牛的葡萄糖异生作用的能力是由

PC mRNA 丰度的水平控制的。 

 

围产期到产犊的丙酮酸酯羧化酶和饲料限制 

 

强调反刍动物围产期到泌乳期葡萄糖异生作用的重要性，是因为当糖原异生作用生产能力

失败，为适应增加葡萄糖需求支持乳糖合成和乳腺代谢而经常出现低血糖、酮病和相关的代谢

疾病。在围产期奶牛增加葡萄糖的需求以适当改变是非常重要的，据报道：在商业化奶牛场酮

病的发生率在１７－２６％(Dohoo and 

Martin, 1984; Melendez et al., 2006)。泌乳牛非常好的营养管理使这些疾病的影响最小化早就

被认识到(Zamet et al., 1979)；在奶牛妊娠后期(Bell, 1995, Grummer 1995; Jouany, 2006)恰

当的管理在过去的二十年已经成为共识。另外的工作仍然需要明确和满足围产期奶牛的营养需

求以优化动物健康、之后的泌乳生产、整体的使用寿命和动物福利(NRC,2001)。 

因为存在反刍动物的大脑、红血球、肾脏髓质层和乳腺组织(Mayes, 1996)对葡萄糖作为底

物的强制需求，其已经进化出适应在饲料限制时减少从瘤胃发酵供应丙酸的机制。在这些状况

下，从乳酸、氨基酸和甘油增加葡萄糖异生作用以满足葡萄糖的需求(Baird et al., 1980)。PC 

mRNA 增加结合乳酸代谢到葡萄糖的增加以回应奶牛部分饲料的限制(Velez et al., 2005)，

PEPCK 表达效应的缺乏表明 PC 在奶牛肝代谢调节方面的角色极重要，尤其在营养不足时。 

我们检验了围产牛 PC 和 PEPECK 的 mRNA 丰度(Greenfield et al., 2000; Hartwell et al., 

2001)，决定 PC 对开始产犊的响应，已经确定：在泌乳后 PEPCK 的表达提高。两个酶的活性

反映在产犊时 mRNA 丰度的变化(Greenfield et al., 2000; Agca et al., 2002)。我们已经复制和

对牛 PEPCK-C 的发起区域定序(Zhang et al., 2014)。比较老鼠和牛的 PEPCK 发起区域显示

在总的核苷酸序列上没有相似性。我们已经确认转录开始的位置，连接发起者到一个荧光素酶，

生成一个五口之家的发起截断。当肝脏细胞培养牛 PEPCK 表达对丙酸的反应(Zhang et al., 

2014)，表明：牛的葡萄糖异生作用饲料前馈控制与瘤胃丙酸产生相关联。 

我们进一步探讨了 PC 和 PEPCK 与饲料限制和 bST 管理的控制，在饲料限制(Velez and 

Donkin, 2005)时，PC 但不是 PEPCK 有升高；用 bST 时，PEPCK 但不是 PC 有升高(Velez 

and Donkin, 2004)。这些数据凸显了关于牛葡萄糖合成代谢控制独特的特征。当这些数据深思

熟虑总体地考虑我们当前对反刍动物葡萄糖异生作用主要控制点的理解，显示在过渡期到产犊

期间采食量降低，PC 在决定葡萄糖异生作用的速率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反之，当饲料采食

量不受限制时 PEPCK-C 与葡萄糖异生作用的控制有关。 

  

在肝脏代谢中丙酮酸酯羧化酶的另外角色 

 

丙酮酸酯在肝脏两个可能的结局是由丙酮酸酯脱氢酶转化为乙酰辅酶 A，通过三羧酸循环

（TCA）进一步代谢，或经由 PC 转化为草酰乙酸作为合成葡萄糖的中间体。同样，在产犊时

自皮下脂肪释放的丰富的非酯化脂肪酸（NEFA）可能氧化为乙酰辅酶 A，进而在三羧酸循环

（TCA）中代谢，或能部分地氧化为酮体。在产犊当天增加 PC mRNA 的丰度和活性可能提供

适合的机制，允许丙酮酸酯碳通过草酰乙酸的引导维持肝脏葡萄糖的产出，同时最小化来自非

酯化前驱物的生酮作用。由乙酰辅酶 A 直接变构激活的 PC 会进一步增大提供给围产期奶牛增

加 PC mRNA 表达的影响力。 

在产犊和饲料限制期间增加的 PC 还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可能是产生线粒体草酰乙酸作为

三羧酸循环（TCA）中 NEFA 的氧化底物。尽管酮病的发病机制不太清楚，通常认为引发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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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可利用的内源性葡萄糖不足。疾病的第二个体征是脂肪肝的结果和葡萄糖异生作用的进一

步障碍以及氨解毒作用(Grummer, 1995)。PC mRNA 增加与奶牛肝脏脂类的清除相符，给予胰

高血糖素注射(Hippen et al., 1999; She et al., 1999)支持了 PC 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 

 

牛的丙酸和 PEPCK 表达 

 

短链脂肪酸（挥发性）的影响促进瘤胃上皮细胞的增长和分化已经被认识到 (Van 

Soest,1994)。近期结肠细菌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被公认对抑制结肠癌和调节免疫功能有益

(Sanderson et al., 2001)。近来丙酸、乙酸和丁酸也被认定为抑制剂(Tran et al., 1998)和基因

表达的催化剂(Drozdowski et al., 2002)。引人注目的实例凸显挥发性脂肪酸调控基因表达的效

力，球蛋白基因发育中的转换能被停止，甚至在羊胚胎里注射丁酸而发生逆转(Perrine et al., 

1990)。 

当给鼠肝癌细胞(H4IIE 细胞)用 2.5mM 短链挥发性脂肪酸孵化 4 小时，PEPCK 的表达提高

5 倍(Massillon et al., 2003)。鼠肝癌细胞(H4IIE)用乙酸、丙酸、己酸和戊酸孵化也增加了葡萄

糖-6-膦酸酯酶（Gluc-6-Pase）mRNA(Massillon et al., 2003)。研究者分析指出：这些影响通过

特殊的转录因子在肝脏、肠道和肾脏里传达。这些数据表明：短链挥发性脂肪酸能直接由基因

影响葡萄糖异生作用来控制葡萄糖前驱物的命运(Van Schaftingen and Gerin, 2002)。 

近期来自我们实验室的数据支持 PEPCK 的诱导响应在肝脏丙酸供应的增加。饲喂莫能菌

素，一种饲料添加剂，能引起瘤胃发酵向增加丙酸产量方向进行。数据显示：产前饲喂莫能菌

素 PEPCK-C mRNA 的丰度增加。饲喂莫能菌素和对照组的牛产前的采食量没有差异。在产犊

-14 天~+1 天给奶牛饲喂莫能菌素 PEPCK 丰度记录观察到是相似的，泌乳期间饲喂比产前饲

喂的饲料采食量大很多。这些数据表明：PEPCK 表达丙酸的影响是与饲料采食水平独立的，但

与瘤胃发酵终产物相关。这项建议所述实验将在这方面确定了丙酸的影响。 

PEPCK mRNA 对丙酸供应会增加来自丙酸的葡萄糖异生作用的表达是敏感的，对来自其

他的底物包括乳酸和丙氨酸的葡萄糖异生作用也敏感。牛 PEPCK 的诱导增加了来自丙酸的葡

萄糖异生作用的能力代表了一个新的葡萄糖异生作用的机制。丙酸的作用促进了 PEPCK 的表

达，会提供给反刍动物葡萄糖异生作用双倍的可利用的主要底物，成为一个新的糖原异生作用

能力的饲料诱导方法。 

在我们实验室近期的试验探讨了丙酸直接控制 PEPCK 表达和葡萄糖异生作用的潜能。产

后奶牛注射丙酸 8 小时后增加了 25%的日丙酸供给，导致肝脏 PEPCK 表达和丙酸流到葡萄糖

的增加，尽管血液胰岛素浓度提高了。应用牛 PEPCK 基因发起者做的独立试验显示：丙酸是

一个有效的和直接的 PEPCK 基因表达的激活剂。丙酸的影响主要在于控制葡萄糖、地塞米松

和胰岛素。接着的试验已经确认了一个 PEPCK 基因发起者负责这个控制的特殊领域。丙酸的

活动控制 PEPCK 表达的机制，至于葡萄糖异生作用的能力项目正在研究。 

 

改善围产期奶牛葡萄糖经济性的策略 

 

许多的饲料策略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当前的围产期奶牛，因为他们影响奶牛肝脏产生葡萄糖

和供给其他组织的能力。包括维持饲料采食量和产后尽可能增加采食量。因为能量摄入和葡萄

糖生产与瘤胃可发酵饲料力密切相关，增加丙酸的供给以提高葡萄糖的供应尽可能长期满足总

的采食量，是对高能量密度日粮的回应。饲料、饲料添加剂和饲喂管理策略促进瘤胃日丙酸生

产和吸收最大化，将直接影响围产期奶牛葡萄糖的产生。我们当前的工作显示：丙酸大量供应

葡萄糖的生产变得更高效。饲料添加剂包括莫能菌素转移了发酵的模式，促进了每单位饲料采

食量产生更多的丙酸，并通过促进增强葡萄糖异生作用的能力对葡萄糖的状况有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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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喂管理策略鼓励更加均匀一致和频繁（推料）喂食以更好地促进这一过程。为葡萄糖提供可

供选择的前驱物包括乳酸、确定的氨基酸和甘油可能有利于奶牛在产后间隙立即提高代谢这些

营养。应当慎重不提供这些奶牛正常发酵或饲喂的费用。 

 

摘要，小结和将来的方向 

 

在农业生产中，稳健和适当地回应和控制葡萄糖异生作用是最佳生长、泌乳和动物福利的

关键。丙酸、乳酸、氨基酸和甘油增加整个动物葡萄糖代谢，尽管他们的贡献因生理状态和供

应的变化而变化。反刍动物新成代谢的特性造成反刍动物葡萄糖异生作用控制点的特征，与非

反刍动物相比显示出其独特性，尤其反映在减少饲料采食量和糖原异生作用前驱物即丙酸供应

方面。适应营养的缺乏与过渡期到泌乳期有关，通过改变 PC 基因、增加饲料采食和瘤胃产生

更多的丙酸以及出现包括 PEPCK 特殊的改变以增加泌乳代谢的能力。这些协同反应看来似乎

是维持组织对葡萄糖需求所必需的，涉及到他们各自基因启动因子水平的反应。虽然最近的研

究已经扩展到反刍动物葡萄糖异生作用的专业认知，包括：分子控制需要使遗传基因的影响合

并进来、饲喂类型、产犊前后的营养、关键过程的环境控制、允许这种精确管理知识的应用、

饲喂方案最优化生产效率、健康和反刍动物生产系统盈利能力。 

（参考文献略） 

 

  

12



 

淀粉含量和消化率对奶牛日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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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立新译 

 

引言 

 

多年来相比其他营养，淀粉在奶牛营养评估研究题目中出现的较少，以至于奶牛淀粉的需

求从来没有被 NRC（2001）确定过。最近，泌乳牛对使用淀粉的改进为牧场主和他们的营养师

增加了更大的兴趣，尤其在过去的十年玉米价格涨了两倍。因此，泌乳牛对淀粉的利用成为了

一个重要的话题。这样，本文提出和讨论了优化泌乳牛淀粉利用潜在的策略。 

 

日粮淀粉含量 

 

高产奶需要高能量日粮以达到它们的遗传潜力。在奶牛业玉米是具有优势的能量来源，在

玉米中大约 75%的能量价值是由淀粉提供的。因此，玉米价格的大幅增加导致潜在的减少饲喂

淀粉日粮的关注再次兴起。奶牛 NRC（2001）确定了奶牛能量但没有确定淀粉的需求。如此，

其他的可发酵碳水化合物（比如：纤维和糖）可能被饲喂用于达到确定泌乳牛的能量需求。减

少淀粉日粮可以用高纤维、低淀粉谷物副产品（如：大豆皮、柑橘类皮、全棉籽、甜菜粕、棉

籽壳和小麦麸等）、高淀粉饲草（如：全株玉米青贮），或高糖成分（如：糖蜜、乳清和蔗糖）

部分替代玉米。虽然这些各种各样的糖水化合物来源可以用于能量，它们被瘤胃微生物发酵后

的终端产物各不相同，但最终转化为奶牛的新陈代谢和生产绩效。 

瘤胃微生物可以快速发酵淀粉为丙酸。丙酸吸收入血液并转运到肝脏作为合成葡萄糖的前

身。如果淀粉在瘤胃里不消化而到达小肠将被胰腺淀粉酶消化直接转化为葡萄糖。因此，尽管

没有确定淀粉的需求，补充淀粉也直接影响葡萄糖的供应，由此影响奶牛的生产性能。 

与 Shaver (2010)的试验结果一致，短期（10-21 天）的转换饲喂试验表明：减少日粮配方

中的淀粉用高纤维、低淀粉的过瘤胃副产品（如：大豆皮、柑橘类皮和全棉籽）部分替代玉米

是可行的。然而，在文献资料中发现较长时间（10-12 周）的饲喂试验，这些原料对泌乳牛生

产性能的影响应当进行泌乳牛长期持续的试验核实。在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四个连续的泌乳牛

试验的摘要于该研讨会 (Shaver, 2013)之前得以呈现。在这四个试验里，饲喂较少的淀粉日粮

降低了实际饲料转化为奶的效率 2-12%和固体校正乳饲料效率 1-11%。这些结果与降低奶产量

或者与用高纤维、低淀粉副产品替代淀粉增加 DMI 的同时保持类似的奶产量有关。 

最近用综合分析的方法回顾以评估日粮淀粉对泌乳牛生产性能的影响 (Shaver, 2013)。作

者仅仅考虑淀粉的价值和没有在意使用替代淀粉的碳水化合物的特定类型。在日粮中的淀粉浓

度不影响采食量和考虑到两个相反的影响的关系： 

两者分别是瘤胃填饱的限制(Mertens, 1987)和当玉米被牧草和非牧草纤维原料部分替代而

相应地减少了日粮的量(Allen et al., 2009) 、增加了瘤胃丙酸浓度。尽管增加每个百分点的日

粮淀粉含量奶产量增加了 0.08kg/天，但饲料转化率不受日粮淀粉的影响。另外，增加日粮淀粉

浓度提高了乳蛋白含量。奶牛饲喂减少淀粉的日粮降低乳蛋白与低淀粉摄入降低了瘤胃微生物

蛋白产量有关 (Oba and Allen, 2003)。或者较少的淀粉达到小肠通过改变动脉胰岛素浓度调解

乳蛋白含量 (Rius et al., 2010)。相反，当淀粉含量增加时乳脂含量降低。高淀粉日粮抑制乳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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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较高的淀粉和较低的 NDF 摄入有关 (Jenkins and McGuire, 2006)。增加日粮淀粉浓度

乳尿素氮浓度也降低。综合这些数据表明：当增加日粮淀粉时瘤胃氮利用率更好（NRC，2001）。  

另一个 Ferraretto et al. (2013)的综合分析结果强调：日粮淀粉浓度影响体内 NDF 的消化

率（图 1）。淀粉含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单位日粮瘤胃 NDF 的消化率降低 0.61 个百分点单位和

0.48 个百分点单位的总肠道量。类似于乳脂抑制，降低纤维消化率可能部分地解释为：当淀粉

摄入增加导致瘤胃较大数量的淀粉消化降低了瘤胃液的 PH。已知较低的瘤胃液 PH 影响微生

物生长和细菌数量的维持从而影响纤维消化。此外，固有的高纤维消化率的非牧草纤维副产品

常常部分替代玉米而减少日粮淀粉可能是部分原因。在第 28 届 ADSA 探索研讨会期间由 

Weiss 进行的淀粉对瘤胃影响的试验（未发表）显示：在日粮能量值基础上，日粮淀粉含量每

变化 1 个百分点影响到总的肠道 NDF 消化率变化 0.5 个百分点（见图 1）。在 Weiss 的试验中，

在不计算日粮淀粉对总的肠道 NDF 消化率的不利影响的情况下，日粮淀粉增加 5 个百分点（比

如 30%比 25%）将会增加日粮 NEL含量 6.5%。不过，增加 5.3%日粮 NEL 含量的方案减少了

2.5 个百分点（46.5%比 44.0%）的总肠道 NDF 消化率。这些效果的进一步合并在模型里得到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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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in (2015)指导的综合分析以确定饲喂策略：给泌乳牛减少淀粉日粮的饲喂能减缓潜在

的负面影响。当淀粉被任何一个非牧草纤维来源（日粮淀粉每降低一个百分点产奶量降低

0.16kg/头日）或饲草（日粮淀粉每降低一个百分点产奶量降低 0.32kg/头日）替代奶产量都降

低。在 Fredin (2015)的研究中，当牧草替代日粮淀粉，与非牧草 NDF (Allen, 1997) 相比降低

采食量和牧草 NDF 的瘤胃降解导致奶产量降低较大。然而，Fredin (2015)强调：61 个处理的

24 个显示减少淀粉比高淀粉日粮的奶产量高，表明：当饲喂减少淀粉的日粮会达到正面的乳生

产性能。当日粮淀粉被替代乳成分产量也减少。 

奶产量或饲料效率任何一个潜在的负面影响强调：在评估降低淀粉日粮的经济效益方面，

检查收益多于饲料成本更胜于单位日粮 DM 的价格。基于连续不断的泌乳试验摘要 (Shaver, 

2013)和文献综合分析回顾(Ferraretto et al., 2013; Fredin, 2015)，减少泌乳高峰和中期的奶牛

日粮淀粉也许不可行，每个方案必须仔细评估。 

 

玉米和青贮的淀粉消化率 

 

玉米青贮和谷物中的淀粉对能值的贡献大约分别为 50和 75%（来自NRC，2001的计算）。

因此，优化淀粉有效性结合降低淀粉日粮的使用可能有潜在地改善瘤胃和总肠道淀粉消化能力。

增加淀粉消化率可能导致更好的营养利用和降低饲料成本。关于影响玉米青贮和谷物中淀粉利

用的因素详尽描述将在本节讨论。 

全株玉米青贮（WPCS）、高水分玉米（HMC）和干玉米粉（DGC）的淀粉消化率可能受

几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淀粉胚乳受果皮保护，若完好无损可以很好地抵御微生物附着

(McAllister et al., 1994)；因此破碎种皮是必需的。包含 HMC 日粮平均颗粒大小（MPS）低于

2mm 比 HMC 的 MPS 大于 2mm 的总肠道淀粉消化率（TTSD）高（95.2%比 89.5%，Ferraretto 

et al., 2013）。同样地，增加 MPS 降低了以 DGC 为基础的日粮 TTSD（4mm 和 1mm 的 TTSD

分别为 77.7%和 93.3%， Ferraretto et al., 2013）。这与增加了较细颗粒表面积易于接触细菌

和消化酶有关(Huntington, 1997)。当收割玉米青贮时，玉米籽实破碎滚轴间隙设置在 1-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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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淀粉消化率和相应的产奶量较高 (Ferraretto and Shaver, 2012)图 2。不过，其他的收割做法

可能会削弱玉米籽实破碎的效力。 

当理论上设置切刀的切割长度（TLOC）为 0.93-2.86cm，但不是设置的较短或较长，玉米

籽实破碎是有效的(Ferraretto and Shaver, 2012)。可能的解释是：较低的 TLOC 玉米籽实被刀

片破碎的更好 (Johnson et al., 1999)，或者较长的 TLOC 在饲用茎叶通过滚轴期间玉米籽实被

刀片破碎的效果不佳。此外，在饲喂时日粮包含的 WPCS 占 DM 的 32-40%TTSD 增加，但当

WPCS 占 DM 的 40%以上时则不然(Ferraretto and Shaver,2012)。增加破碎玉米中的透明质

胚乳比例与较大的成熟度有关(Phillipeau and Michalet-Doureau, 1997)。增加了破碎玉米中的

透明质胚乳破碎玉米硬度增加，转而可能引起在收割玉米籽实破碎期间非常干的玉米青贮难以

破碎。 

 

 

由于存在着玉米醇溶蛋白的化学键与玉米颗粒形成的淀粉-蛋白网格结构，即使胚乳没有保

护也不能完全消化(Kotarski et al., 1992; McAllister et al., 1993)。当 HMC 在较低 DM 含量收

获时淀粉在瘤胃体外的消化率较高（图 3，Ferraretto et al.,。此外，据 Ferraretto and Shaver 

(2012)的综合分析回顾发现：日粮中包含的 WPCS 在 40%DM 以上 TTSD 降低。这可能与在

较为成熟时粉碎玉米含有的透明质胚乳比例增加有关 (Correa et al., 2002; Ngonyamo-Majee 

et al., 2009)。或者，较为干燥的 WPCS 发酵的程度降低(Der Bedrosian et al., 2012)可能减弱

了在发酵期间玉米醇溶蛋白的分解 (Hoffman et al.,2011)。Goodrich et al. (1975) 收获 67%DM

的 HMC 和烘烤干玉米到 73%和 79%DM 以研究水分含量对 HMC 发酵的影响。他们报告：当

HMC 的 DM 含量增加时，乙酸和乳酸的浓度降低和相应地增加了 PH。较低的乳酸和乙酸浓度

似乎与因限制了水的有效性而降低了细菌的生长有关(Muck, 1988)。Goodrich et al. (1975)也

观察到：当增加 DM 含量降低了体外瘤胃气体的产生，表明：HMC 在较高的ＤＭ含量时降低

了淀粉的消化率。合并这些结果显示：收获时恰当的水分是最大化 WPCS 和 HMC 的淀粉消化

率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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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贮时间对 WPCS 瘤胃体外淀粉消化率（ivSD）的影响研究实验归纳于表 1。 

 

 

青贮 30 或 45 天，淀粉消化率平均增加 7 个百分点和可能与在这个时间点出现的典型发酵阶段

有关。有趣的是在增加贮存时间后所有 7 个试验的 ivSD 逐渐增加，表明：在贮存期间 ivSD 连

续增加。在厌氧发酵过程中，无论是来自微生物或植物蛋白酶，蛋白水解酶的活性大量存在

(Baron et al., 1986)。厌氧发酵阶段以 PH 急剧降低为特征，这特别有利于谷物胚乳植物蛋白酶

的活性(Simpson, 2001)，即使植物蛋白酶的活性通常在低 PH 时降低(Muck, 1988)。Junges et 

al. (2015)估值：蛋白水解酶来源对玉米青贮 90 天的蛋白溶解再水合作用有贡献。这些作者报

告：细菌蛋白酶承担了可溶解 CP 浓度增加的 60%，接着是核心酶（30%）、真菌和终端发酵

产物（各 5%）。 

尽管允许延长青贮时间可能有益于在颗粒大、干燥、或在收获时有更多的透明质杂交品种

情况下增加淀粉的消化率，在这些领域的研究仍然有限。两个其他的研究  (Ferraretto et 

al.,2015a,b) 评估了杂交类型和青贮时间对 WPCS 的淀粉消化率之间的互作。我们猜测持续长

时间的贮存将会对淀粉消化率与杂交品种之间的关系减弱、或可能受到较大影响。在第一个行

业大学合作研究的试验里，8 个 WPCS 杂交品种（4 bm3和 4 叶茂植物）青贮 0、30、120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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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天。尽管贯穿整个贮存时期各个品种之间的 ivSD 类似，但是 N 对各种杂交品种随着发酵

时间的不同而有部分反应，表明叶茂植物比bm3杂交品种对玉米醇溶蛋白的分解作用影响更大。

第二个试验 (Ferraretto et al., 2015a)比较了三个杂交品种（bm3, dual-purpose和 experimental 

floury-leafy）青贮 0、30、60、120 和 240 天。然而，与我们的猜测相反，延长青贮时间没有

减弱核心透明质对 ivSD 的负面影响。从这些研究试验进一步强化了 WPCS 淀粉消化率研究需

要考虑杂交品种、收获成熟度、玉米籽实破碎和青贮时间之间潜在互作的重要性。此外，结果

表明：最好的利益机会来自改变玉米籽实胚乳特性以提高淀粉消化率可能存在于 bm3型杂交品

种中。 

 

养殖场判定淀粉消化率 

 

Fredin et al. (2014)的报告：测量的粪便淀粉与 TTSD 之间具有强的相关性。这些结果表

明：增加粪便淀粉的测量，比如：日粮淀粉含量、或粪便中不易消化的标记物浓度（iNDF 或木

质素）是多余的。而且，Fredin et al. (2014) 报告：高精确度的近红外光反射光谱法（NIRS）

预测粪便淀粉更快和分析成本更低。尽管淀粉消化率对奶产量的较大益处广为人知，但很难可

靠地评估其经济影响。本文的呈现和讨论试图提供一些奶牛生产者的数据和他们营养师的出发

点。 

为了完成我们的目标，假定方案是设立和任意选择粪便淀粉的 5 个值用 Fredin et al.的方

程式预测 TTSD（2014；表 2）。之后，玉米的数量将会需要增补以获得同样数量的可消化淀粉，

若 TTSD 是 100%被用于评估如下的假设：日粮淀粉占 DM 的 25%和消耗的 DM 是 25.0kg/头

日。因此，这就是假设奶牛摄入了 6.25kg/头日淀粉。基于 TTSD，损失在粪便里的淀粉值在 0-

1.59kg。若考虑到玉米有 70%的淀粉和在瘤胃外的淀粉消化率为 70%，补充每 kg 玉米仅仅提

供了 0.49kg 可消化淀粉。因此，我们必需满足没有消化的淀粉而损失的 0.49kg。最后，玉米

成本为 886 元/吨（汇率 1：6.8），该值不代表整个美国的奶牛业，但这很好地指出了与低淀粉

消化率相关的潜在经济损失。因此，建议牧场主和营养师基于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目标执行

类似的预测计算。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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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淀粉不能显示总的日粮特定原料的消化率，它能作为很有用的工具通过搜集至少全群

10%的样品全时段监控特定的牛群。如果粪便淀粉水平在 3%以上，说明该特定富含淀粉的原

料有问题。另外，再次评估粪便淀粉值建议在日粮或管理调整后 2-3 周。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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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当玉米价格便宜和奶价低时还要饲喂糖蜜为主的液体添加物？ 

 

Stephen M. Emanuele*1 and Charles J. Sniffen § 

*Quality Liquid Feeds 

§ Fencrest, LLC 

巫立新译  

 

前言 

 

糖已经被奶牛消耗了多年时间。来自天然的牧草含糖高。当我们饲喂发酵饲草时多数的糖

已经转化为发酵的酸。瘤胃和奶牛已经进化到使用植物糖。糖蜜是饲喂奶牛多数普遍流行添加

糖的形式。在糖蜜中主要的糖是蔗糖（65%）、果糖和葡萄糖。过去，饲喂更多糖的主要原因是

作为甜味剂或改善饲料的风味。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改变。现在的研究报告显示饲喂糖的优势。

更重要然而是事实：现在我们有实验室分析在牧草和副产品中的总糖。糖加入日粮已经有历史

了。只是在最近几年，考虑到添加糖到日粮中作为营养以对瘤胃功能也同样对奶牛代谢有利。

我们需要开始思考独特的糖。 

在奶牛日粮中添加糖会是非常积极的。试验已经报告：增加奶产量和乳脂率或增加 NDF

消化率(Broderick and Radloff, 2003, Broderick and Smith 2001, Varga etal. 2001, Oldick 

etal.1997)。然而，在奶牛日粮中增加糖不总是改善奶产量、瘤胃微生物蛋白量或乳成分(Hristov 

and Ropp 2003; McCormick etal. 2001, Morales etal. 1989)。在奶牛日粮中添加糖所报告的变

异反应可以从发生在瘤胃的四个作用来解释。这些作用是： 

A、瘤胃糖发酵最终产物的改变基于细菌的生长率和瘤胃 PH 值。 

B、不是所有的糖被瘤胃细菌用于生长效率都是相同的。 

C、由能成活的瘤胃厌氧菌数量确定。 

D、当可发酵碳水化合物的供应量超过微生物生长需求时，能量被瘤胃细菌浪费（能量溢出）。 

以下是我们饲喂的原料中发现的部分糖的清单。 

 

单糖 

  5 碳糖—阿拉伯糖，核糖和木糖 

  6 碳糖—覆盖所有各种各样的植物；葡萄糖，果糖，半乳糖和甘露糖 

 

双糖 

  蔗糖—发现于所有的植物，由葡萄糖+果糖组成 

  麦芽糖—发现于所有的植物，由葡萄糖+葡萄糖组成 

  乳糖—发现于奶，由葡萄糖+半乳糖组成 

 

三糖 

  棉子糖—发现于棉籽和甜菜根果肉中，由半乳糖+果糖+葡萄糖组成 

  麦芽三糖—发现于玉米蒸馏谷物中，由葡萄糖+葡萄糖+葡萄糖组成 

 

四糖 

  水苏糖—主要在大豆中，由半乳糖+半乳糖+葡萄糖+果糖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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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糖 

  果聚糖—主要在草中，由果糖组成 

  半乳聚糖—主要在苜蓿草和大豆中，由半乳糖组成 

  果胶—主要在苜蓿草和大豆中，由阿拉伯糖+半乳糖组成 

  纤维素—在所有植物中，由长链葡萄糖组成 

  半纤维素—在所有植物中，在草中浓度较高，由阿拉伯糖、木糖、甘露糖、半乳糖和葡糖醛

酸组成 

  淀粉—在各种各样的植物中，由长链葡萄糖组成 

  糖醇类—聚醇—草发酵产物—甘露糖醇—6 碳 

   

假设在瘤胃里所有糖具有一样的发酵率和瘤胃细菌用同样的效率利用所有的糖这是错误

的。然而，这是确切的：我们在制定奶牛日粮配方时是这样做的。 

在牧草和各种谷物中大多数通常快速可利用的糖是蔗糖和葡萄糖。然而，当牧草被发酵这

些糖就消失了，从发酵作用留下些残余的糖。这些残余的糖主要是来自于半纤维素分解的产物，

亦即上述的 5 碳糖。一些前期的工作表明：瘤胃微生物利用不同的单糖效率不同。我们需要知

道更多的关于水溶性双糖和低聚糖在奶牛瘤胃中的利用率。来自甘蔗糖蜜的糖主要是蔗糖、葡

萄糖和果糖。糖蜜包含 50%糖的基础物质，70%的糖是蔗糖。纤维素、淀粉和糖都最终成为己

糖。这些己糖代谢为丙酮酸而后再代谢变化为乙酸、丙酸、丁酸或乳酸。瘤胃环境条件必须使

大多数的己糖发酵成为乙酸、丙酸和丁酸而不是乳酸。如果在奶牛饲喂流程中糖被成功的利用，

来自发酵产生的能量必须用于细菌增长。 

 

瘤胃多样性影响糖和淀粉的利用效率 

 

表 1 提供了一个全球的但是个简化的瘤胃生态环境视图。这是一个能被很多因素干扰的平

衡: 

1.不足够的有效纤维产生适当的缓冲 

2.日粮中高可发酵淀粉水平导致低瘤胃 PH 周期 

3.日粮种类能导致瘤胃酸中毒和蹄病 

4.过多的瘤胃降解蛋白含有组氨酸多肽 

5.过度拥挤和高饲养密度导致采食不足 

    消化纤维菌一天中较好的发酵基本上需要瘤胃 PH 在 6.0 以上。需要在所有时间氨浓度适

当而又足够的高，且逐渐适应在纤维基质中覆盖菌落生长。绝对需要异位酸为纤维持续发酵所

用。注意：细菌利用蛋白作为底物从支链氨基酸、亮氨酸、异亮氨酸和缬氨酸产生最初的异位

酸。这些细菌有较长的增倍时间。这会受到营养供应和表面积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牧草切

得或磨得过细会增加瘤胃流出而降低消化率。有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是保持一个瘤胃垫。 

淀粉和糖细菌生长速率非常高。他们能非常快地降低瘤胃 PH 值。首先流过的平衡营养能

实现这些细菌的平衡，将激发一个耦合发酵驱动微生物的聚集，而不是由挥发性脂肪酸（VFA）

形成的微生物浪费。随后，第二个重要的发酵者增强，在发生一个吞食事件后将利用乳酸以缓

和 PH 值的下降。这需要苹果酸来源。构成糖蜜主要的有机酸是苹果酸。 

一个正常瘤胃生态重要的部分是由原虫构成的，在正常情况下，占 40-45%的微生物量（表

1）。对照细菌数量，仅有 10%的数量被冲洗出瘤胃以贡献给微生物蛋白。75-85%的细菌量被

冲洗出瘤胃，其余的裂解和生存于原虫中。我们说留在瘤胃的微生物贡献给了 N 循环池。此刻

建议：我们评估在瘤胃中的细菌所需要的这个池中 N 的贡献量。应当指出的是：Reis 许多年前

在澳大利亚绵羊上所做的经典研究表明: 瘤胃中原虫数量的减少对羊毛生长有积极的结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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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指出在瘤胃里原虫每天在消耗细菌的大池子。真菌仅占 3-8%的微生物数量。建议是：他

们有一个打开纤维的关键角色，将提高纤维菌的定植。他们是靠糖激发的，研究表明将改善纤

维消化。 

理解这些互作将帮助我们将来在日粮上更好地进展。碳水化合物的平衡与不同的发酵速率

有关，不同的蛋白源与不同的发酵效率也有关，但必须保持平衡。可惜我们还不能有效地做到

这点。它是第二个动力系统。我们已经改进了去测量和界定每一种蛋白和碳水化合物片断数量

的能力，但在营养模型里我们假设一头牛每天吃 24 餐、同样的数量和平均的间隔。我们知道

这不是事实。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营养模型的使用？不，这要求作为一名营养师，承认这些

模型不能说明联合饲料或日粮种类和饲喂模式在瘤胃里营养利用方面的影响。 

 

糖在动物生产性能方面的影响 

 

近几年，有几个研究已经证明添加糖对日粮的价值。大多数这些研究直接添加了糖蜜或蔗

糖。这几个研究用糖替代了淀粉，保持 NFC 为一个常数。结果，不仅仅是在产奶量上，也表现

在乳成分上总是积极的。发酵罐的研究表明增加了纤维的消化率。这也表明在 6 碳糖的刺激下

真菌在打开纤维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这是重要的，因为这较好地配合了蛋白（通常是可溶的）

的快速降解，给了纤维消化一个较早的刺激。另外，如果能减少日粮中的淀粉，就能较好地控

制瘤胃 PH 值，额外增强纤维的消化。在最初的营养模型里，假设瘤胃里所有的糖被破碎。这

个假设是不对的。重要的是因为利于消化的糖能在乳腺代谢中扮演积极的影响角色。重要提示：

添加糖、蔗糖的成分或蔗糖的等同物（葡萄糖+果糖）在瘤胃的降解率是 84%。 

图 1 展示了 Rulquin 博士和同事在法国 INRA 的一些工作成果。试验表明：重要的不仅仅

是加强了瘤胃功能，也优化了可消化糖的数量而提高了真乳蛋白产量。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考虑

饲喂添加糖的日粮。在这些地方很多日粮以饲喂青贮饲料作为基础草料。这样通常的结果是在

日粮中以 80%的乙醇程序测出有 3-4%的总糖。可惜的是这个程序不能确定单个的糖。这些糖

是先前讨论的高比例的 5 碳糖。这些糖在瘤胃或小肠中不是非常易消化。推荐添加大约 3-5%

的 6 碳糖。这样总糖占日粮干物质 6-8%。如果假设这些糖的 35%将逃脱，然后添加来自逃脱

的淀粉到糖的基础水平，将接近 Rulquin 上述显示所建议的水平。研究显示：使用糖蜜液体在

瘤胃中有 84%的利用率。 

Harris and Van Horn (1983)建议：总日粮干物质 8%或略少的糖蜜所包含的生产能量与玉

米相同。当日粮干物质采食量（DMI）为 22.7kg，等同于基础日粮 1.816kg 的糖蜜。饲喂 1.816kg

甘蔗糖蜜将提供 0.91kg 糖。在日粮干物质浓度中的比例大于 8%以上，糖蜜的价值下降，这与

玉米有关。Harris and Van Horn 近期的试验是正确的。最近一份 25 个发表的研究试验综合分

析：当日粮包含 5-7%糖添加物(Emanuele et al., 2015)时，3.5% FCM 产量、乳蛋白产量、乳

脂产量达到最大化。非线性数据分析表明：奶牛产生 40.86-45.40kg 奶理想的日粮糖含量是

7.14%(Emanuele, 2016,Leading Dairy Producer Conference, Wisconsin Dells, WI.)。对于所

有的奶牛，理想的日粮糖含量是日粮干物质的 6.75%(Emanuele et al., 2015)。 

Broderick and Smith (2001)用干糖蜜替代高水分的玉米。日粮包含 0、4、8、12%的干糖

蜜。日粮包含 60%的牧草，其中含有 67%的苜蓿青贮和 33%的玉米青贮。当用占日粮干物质

4% 或 8%的干糖蜜替代高水分的玉米时，DMI 增加(P = 0.04)（表 2）。DMI 增加 1.10kg。至

少增加的 DMI 所增加的营养被用于脂肪合成，因为当日粮包含 4%或 8%的干糖蜜时，3.5%FCM

增加，脂肪产量也增加，但 12%的干糖蜜没有增加。当干糖蜜替代高水分的玉米时，瘤胃氨浓

度降低(P =0.05)。降低 1.4 个单位（11.3 vs. 9.9mM）。 

基于这个试验，干糖蜜不能超过日粮干物质的 8%。日粮中牧草的数量可能影响日粮中可

利用的淀粉或糖蜜的数量。Broderick and Radloff (2003)给高产奶牛饲喂基于干物质的 5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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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草(表 2)。日粮中牧草的成分是 60%的苜蓿青贮和 40%的玉米青贮。用液体糖蜜替代高水份

玉米。日粮包含 0、3、6、9%液体糖蜜。当日粮包含基于干物质 3%的液体糖蜜时，DMI 和奶

产量最大化(P < 0.01)。DMI 增加即增加了能量用于脂肪合成，因为 3.5%FCM 比对照组增加了

1.82kg。当日粮包含 3%的液体糖蜜时，所有乳成分的产量最大化。基于 DMI 的报告，以干物

质计在日粮中液体糖蜜的数量为 0.80-0.84kg。这将等同于基于干物质的 1.05-1.11kg 液体糖

蜜。基于干物质日粮中来自于糖蜜的糖的数量为 0.545kg。 

糖蜜与糖蜜和动物脂肪相比(Oldick et. al. 1997)。这个试验的处理是：对照组不用糖蜜、

仅加糖蜜、糖蜜和动物脂肪占日粮干物质 0.91kg、1.82kg、2.72kg。糖蜜和液体脂肪添加物在

日粮干物质中分别为：2.5、4.9 和 7.4%。仅加糖蜜组糖蜜占日粮干物质 3.4%。所有的处理能

量密度相似。对照组奶牛平均产奶量为 32.51kg。仅加糖蜜组奶产量比对照组多 1.32kg。糖蜜

没有增加干物质或净能采食量但增加了产奶量。出现该现象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种可能是来

自糖蜜的能量比来自其他日粮碳水化合物的能量能更有效地被用于促进瘤胃细菌的生长。第二

种可能性是协同效应的出现。在日粮中添加糖蜜可能提高瘤胃中 NDF 的消化率。这种假设被

最近 Varga and coworkers (2001)的观测所支持。他们报告：当用蔗糖替代淀粉时，NDF 的消

化率提高。蔗糖在日粮 DM 中的最大浓度为 7.5%；与不添加蔗糖的对照组相比 NDF 的消化率

增加 8.5%。 

 

发酵产品增长率的依赖转变可以解释对奶牛日粮中添加糖的反应变量因素 

 

Broderick and Smith (2001) and Broderick and Radloff (2003)进行的试验表明：日粮中添

加糖不是线性反应(表 2)。反应是二次曲线，因为低糖添加水平反应是正向的，高糖添加水平反

应是负面的。对添加糖是二次曲线反应的一种解释是：一些瘤胃细菌基于他们的生长率改变了

他们的发酵产品。当瘤胃发酵速率快时，淀粉和糖在瘤胃里被快速地利用，Bovis 链球菌和瘤

胃新月形单胞菌将他们的发酵作用从乙酸、丙酸和甲酸转化为乳酸(Russell 1998, Russell 2002 

pg.71-72)。Bovis 链球菌和瘤胃新月形单胞菌在瘤胃里能快速生长。很有可能在高水平的糖蜜

情况下，这些细菌改变他们的发酵作用以减少乙酸和丙酸而产生乳酸。转变为乳酸发酵也受瘤

胃里氨基酸供应的影响。当氨基酸氮可利用性低时，这些微生物将利用氨态氮作为氮源。当他

们利用氨态氮作为氮源时，就出现低生长率的乳酸发酵(Russell, 1998)。为了防止乳酸发酵的

转变，需要在奶牛日粮中添加适当数量的糖和比如豆粕和菜粕这样的蛋白源。 

当进行饲喂试验时，假设所有的糖源将支持同样数量的微生物生长和类似的发酵率。现在

我们知道了这是不正确的假设。据 Bond and coworkers (Bond et. al. 1998)报告：Bovis 链球

菌不能利用戊糖（5-碳糖），在利用乳糖与葡萄糖相比 Bovis 链球菌的生长率低 40%（图 2）。

在瘤胃里白色瘤胃球菌和黄色瘤胃球菌是主要的纤维分解菌种。这些纤维发酵球菌在戊糖里不

生长，在葡萄糖里生长缓慢，但在纤维二糖里生长的很好(Russell, 2002, pg. 19)。纤维二糖是

两个葡萄糖单位 β 1-4 键链接的双糖。Amylophilus 瘤胃杆菌，一种消化淀粉瘤胃细菌，其发酵

麦芽糖，但不发酵葡萄糖(Russell 2002, pg. 21)。显然，某些糖将刺激特定的瘤胃细菌生长，

某些糖则不支持主要的瘤胃细菌生长。 

所有的糖在瘤胃里对微生物生长的支持是不等同的(Van Kessell and Russell 1995)。

Strobell and Russell (1986)用体外发酵法检测了 PH 值和碳水化合物源对微生物蛋白产量的影

响。据他们报道：当 PH 值从 6.7 降到 6.0 时，微生物蛋白的产量下降。当发酵 PH 在 6.0 时，

果胶和木糖与纤维二糖、蔗糖、淀粉或碳水化合物的混合物相比微生物蛋白产量最低。当发酵

PH 保持在 6.7 时，纤维二糖、蔗糖或碳水化合物的混合物微生物蛋白产量最高，淀粉和果胶的

居中，木糖的最低。这个试验表明：在瘤胃里与 6-碳糖相比 5-碳糖（木糖）对微生物生长的支

持最少。McCormick and coworkers (2001)报道：在玉米淀粉、乳糖和蔗糖之间的发酵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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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的日粮包含 50%的牧草和 50%的浓缩精料。用日粮 DM2.5%和 5.0%的乳糖或蔗糖替

代玉米。任何一个日粮的总有机酸产量和发酵 PH 值没有不同。添加蔗糖的日粮比其他日粮的

氨态氮 mg/dl 浓度低（P=0.06）。这表明：蔗糖日粮的发酵率比玉米或乳糖日粮快。所有的日粮

蛋白发酵率都快，因为在这些日粮中主要的瘤胃可降解蛋白源是冷藏干鲜黑麦草。在这个研究

里，玉米和乳糖处理组差异不显著。 

 

糖和糖蜜对瘤胃 PH 和纤维消化率的影响 

 

如果中性洗涤可溶性碳水化合物（NDSC）发酵的速率和模式不同，我们可以通过测量瘤胃

PH 值和挥发性脂肪酸产量的不同间接地测量出来。NDSC 对瘤胃 PH 值的影响取决于 NDSC

在日粮中的数量和牧草的类型。当糖蜜或糖饲喂的数量大于 12%的日粮干物质时，在饲喂后 1

个小时瘤胃 PH 就降低(Moloney et al. 1994, Khalili and Huhtanen 1991a)。瘤胃 PH 降低持续

到饲喂后 4 个小时才上升。如果饲喂蔗糖时添加了碳酸氢钠，可以抑制 PH 降低(Khalili and 

Huhtanen 1991a)。当在奶牛日粮中添加液体糖蜜或固体蔗糖，饲喂量小于 8%的日粮干物质，

与对照日粮相比瘤胃 PH 没有降低（表 3；Piwonka and Firkins 1993, Maiga et al. 1995, 

McCormick et al. 2001, Varga et al. 2001)。 

糖蜜和糖对纤维消化率的影响取决于日粮的成分和糖蜜或糖在日粮中的水平。当糖蜜使用

在日粮干物质的 12%或更多时，将降低干物质采食量和纤维消化率(Khalili and Huhtanen 

1991b, Moloney et al. 1994, Petit and Veira 1994)。在奶牛和肉牛日粮里，添加低于 8%的日

粮干物质液体糖蜜或糖与对照组相比不会降低纤维消化率(Piwonka and Firkins 1993, Oldick et 

al. 1997, Varga et al. 2001)。这些结果支持 Foreman and Herman (1953)早年的研究。他们观

察到：饲喂日粮干物质 0.45 或 0.9kg 的糖蜜与不饲喂糖蜜的日粮相比不会降低纤维消化率。糖

或糖蜜对纤维消化率的影响取决于日粮有效纤维的水平、日粮颗粒大小和纤维形态（干草或青

贮）。在奶牛日粮中，配制满足或超过奶牛需求的纤维，当添加少于 8%日粮干物质的糖蜜或糖

时，将不会降低纤维的消化率。 

自 1987 年，有几个试验检验了糖和糖蜜对瘤胃微生物蛋白产量的影响(表 4)。在所有的试

验里，饲喂糖和糖蜜与对照组相比增加了微生物蛋白的供应量(Khalili and Huhtanen 1991a, 

Huhtanen 1988, Piwonka and Firkins 1993, Rooke and Armstrong 1989)。 

当糖蜜或糖与酪蛋白、豆粕或碳酸氢钠联合饲喂时，微生物蛋白增加的最大。这种预期的结

果是因为酪蛋白和豆粕会为瘤胃细菌提供氨基酸和多肽而增加微生物的增长率。碳酸氢钠会增

加液体在瘤胃的周转率和增加微生物的生长率。补充的牧草青贮基础日粮具有快速可利用的碳

水化合物（糖），增加了微生物蛋白的流动和非氨态氮进入小肠(Chamberlain et al. 1985, 

Huhtanen 1987, Rooke et al. 1987)。 

非氨态氮（NAN）包括微生物蛋白和天然蛋白。总天然蛋白到达小肠是可测量的。在这三

个试验中，饲料采食量被限制，糖直接灌入瘤胃。当糖灌注后微生物蛋白产量增加是不意外的。

在这些试验中饲喂牧草青贮包含大量的瘤胃可降解蛋白。在瘤胃中这种青贮发酵会导致瘤胃氨

浓度的提高。为了瘤胃细菌捕获这些氨，他们需要快速发酵的碳水化合物供应。糖灌注入瘤胃

提供了快速发酵的碳水化合物和刺激了微生物生长。这增加了微生物蛋白流入小肠。在所有的

这三个试验中观察到了瘤胃细菌增加捕获瘤胃氨的证据，因为当糖添加到日粮里，瘤胃氨浓度

就降低了。当在日粮里糖蜜或糖替代淀粉时，非氨态氮到达小肠的数量就增加。可惜奶牛生产

者每天没有从他们的奶牛产生的微生物蛋白中获得收益。微生物蛋白或非氨态氮供应增加，转

化成了动物生产性能的增加吗？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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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蜜液体添加剂和糖是奶牛快速可利用的能量来源。当添加量占奶牛总日粮干物质 6-8%的

比例时，糖蜜液体添加剂和糖可以增加干物质采食量、脂肪校正乳产量、乳蛋白、乳脂和 NDF

消化率。通过提高 NDF 消化率的作用模式，改变瘤胃微生物种群和可能为脂肪合成增加营养

的供应量。当糖或糖蜜饲喂少于 8%的干物质量时，能与使用玉米达到同样的产奶效率。日粮

的物理因素会影响糖蜜或糖的反应。日粮 ADF 少于 19%和小颗粒，使用糖和糖蜜液体添加剂

不会增加采食量和产奶量。当日粮包含适当数量的瘤胃可降解氨基酸和多肽时，糖蜜液体添加

剂和糖的反应更好。自 1983 年公开发表的试验表明：糖蜜和糖不仅仅是增加日粮的适口性，

他们也能通过改变瘤胃微生物种群和可能增加奶牛瘤胃微生物增长而在奶牛日粮中扮演重要

的角色。 

（参考文献略） 

 

 

 

表 1  瘤胃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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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 主要底物 最佳瘤胃

PH 

主要需求 主要发酵

产物 

倍增时间 

细菌 大约 630 种不同的细菌（占 50%的微生物量） 

纤维和果胶 纤维和果

胶 

6.3-6.8 氨，异位酸 乙酸 8-10 小

时 

蛋白 

C. aminophilum 

蛋白 6-7 蛋白，多

肽，氨 

氨，异位

酸 

4-8 小时 

Allisonella 

histaminiformans 

组氨酸 4.5-6.5 组氨酸，来

自青贮的多

肽 

组胺 快速 

淀粉， 

Bovis 链球菌 

淀粉和糖 5.5-6.5 多肽、氨基

酸、氨 

丙酸，乳

酸 

15-30 分

钟 

次级- 

M. elsdenii, 

产甲烷菌 

乳酸，氢 6-6.8 多肽， 

氨基酸， 

苹果酸 

丙酸，甲

烷 

2-4 小时 

原虫 大约 30 种不同原虫（占 40-45%微生物量） 

 淀粉，糖 6.3-7.0 多肽，氨基

酸，细菌 

丙酸，氢 15-24 小

时 

真菌 大约 14-15 种真菌（占 3-8%微生物量） 

 纤维 6-7 氨，氨基

酸，糖 

乳酸，乙

酸，氢 

15-24 小

时 

细菌毒素 5-7 种，占 0.0000001%总微生物量；酵母：0.1-0.2%总微生

物量 

 

表 2  糖和糖蜜对泌乳牛生产性能的影响 

试验 牧草来源 处理 DMI, 

kg/d 

3.5%FCM,k

g/d 

处理效果 

Broderick 

and Radloff 

(2003) 
 

苜蓿和玉

米                    

青 贮 ，

50% 的牧

草日粮                                 

               

                                           

高水分玉米 

液体糖蜜： 

日粮

DM3%日粮

DM6%日粮

DM9% 

25.61 

 

27.92 

26.42 

26.20 

44.31 

 

45.49 

44.58  

42.22 

显著的二次

方影响 

Broderick 

and Smith 

(2001) 

 

 

苜蓿和玉

米青贮，

60% 的牧

草日粮                                    

高水分玉米 

干糖蜜： 

日 粮

DM4%日粮

DM8%日粮

DM12% 

25.11 

 

25.79 

26.20 

  26.01 

41.40 

 

43.0 

43.40 

39.50 

显著的二次

方影响 

McCormick 

et al. (2001) 
 

切碎的黑

麦 草 ，

50% 的牧

草日粮 

玉米 

蔗糖占日粮

DM5% 

22.79 

 

22.84 

38.32 

 

37.91 

对产奶量和

DMI 没有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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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ick et al. 

(1997) 
 

玉 米 青

贮，苜蓿

半干青贮 

玉米 

糖蜜 

糖蜜+脂肪 

21.52 

21.11 

22.34 

32.69 

33.82 

35.64 

对 DMI 没有

影响，增加

奶 产 量

（P<0.05） 

Maiga et al. 

(1995) 

 

 

玉 米 青

贮，苜蓿

干草 

玉米 

糖蜜+脂肪 

干乳清+脂

肪 

玉米+脂肪 

23.15 

24.52 

24.52 

24.29 

31.92 

33.69 

34.00 

33.69 

糖蜜+脂肪

等同于玉米

+脂肪  

表 3 当饲喂少于 8%日粮干物质的糖和糖蜜时对瘤胃 PH 的影响 

试验 牧草来源 处理 瘤胃 PH 处理效果 

McCormick 

2001 

体外试验 
 

冷藏黑麦

草 

玉米 

乳糖 

蔗糖 

6.77-6.78 没有碳水化合

物源的影响 

Varga 2001 

体外试验 
 

苜蓿青贮 

玉米青贮 

2：1 

淀粉 

淀粉+蔗糖 

蔗糖 

5.97 没有碳水化合

物源的影响 

McCormick 

2001 

体外试验 
 

切碎的黑

麦草 

玉米 

蔗糖 

6.19-6.21 没有碳水化合

物源的影响 

Maiga 1995 

体外试验 

 

玉米青贮 

苜蓿干草 

玉米 

玉米+糖蜜 

玉米+乳清 

6.68-6.85 没有碳水化合

物的影响 

Piwonka1993 

体外试验 
 

玉米青贮 

鸭茅干草 

大麦 

大麦+葡萄糖 

6.47 没有碳水化合

物源的影响 

Chamberlain 

1985 

体外试验 
 

牧草青贮 大麦 

大麦+糖蜜 

甜菜粕 

甜菜粕+糖蜜 

6.33 

6.21 

6.40 

6.45 

在碳水化合物

源内，大麦或甜

菜粕，PH 不受

影响 

 

表 4 糖蜜或糖对微生物蛋白产量的影响 

试验 处理 动物 微生物 N，g/d 处理效果 

Rooke and 

Armstrong 

198 
 

蔗糖 

蔗糖+尿素 

蔗糖+酪蛋白 

蔗糖+豆粕 

非泌乳

奶牛 

105 

108 

126 

112 

当饲喂酪蛋白

或豆粕时糖影

响显著 

Piwonka 

1993 

 

 

大麦 

日粮 DM4.4%的大

麦+日粮 DM5.6%

的葡萄糖 

荷斯坦

奶牛 

64 

74 

糖影响显著，

微生物N增加

15.6% 

Khalili 

1991a 

 

 

大麦 

大麦+蔗糖 

大麦+蔗糖+缓冲

剂 

奶公牛 72 

90 

94 

糖影响显著，

微生物N增加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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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htanen 

1988 

 

 

大麦 

大麦+糖蜜 

甜菜粕 

甜菜粕+糖蜜 

奶公牛 71 

74 

60 

75 

大麦日粮没有

影响 

甜菜粕日粮影

响显著 

Hall and 

Herejk 

2001 

体外试验 

百慕大草

(BG)NDF 

BG NDF +果胶 

BG NDF +蔗糖 

BG NDF+淀粉 

瘤胃微

生物 

0.014 

0.030 

0.026 

0.034 

蔗糖=果胶 

淀粉比蔗糖影

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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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优化过瘤胃脂肪 

Kevin J. Harvatine, Ph.D. 

Penn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Park, PA 

Email: kharvatine@psu.edu 

巫立新译 

 

摘要 

 

营养学家试图通过日粮干预来满足营养需求和调节能量平衡。传统上，脂肪补充被用来增

加日粮能量密度而不增加日粮发酵能力。几乎所有的原料成分都对日粮提供一些脂肪，而摄入

低脂肪成分通常日粮的摄入量就高，但对脂肪的摄入就较大。饲喂高脂肪副产品和开发特定脂

肪酸(FA)的品种正在迅速改变许多脂肪来源的 FA 状况。众所周知，脂肪酸是一种具有生物活

性的营养物质，可以改变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利用脂质作为能量来源、细胞膜合成的底物、

信号因子合成的底物，它们的生物活性使得确定需求变得困难。补充脂肪的重要方面在于它们

的消化率、对采食量和产奶的影响以及调节生理机能的能力。棕榈油行业的巨大增长拓宽了现

有产品的种类，并突出了 FA 代谢的差异。脂肪添加剂的选择应考虑基础日粮、瘤胃脂肪来源

和使用脂肪添加剂的目的。我们对 FA 的理解持续增长，并提供了工具来提高奶牛的产量、效

率和健康。 

 

前言 

 

脂类是一大类可溶于有机溶剂的化合物，包括蜡、甾醇和脂肪酸(FA)，包括甘油三酯、磷

脂和糖脂。日粮 FA 是脂质营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动物营养中具有多种功能。脂肪酸是能量

的浓缩来源，同时也是细胞膜和调控分子的组成部分。在过去的 25 年里，我们已经认识到一

些 FA 是生物活性化合物，可以改变生理和代谢。奶牛在哺乳期间经历了非同寻常的代谢需求

和生理状况，因此可以合理地预期在这些状态下 FA 的作用有所不同。 

自从 1907 年综述了脂肪对牛奶和牛奶脂肪产量的影响(Kellner, 1907 年)，Palmquist and 

Jenkins (1980)回顾了奶牛脂肪研究的历史。有趣的是，过了 100 年后，我们仍然会问一些同

样的问题，但是在牛的新陈代谢需求更高的情况下。传统上，对脂肪补充的兴趣集中在增加日

粮能量密度，而不是增加日粮发酵能力，以支持高产奶牛的能量需求。最近，对补充脂肪的兴

趣已经扩大到增加牛奶或牛奶脂肪的产量、增加繁殖率(Staples et al., 1998)和改变乳脂肪酸结

构(Glasser et al., 2008a; Shingfield et al., 2013)。反刍动物 FA 代谢领域，随着生物氢化作用、

乳脂肪抑制（MFD）理论和生物活性共轭亚油酸(CLA)的同分异构体鉴别的发展而发生了巨大

的增长。最近，丰富的棕榈酸产品提供了多种的选择。 

 

脂肪消化和代谢 

 

在瘤胃脂肪酸不发酵和通常流入十二指肠的 FA类似于摄入的量。瘤胃微生物合成一些FA，

导致瘤胃流出少量的支链 FA。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 FA、反刍动物的肉和牛奶是人类饮食

的主要来源，并对人类健康的积极作用感兴趣。当饲喂低脂日粮时，瘤胃中 FA 的合成增加，

因为微生物需要 FA 来合成细胞膜。牧草和谷物饲料中的 FA 主要是不饱和的，瘤胃微生物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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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饱和 FA 进行生物氢化作用而形成反式 FA 中间体。完全的生物氢化作用产生饱和脂肪

酸，但生物氢化作用通常是不完全的。瘤胃微生物对不饱和脂肪酸进行生物氢化作用，因为不

饱和脂肪酸对瘤胃微生物有毒性，因为反刍动物更倾向于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作为细胞膜。

生物氢化作用的途径是动态的，对营养因子和瘤胃环境有响应。在交替的生物氢化途径中形成

的特定反式脂肪酸，可引起日粮诱导的 MFD 和限制不饱和脂肪酸的量[参见下面 Harvatine et 

al. (2009)]。生物氢化作用也严重限制了牛对必需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吸收。 

 

瘤胃有效 FA 

 

增加不饱和脂肪酸加大了对瘤胃微生物种群的毒性作用，也增加了生物氢化作用所需的底

物。平衡任何营养素的第一步是考虑日粮浓度，Jenkins(2011)提出了瘤胃不饱和脂肪酸负荷

(RUFAL)的概念，这是日粮中不饱和脂肪酸的总和，提供了改变发酵风险的洞察力。传统上，

营养平衡的第二步是考虑比率。虽然在确定瘤胃纤维和淀粉消化率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

但在了解 FA 的有效性方面却投入很少。有些饲料的瘤胃利用率差别很大。例如，蒸馏可溶解

谷物(DGS)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迅速利用，与缓慢释放的棉籽相比，它对瘤胃的影响很大。

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增加油籽研磨会加大引起 MFD 的风险。Jenkins et al. (2016) 最近提出

了初步的实验室方法，以估计 FA 的有效性和未来在这一领域的分析进展。 

研究了不饱和脂肪酸钙盐对纤维消化的抑制作用，因为不饱和脂肪酸钙盐是一种不可溶的

盐，会阻碍细菌对纤维的代谢(Palmquist and Jenkins,1980)。钙盐的主要机制是降低瘤胃的有

效性，而不是真正的保护，因为钙盐提供的不饱和 FA 过瘤胃率相当低。瘤胃钙盐的解离依赖

于 FA 和瘤胃 pH 的解离常数，增加的不饱和降低了钙盐的强度(Sukhija and Palmquist, 1990)。

然而，钙盐对瘤胃发酵的破坏远远小于饲喂游离油。 

 

脂肪酸（FA）的消化率 

 

FA 在反刍动物肠道中的吸收完全不同于在十二指肠的流动，主要是饱和的游离 FA。非反

刍动物小肠乳糜胶团的形成依赖于单甘酯和不饱和脂肪酸，而反刍动物的溶血卵磷脂是形成乳

糜胶团一种非常有效的乳化剂(Doreau 和 Chilliard,1997)。在反刍动物中，饱和甘油三酯(TG)

与不饱和甘油三酯(TG)相比，对反刍动物和肠道脂肪分解有更强的抵抗力，因此，当饲喂饱和

甘油三酯(TG)时，总消化道消化率大幅下降(Elliott et al., 1994; Elliott et al.,1999)。文献中总肠

道消化率存在显著差异，既反映了日粮之间的差异，也反映了消化研究的技术挑战。奶牛总肠

道 FA 吸收量大约在 70%到 80%之间。由于瘤胃和后肠道的生物氢化作用，个体 FA 的消化率

差异存在争议，难以研究。使用不同方法的荟萃分析，FA 可消化率之间的差异很少，尽管随着

脂肪摄入量的增加 FA 的消化率减少(Glasser et al., 2008b; Schmidely et al., 2008；Boerman 

et al., 2015)。应更多地关注 FA 的消化率，但将需要一个专门的控制良好的实验。 

 

 

FA 的代谢 

 

脂肪酸可以被氧化以提供维持和生产所需的能量，并提供 2.5 倍于碳水化合物的能量。脂

肪酸也可以用于身体储存和乳脂生产，并且由于 FA 可以直接沉积并且没有任何能量损失，因

此它是能量高效处理的过程。吸收 FA 的代谢取决于 FA 和奶牛的生理状态。在泌乳高峰期，FA

旨在满足牛奶生产的能量需求。在某些情况下，补充脂肪会增加牛奶脂肪的产量，其反应似乎

取决于脂肪酸组成。Kadegowda 等人(2008)观察到，当皱胃灌注入 400 g/天牛油时，牛奶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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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量增加了 243 g/天，而增加的主要是中短链 FA。最近，在喂食富含棕榈酸（C16:0）的日

粮时，普遍报道牛奶脂肪的反应[C16:0;(Mosley et al.，2007)]，但也观察到油籽和其他 FA 补

充剂的反应(Weiss and Pinos-Rodriguez,2009)。泌乳高峰期后，日粮 FA 将逐渐分配到身体储

备。重要的是，FA 的氧化使其他营养素免受氧化的影响，这引起了关于日粮 FA 代谢影响的复

杂讨论。 

 

必需 FA 

 

根据动物的合成能力，脂肪酸可分为必需脂肪酸和非必需脂肪酸或保存所需的数量，亚油

酸（C18:2 n-6）和亚麻酸（C18:3 n-3）是传统上的两个必需 FA(Cunnane, 2000)。一些人认

为非常长链的 Ω-3 脂肪酸，例如：二十碳五烯酸(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HA)是条件必需脂

肪酸，因为它们可以通过伸长和去饱和来合成，但它们的合成能力在大多数生产动物中是非常

有限的。反刍动物有能力利用 Ω-3 和 Ω-6，以 FA 作为底物通过某些途径合成。然而，来自 Ω-

3 的信号分子更具有抗炎作用，而 Ω-6 FA 则更具有促炎作用。这种延伸和去饱和的重叠和竞争

导致了 Ω-3 和 Ω-6 占比的概念，尽管这些组成的重要性仍不确定。 

根据维持和持续生产的需要，与通过改变生理和新陈代谢刺激最大产量的需求量相比，对

必需 FA 的需求是不同的。第一个定义更容易定义为基于新陈代谢使用，但第二个需要了解单

个 FA 的生理和代谢效应。这包括它们对难以研究的免疫和生殖过程的影响。多年来，重要的

FA 一直是许多物种(包括反刍动物)谈论的话题。反刍动物对基本 FA 的吸收非常有限，但在成

年反刍动物，Mattos 和 Palmquist(1977)确定：在代谢体重基础上，奶牛的亚油酸是雌性断奶

大鼠所需的两倍。此外，反刍动物可能适应于保护重要的 FA，因为它们很少用于氧化(Drackley, 

2000)。根据生产需要，通常可以获得足够浓度的 FA 看来很重要，但补充 FA 对健康可能有好

处，包括提高生殖效率和免疫学。 

 

摄入量的影响 

 

补充脂肪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能量摄入和抑制干物质摄入(DMI)，可以限制脂肪添加剂的益

处。摄入量受到动物营养需求和代谢状态以及能量原料吸收类型和时间模式的高度调控(Allen，

2000)。脂肪来源、形态和 FA 是摄入反应的重要预测因子。在荟萃分析中，Allen(2000)报告了

棕榈酸钙盐摄入量的线性下降，同时饱和 FA 对采食量没有影响。本森 et al. (2001)总结了 11

项灌注研究，发现灌注 C18:1 与 C18:2 FA 浓度和摄入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C18:2 对摄食量

抑制更大。真胃灌注不饱和 FA与较低C16:C18的比率降低了DMI和能量摄入量(Drackley等，

1992,Christensen et al.,1994 年)。最后，4-天连续静脉输注棕榈酸和油酸均显著降低采食量，

硬脂酸仅在数字上降低采食量(Vandermeerschen-Doize and Paquay, 1984)。最近对富含棕榈

酸添加剂的研究发现，与不含脂肪的对照组相比，其采食量减少了(Lock 等人，2013 年;Rico 等

人，2014a)，虽然在最近的荟萃分析中 DMI 的总体下降不明显，能量摄入则增加了(deSouza 

et al.，2016)。 

 

基础日粮中的 FA 

 

几乎所有的饲料成分都含有FA，最好是考虑从基本日粮中的FA开始，通过高脂肪的饲料，

然后是脂肪添加剂。饲料和 FA 类型不同，对瘤胃有不同的影响。牧草和谷物脂肪含量低，但

是它们的高摄取率使其成为日粮中主要的 FA 来源。油籽、高脂肪饲料原料副产品、液体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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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FA 最经济的来源，但必须注意不影响瘤胃发酵。最后，脂肪粉在牧场使用更方便，提供了

定制化吸收 FA 的机会，但在 FA 特性、风险、成本和效益方面都有较大的不同。 

 

牧草 

 

饲料中的脂类主要以糖脂的形式存在于植物叶片中。由于含有大量非 FA 糖脂，牧草中的

总 FA 浓度只有醚萃取值的约 50%。在植物中脂肪酸是高度不饱和的，通常含有多于 50%的 α-

亚麻酸(C18:3 n3, Glasser et al., 2013)。牧草是较大的必需 FA 来源，但它们在瘤胃很容易获

得，并普遍被生物氢化。在生长早期阶段，草含有高水平的 FA（能超过 5%），通常强度放牧是

引起乳脂抑制（MFD）的诱因。最后，在收割前枯萎干燥，由于形成难以消化的树脂而减少了

不饱和 FA 的可利用性。 

 

谷物 

 

玉米、小麦、大麦和燕麦都具有相似的 FA 结构，含有大约 55%的亚油酸(C18:2 n-6)和不

到 1%的 Ω-3。玉米的总脂肪含量高于小粒谷物，并且随着品种的变化而变化，包括特别培育的

高油玉米。在最近的一篇关于田间测试的描述中，我们观察到的 36 个商用杂交品种总 FA(10% 

- 90%百分点)范围在 3.3 到 3.9%，亚油酸 (C18:2 n-6)在 55.7 到 60.0%。在玉米中，FA 主要

存在于胚芽中，预计加工方法能提高消化率，增加瘤胃对不饱和 FA 的利用率。 

 

玉米青贮 

 

玉米青贮是谷物和牧草的混合物，因此是上述牧草和谷物属性的结合。我们最近发现总脂

肪的 80%和 90%以上的油酸(C18:1 n - 9)和亚油酸(C18:2 n-6)在玉米籽粒内核中，超过 70%

的 α-亚麻酸(C18:3 n -3）在叶片里。因此，谷粒浓度会影响 FA 浓度和特性。此外，我们期望

在处理良好和窖贮的青贮中，籽粒核内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迅速利用。我们还观察到试验小区

玉米青贮饲料中 FA 浓度和特性的中度变化，C18:2 在 DM(10%和 90%百分点)中的含量在 0.94

和 1.60%之间。玉米青贮饲料的脂肪酸组成高度依赖于遗传因素。可能不需要常规分析，但建

议确定每种作物的概况，或在排除由日粮引起的 MFD 故障时进行分析。 

 

油籽 

 

油籽通常是一种经济和方便的方法来增加 FA 的摄入量。FA 高度不饱和，主要存在于果皮

内的甘油三酯中。种皮和加工方法决定了瘤胃利用率，这与 FA 对瘤胃的联合效应有很大影响。

虽然经较低的处理可以降低瘤胃中 FA 的释放速率，但油籽不饱和 FA 通常具有广泛的生物氢

化作用，难以绕过油籽中的不饱和 FA。 

机榨油籽粕的脂肪含量（~9%）通常比溶剂萃取（<3%）的要高，但取决于种子、加工厂

和批次。一些设施还可能添加磷脂和免费回收的油粉，这可能改变瘤胃可利用性和氧化酸败的

风险。 

油籽 FA 组成有很强的遗传选择，对人类健康和 FA 的加工特性进行了修改。 

例如，菜籽油是一种低芥酸(C22:1)油籽。为了远离部分氢化煎炸油，低 α-亚麻酸(C18:3 n - 3)

大豆油是发达国家在 2000 年代中期开发的，它允许增加油煎和氧化稳定性。下一步是开发高

油酸大豆(> 70% C18:1)，目前其商业产量有限。一旦获得主要出口国家的最终批准，预计它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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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美国大豆种植面积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特殊的油籽通常在特定的设施中进行加工，允许

鉴定，但随着市场的增长，它们可能在商品市场中混合。 

 

副产品 

 

许多高脂肪副产品成本合理，包括 DGS 和烘焙副产品。这些副产物在 FA 的数量和特性上

都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些副产品中的 FA 可以很快利用。例如，浓缩的玉米溶质是酿酒厂的高

脂肪流出物，在生产 DGS 的过程中被添加到蒸馏谷物中。这样，这种脂肪就附着在谷粒的外

部，并迅速在瘤胃中利用。可以说，当饲喂 DGS 时，由日粮引起的 MFD 的许多问题可能是由

于不饱和 FA 的快速利用造成的，而不是不饱和 FA 的数量引起的。许多乙醇工厂现在正在回收

部分脂质，以作为石油出售，这降低了脂肪的粗脂浓度。任何副产品的关键要素是了解来源和

管理变异，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价值。 

 

液体油脂 

 

液体脂肪可以是一种经济来源的 FA，但需要专门的设备。液体脂肪粘附在饲料颗粒上，有

望在瘤胃中迅速利用。液体脂肪的 FA 分布因来源而异。重要的是，随着喂养方式的改变，猪

油和牛脂的脂肪酸组成也发生了变化，最近饲料中 DGS 的添加，增加了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

油籽 FA 特性的变化也会影响菜油流出物的组成。在液态脂肪中，由于不饱和脂肪酸更容易氧

化，一旦提取和一些流出物处理包括加热，质量可能成为一个问题。抗氧化剂通常被添加到液

体脂肪中，特别是当它们高度不饱和的时候。测量不皂化物质也可以提供一些有关脂肪质量的

指标。 

 

脂肪粉添加剂 

 

脂肪粉添加剂很方便，因为它们是 FA 的浓缩来源，很容易在牧场使用。它们的来源在 FA

特征和代谢效应上有很大的不同。一些脂肪粉添加剂可能在极端温度条件下融化。 

 

 

饱和脂肪粉 

 

饱和脂肪酸是天然的反刍动物惰性脂肪，因为它们对微生物无毒，不需要生物加氢。首先

主要的不同是脂肪粉的游离 FA 浓度。饱和甘油三酯（TG）消化不良，因为它们不能在瘤胃中

水解，而牛的肠道中脂肪酶活性较低。市场上的大多数粉状添加剂都是高游离脂肪酸产品(80% 

- 99%)，在高 TG 的产品中消化率会下降。第二个主要区别是 FA 的特征。传统上，粉状产品是

棕榈酸和硬脂酸的混合物，油脂浓度较低。最近，浓缩棕榈酸(80% C16:0)产品作为棕榈油生产

的副产品已经出现。FA 来源和制造方面存在其他差异。例如，饱和 FA 可以通过分离从不饱和

FA 或不饱和油中获得浓缩物，或者由不饱和 FA 的部分或完全氢化获得。加氢会增加生物活性

反式脂肪酸存在的风险，如果这个过程不完整，一些方法可能会导致添加少量的金属催化剂。

此外，一些植物来源的原料有增加污染残留物的风险，包括二恶英。在制造过程中，颗粒大小

也可能不同，对消化率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广泛的研究，但似乎很小。 

棕榈酸的颗粒游离 FA 和硬脂酸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最长，一般不会降低 DMI，消化良好。

强化棕榈酸产品(80% - 90% C16:0)在过去 6 年里被广泛研究，一般导致牛奶脂肪的少量增加

（当以日粮 1.5 - 2%饲喂时，乳脂增加 0.2 个单位百分点)，而且消化也良好。高富集棕榈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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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脂酸的产品研究有限 [> 95 %; (Piantoni et al., 2013; Rico et al.,2014b; Piantoni et al., 2015)]。

在这些实验中使用的高浓缩产品显著降低了日粮 FA 的消化率，尽管尚不清楚这是由于饲喂的

产品的特定属性，如粒子大小或高浓缩。 

 

脂肪酸钙盐 

 

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了棕榈脂肪酸钙盐的合成工艺，允许喂食不饱和脂肪酸，对纤维消化

没有负面影响。传统上，钙盐是由棕榈油分馏油制成的，但是现在已经有了包括 n-6 和 n-3 FA

在内的特殊混合物。最近，人们对使用钙盐来保护瘤胃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并对增加必需脂肪

酸吸收产生了兴趣。钙盐是目前唯一可以增加不饱和脂肪酸过瘤胃的方法，但其有效性有限。

当饲喂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钙盐与饲喂单一的饱和脂肪酸补充剂相比，在瘤胃中高不饱和脂

肪酸的释放，增加了日粮诱导的 MFD 风险。 

 

饲喂脂肪的建议 

 

在日粮中平衡 FA 的策略应该基于你的目标和可用的饲料原料。总日粮 FA 不超过 DM 的

7%是最好的。首先要考虑牧草和谷类摄入的 FA，并注意这些 FA 的利用率。其次，利用瘤胃

有效 FA 的经济来源，包括高脂肪副产品、液体脂肪和油籽。特别重要的是要注意这些来源的

概况和利用率以及它们与基础日粮的相互作用。为了不破坏瘤胃发酵和引起日粮诱导的 MFD，

可以加入这些物质的数量将被限制。最后，应该根据你的目标选择脂肪粉添加剂。例如，高纯

度的棕榈酸添加剂能最稳定的增加牛奶中的脂肪产量，饱和棕榈酸脂肪粉和硬脂酸的混合物可

能会增加能量摄入的最有效性，钙盐有可能增加不饱和 FA 流入十二指肠,尽管保护水平低。 

 

结论 

 

通过选择和来自棕榈油加工产生新的脂肪粉添加剂，获得油籽FA添加剂的持续变化发展。

脂肪酸在一段时间内被认为共轭亚油酸会诱导 MFD 和必需 FA 的生物学活性而引起业界的兴

趣。但饱和 FA 之间似乎也存在差异。我们期望将继续朝着平衡特定 FA 的方向前进，因为我们

了解了反刍动物生物氢化作用、单个 FA 的具体作用以及保护不饱和脂肪酸的策略。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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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牛奶中的脂肪酸作为奶牛能量平衡的指标 

D. M. Barbano*1 and C. Melilli*, H. Dann‡, and R. Grant‡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William H. Miner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巫立新译 

 

能量平衡和牛奶脂肪酸组成的变化 

 

众所周知，在反刍动物的奶类生产中，有相当数量的乳脂肪酸(FA)在乳腺细胞(称为新造的

FA)里，由在瘤胃里日粮碳水化合物发酵产生的 β-羟基丁酸和乙酸合成(Palmquist et al ., 1993)。

β- 羟基丁酸和乙酸通过血液循环和那些基质载体进入乳腺细胞。Lynch et al.(1992)和

Palmquist et al.(1993)研究表明，在泌乳早期，当奶牛处于能量负平衡和动员体脂(即：长链预

成型 FA)而新合成 FA 较低时，该预成型 FA 浓度高的泌乳阶段乳脂肪酸成分发生改变。这种关

系随着牛奶泌乳日数的增加而逐渐改变，新生成 FA 的相对比例增加，预制型 FA 的比例减少

(Lynch et al.，1992)。在 2014 年,Barbano 等(2014)报道了一种快速中红外(MIR)牛奶成分分析

方法，该方法可以同时测量新生成、混合来源和预成型乳 FA 的浓度(单位：克/100 克牛奶)和

这些组份中 FA 的相对比例，作为总 FA 在乳脂中的百分比。此外，MIR 预测模型用于测量以

每个 FA 碳数量表示的平均 FA 链长度、每个 FA 双键表示的总不饱和度以及其他单个乳 FA 加

牛奶评估的血液非酯化脂肪酸 (NEFA)值。 

MIR 方法可用于快速分析散装罐、栏位和单个奶牛的挤奶样品，作为奶牛营养和健康管理

的工具。目前，不同型号的 MIR 仪器(Delta Instrument, Drachten, The Netherlands)，可以测

量所有这些参数，每小时速率从 30 到 600 份牛奶样本。应用 MIR 法测定奶牛新生成、混合来

源和预成型乳 FA，对储罐乳样进行了分析，因为每个农场的牛奶都要进行高频率的牛奶支付测

试，在相同的牛奶样品上进行牛奶支付测试的同时，可以使用相同的仪器测定牛奶 FA。这为奶

农和营养学家提供了反馈，反映了整个奶牛群的营养和健康状况的变化。 

2014 年 Barbano 等(2014)介绍了 MIR 在快速牛奶 FA 分析中的应用，并报道了大罐牛奶

中新合成 FA 的比例，并且乳脂浓度越高与新合成 FA 的比例越呈正相关。Wojciechowski and 

Barbano (2016) and Woolpert et al. (2016)报道了乳脂肪酸分析、模型发展和审批的状况。来

自 MIR 的 FA 数据的形式是为了提供有关 新合成(C4 ~ C15)、混合来源(C16:0、C16:1、C17:0)、

预成型(C18:0 及以上)、平均 FA 链长(碳数)及不饱和度(双键/FA) 相对比例的资料。在实地测

试来自农场个体的散装储罐牛奶的经验中，我们发现以每 100 克牛奶的克为单位提供 FA 信息

更有用。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收集散装储罐牛奶 FA 变化的数据，以及它与饲养和农场管理

的关系。 

Woolpert 等(2016;2017 年)报道了两项研究的结果，以确定饲料和农场管理因素对牛奶 FA

组成的影响及其与散装槽罐牛奶脂肪和蛋白质的关系，以及每头奶牛每天的脂肪和蛋白质的检

测和产量。在第一项研究中(Woopert et al.， 2016)， 确定了 44 家商业奶牛场，主要位于佛

蒙特州北部和纽约，荷斯坦或娟姗牛。每头奶牛每天的乳脂、真蛋白和新和成 FA，从高新合成

乳(HDN)到低新合成乳(LDN)农场。HDN 农场的自由放养密度(牛/栏)低于 LDN 农场。此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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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N 相比，HDN 的拴系饲养频率更高。日粮干物质、粗蛋白、中性洗涤纤维、淀粉和日粮中牧

草的比例在 HDN 和 LDN 农场之间无差异。而 HDN 比 LDN 农场日粮乙醚提取物低。在本商业

化奶牛场研究中，总体而言，过度拥挤的散放奶牛，降低了采食频率和较高的日粮乙醚提取物

含量与较低的新合成 FA、较低的乳脂和较低的真蛋白质产量有关。 

每头奶牛的收入差异将取决于任何时间点的实际牛奶价格。2014 年 3 月和 4 月，联邦政

府第一号牛奶订单中脂肪和蛋白质的平均价格分别为每公斤 4.62 美元和 10.17 美元。因此，在

每天每头奶牛 55 磅(25 公斤)牛奶产量的情况下，HDN 农场平均每头奶牛的脂肪和蛋白质收入

分别为 5.50 美元和 7.72 美元。平均每头奶牛每天 55 磅(25 公斤)牛奶产量的 LDN 农场，每头

奶牛的脂肪和蛋白质收入分别为 5.26 美元和 7.29 美元。每年每 100 头牛 55 磅(25 公斤)牛奶

产量的 HDN 和 LDN 牛群之间，脂肪和蛋白质的这些差异将导致脂肪和蛋白质的总收入差分别

为 8 544 美元和 15 695 美元。 

第二项研究(Woopert et al.，2017)对 39 个商业荷斯坦牛群进行了跟踪研究。在 HDN 和

LDN 农场之间，未检测到牛奶(约 32 kg /奶牛/天)、脂肪(1.24 kg /奶牛/天)和真蛋白(1.0 kg/奶

牛/天)产量的差异，但 HDN 农场的乳脂百分比(3.98 比 3.78%)、真蛋白(3.19 比 3.08%)含量均

较高。HDN 农场具有较高的新合成 FA、混合来源 FA 呈上升趋势、预成型 FA 产出/头/日无差

异。新合成 FA 与乳脂和真蛋白百分比之间的这种正相关关系与 Barbano 等人(2014)对 400 个

商业奶牛场散装槽奶成分的研究结果一致。2015 年 2 月至 4 月(美国农业部，2015)联邦政府

第一号牛奶订单的平均脂肪和蛋白质价格分别为每公斤 4.19 美元和 5.74 美元。因此，在每天

每头奶牛产出 66.1 磅(30 公斤)牛奶的情况下，HDN 农场平均每头奶牛的脂肪和蛋白质收入分

别为 5.00 美元和 5.49 美元。LDN 农场平均每头奶牛每天产奶 30 公斤，每头奶牛的脂肪和蛋

白质收入分别为 4.75 美元和 5.30 美元。在 66.1 磅(30 公斤)牛奶产量的 HDN 和 LDN 牛群之

间，这些脂肪和真蛋白质的差异将导致每年每 100 头挤奶奶牛的脂肪和真蛋白质的总收入差异

为 9,125 美元和 6,935 美元。早期的研究表明，这些 HDN 和 LDN 农场之间不同的管理(即：

频繁推料和增加每头牛的饲料位空间)和日粮(即：充足的物理有效纤维和较低的乙醚提取物)因

素影响瘤胃功能。 

根据这些研究的数据，为荷斯坦农场绘制了下列图表(图 1 至图 4)，以帮助农场了解散装

罐奶 FA 组成与大罐脂肪和蛋白质之间的关系。图 1 至图 4 的数据显示了荷斯坦牛群的牛奶 FA

组成与大罐牛奶脂肪检测之间的关系。图上的垂直线显示了以 3.75%的脂肪测试作为基准的关

系。然而，数据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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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斯坦奶牛群能够生产高脂肪含量的牛奶，而不牺牲每头奶牛的产奶量(Woolpert et al.，2016, 

2017)。我们目前正在与娟姗牛的一组牧场进行类似的研究，希望在 2019 年底之前，娟姗牛的

牛群能像图 1 到图 4 所示。当能量平衡降低时，新生成的脂肪酸在乳脂中的相对比例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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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预成型脂肪酸的相对比例会增加。在散装储罐牛奶中，如果在新定量配给的定量计算中出现

错误，或者有什么东西限制了奶牛的饲料供应或饲料摄入量，您将在 48 小时内看到这一变化。 

从 2016 年 2 月开始，St Albans 合作社(佛蒙特州)的个体生产者获得了散装储罐牛奶 FA

成分的信息，并在 2017 年夏天获得了 Agrimark 合作社(Springfield, MA)和 Cayuga 牛奶成分

公司(Cayuga Milk materials, Auburn, NY)相同牛奶样品的付款测试数据，已经开始向生产商提

供用于牛奶支付测试的官方散装牛奶样品的类似数据。 

此外，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已经将 FA 分析的牛奶分析研究扩展到康奈尔大学和纽约州

查齐市 Miner 研究所的单个牛奶样本。本文将专注于散装罐牛奶 FA 信息在奶牛的饲养管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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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报告我们在个体奶牛乳成分和生产参数变化的数据对初产和经产奶牛泌乳阶段状况的

分析。 

 

实验研究 

 

偏最小二乘(PLS)化学计量预测模型的 FA 是在康奈尔大学实验室使用 MIR 光谱 Delta 仪

器内窥镜 (Delta Instruments, Drachten，Netherlands)发展来的，已由 Wojciechowski 和

Barbano(2016)详细描述。St Albans 合作社和农场以季节性模式继续收集散装罐牛奶的数据，

包括：脂肪、蛋白质和采用 MIR 常规牛奶 FA 分析方法测定了 FA 的组成。此外，在过去一年，

我们在美国不同地区的多个农场进行了散装储罐牛奶抽样，以确定来自美国不同地区的散装储

罐牛奶中是否存在相同的牛奶脂肪、蛋白质和牛奶 FA 组成关系。这些样本在每个农场每次收

集 5 到 7 天，冷冻保存。在收集期结束时，牛奶样品被冷藏运送到康奈尔大学的 MIR 分析和抽

查 FA 组成与 GLC 分析，特别是获得有关每个农场牛奶反式 FA 水平的更多细节。 

对于单独的牛奶分析，我们正在 Miner 研究所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有一个高速 MIR 牛奶

分析系统现场测试个别奶牛的牛奶。常规的鲜奶测试每周进行一天，每头奶牛要连续挤三次奶。

我们的目标是在浓度和每天每头奶牛的产量基础上为所有新的牛奶分析参数建立一个阶段的

泌乳曲线。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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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装槽罐奶的季节性。在过去的 3 到 4 年里，我们跟踪了 St. Albans 合作社 40 个农场的牛奶

脂肪和蛋白质与牛奶 FA 组成的季节性规律(图 5 到 8)。这些数据来自 St. Albans 合作社使用

MIR 对用于付款检测的新鲜散装牛奶样品进行常规检测的结果。 

新合成和混合来源乳 FA 浓度的季节性服从乳脂肪和蛋白质的季节变化规律，而预成型乳

脂肪 FA 的季节变化规律不受影响。混合来源 FA 浓度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瘤胃饲料

消化过程中乙酸和丁酸新合成混合源 FA 的部分发生了变化。这些季节变化可能与玉米青贮饲

料发酵时间和温度引起的变化、淀粉降解性、饲料品质和热应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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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牛奶成分的群体间差异。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从美国不同地区的大小荷斯坦农场收

集了散装牛奶样本。在 5 至 7 天的时间里，每天对农场内的每个散装罐取样，并将牛奶样本送

到康奈尔大学实验室进行 MIR 和 GLC 分析。有一些放牧牛群、有机牛群和非常大的传统牛群，

每头牛和每一种牛奶的产量范围很广。图 9 - 13 显示了 167 个农场的散装储罐牛奶成分与 FA

成分之间的关系。 

在美国各地农场生产的散装储罐牛奶中观察到的新合成奶和新合成加混合来源奶之间的

关系，与在美国东北部发现的荷斯坦奶牛的情况类似。每 100 克牛奶中有大约 0.85g 新合成

FA，就可以获得约 3.75%的脂肪测试值(如图 1 和图 9 所示)。在这两个数据集中可以看到相同

的一般关系。另一组来自美国农业部的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地区 500 个农场的数据显示了类似

的模式(数据未显示)。每头奶牛每天的牛奶脂肪和蛋白质产量也与每天牛奶的总重量密切相关。

这些关系如图 11 和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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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如果奶牛产出更多的牛奶，它们有可能每天生产更多的脂肪和蛋白质。但是是

什么推动了牛奶的生产呢? 合成乳糖和增加每天乳糖的克数是每天生产更多磅牛奶的基础。我

们多长时间考虑或观察一头奶牛每天产生多少乳糖? 我的实验室报告乳糖值了吗?乳糖值正确

吗? 因为没有基于乳糖的报酬，营养学家可能会忽略它。乳糖的产生(g/头日)高度依赖于奶牛的

葡萄糖代谢。为了每头奶牛生产更多的牛奶，需要每天生产更多的乳糖，如图 13 所示。相关性

非常强。如果你想要达到 90 到 100 磅(40.9 到 45.4 千克)的牛奶，奶牛需要在这期间每天生产

1900 克和 2100 克乳糖。一般来说，当牛奶产量下降，每天合成乳糖的克数下降时，该迹象表

明，能量摄入下降或其他健康相关因素(如乳腺炎、酮症,肠漏等)造成的免疫系统反应,代谢更优

先利用葡萄糖，而乳糖合成和奶量减少。 

随着这种新的牛奶测试技术越来越广泛使用在乳制品行业，可能作为牛群管理工具来测试

不同的喂养组奶牛的奶, 从一个组到另一个组可能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奶牛泌乳天数(DIM)，或从

一个组到另一个组有不同的胎次状态。DIM 和胎次都会影响牛奶和牛奶 FA 的组成。随着哺乳

期的延长，乳 FA 的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在围产期。在观察牛奶成分和 FA 成分时，

解释数据需要考虑胎次或泌乳阶段的差异。因此，我们一直在 Miner 研究所收集数据，以产生

所有这些牛奶参数的泌乳曲线。 

泌乳阶段。牛奶中 FA 的浓度随着 DIM 的变化而变化，在奶牛处于能量负平衡的泌乳早期

变化尤为明显。在此期间，预成型 FA 高，混合和新生 FA 低是正常的。然而，随着干物质摄取

量的增加，如果牛的血 NEFA 浓度正常下降，那么 FA 的组成应该迅速变化。如果在一群奶牛

的不同群体中进行牛奶抽样和 FA 测试，那么需要考虑这些泌乳阶段的变化来正确解释这些数

据。下图(图 14 至图 17)是 Miner 研究所 3 年间从奶牛身上收集的泌乳数据。Miner 研究所荷

斯坦奶牛每天挤奶三次。2017 年 7 月 DHI 检测结果为: RHA 的 29,711 磅(13489 千克)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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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1261 磅(572 千克)脂肪，908 磅(412 千克)蛋白质，104,000 个体细胞/ml 

，94.6 磅(42.95 千克)奶产量/头日，167 DIM，和 376 头奶牛挤奶(388 头年平均滚动)。泌乳日

粮一般为 50% - 60%的饲料，其中至少 2/3 来自玉米青贮饲料。混合谷物通常包括玉米、豆粕、

商用大豆/菜籽油产品、副产品、瘤胃惰性脂肪，以及矿物质和维生素补充剂。日粮中赖氨酸和

蛋氨酸是平衡的。 

泌乳周克/ 100 克牛奶的新合成、混合和预成型 FA 变化如图 14，相对比例如图 15 所示。

Miner 研究所牛群 TRM 饲喂系统生产平均约 92 磅(41.8 公斤)/头日。 

无论是 g/100 g 的乳汁还是相对百分比的基础上，在泌乳期的前 10 周，乳汁中 FA 的组成

都有较大的变化，其中预成型的 FA 在泌乳期初期较高，约到泌乳期 10 周下降到相对稳定的水

平。当在较大的牧场测试不同泌乳阶段的奶牛群产的牛奶时，在解释数据时，需要考虑这些随

泌乳期而变化的牛奶 FA 组成，以及关于每头奶牛每天产奶量、奶牛健康状况、牛奶 SCC、饲

料组成和干物质摄入量的信息。 

当数据转换为每头奶牛每天产出的克数时，从管理的角度对结果进行解释就变得更加有趣

了。FA 的重量/ 0.945 近似等于测定的脂肪(g/100 g 牛奶)。这一因素假定乳脂肪按甘油重量计

约为 5.5%，按 FA 重量计为 94.5%。图 16 代表了牛群中所有奶牛的平均泌乳量，但是每头奶

牛每天的克数的泌乳阶段图与头胎奶牛的泌乳阶段图非常不同。在评价老龄牛和年轻牛的表现

时，需要考虑这个因素。多胎和头胎奶牛每天每头奶牛的新合成和预成型 FA 产量的差异如图

17 所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头胎牛比经产牛每天每克 FA 的产量要稳定得多。由于体内脂肪的

动员，经产牛在泌乳早期每天每头奶牛的预成形 FA 产量要高得多。 

随着牛奶支付检测实验室结合现有的牛奶成分和牛奶质量指标，采用这种新的牛奶检测技

术，散装储罐牛奶的 FA 数据将变得更加普遍。鉴于上述因素以及农场管理条件和饲养方面的

广泛差异，必须谨慎地解释数据，并充分了解每个农场的管理和配给情况。鉴于这些警告，新

的牛奶分析数据为精确管理牛奶生产增加了一个强大的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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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看 167 个农场的散装罐数据(图 9 - 13)时，数据中的以下问题和关系开始变得明显起

来。对于单个牧场的牛奶成分，以下数据对整个牛群或一群奶牛都有用: 

⚫ 每天每头奶牛的产奶 

⚫ 挤奶频率(2 次或 3 次) -牛奶和组分产量预计在挤奶 3 次牧场的价格上涨了 10~15% 

⚫ 奶体细胞（体细胞/ml） 

⚫ 乳尿素氮(mg/dL 或 mg/100 g milk) 

⚫ 乳不饱和脂肪（每个脂肪酸的双键） 

⚫ 乳脂肪（g/100g 奶和 g/日产量） 

⚫ 乳蛋白（g/100g 奶和 g/日产量） 

⚫ 乳糖（g/100g 奶和 g/日产量） 

⚫ 乳新合成 FA（g/100g 奶和 g/日产量） 

⚫ 乳混合来源 FA（g/100g 奶和 g/日产量） 

⚫ 乳预成型 FA（g/100g 奶和 g/日产量） 

如何看一个样品的数据和提问题: 

乳体细胞数（SCC）:细胞/mL。一段时间内的散装储罐牛奶 SCC 是多少?  

储罐 SCC 应小于 200,000 个细胞/毫升。如果> 30 万个细胞/毫升，看看牛奶中乳糖的含量

（g/100 克）。如果乳糖含量为 4.65 克/100 克或更高，奶罐中较高的 SCC 很可能是牛群中极

少数的牛 SCC 非常高引起的；而如果乳糖含量较低(< 4.60 g/100 g 牛奶)，则可能会是奶牛乳

房炎感染更广泛(即：更多的奶牛)的传播引起的。如果群体有广泛传播的乳腺炎问题，需要首先

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对群体产生了负面影响。 

牛奶尿素氮（MUN）：mg/dL。MUN 浓度和日变化是多少？如果 MUN 是>14 至 16，很可

能是瘤胃氨水平过高。应根据完整的日粮组成，考虑在口粮中减少可降解蛋白质的投入或增加

可利用的碳水化合物。MUN 另一个方面是观察同一牧场内 MUN 的日常变化。当奶牛无法获得

饲料时，MUN 含量迅速下降。因此，同一农场内 MUN 含量的每日变化，是衡量该牧场持续不

断地向奶牛供应饲料的一个参数(即：饲料位管理)。 

乳不饱和脂肪：双键/FA。这是一个有用的指标，反映瘤胃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它不是一个

驱动因素，更多的是其他事情发生的相关结果。一般情况下，随着每个 FA 双键的增加，乳脂

会降低(图 4)。根据我们对荷坦斯奶牛的观察，经验法则是当每个 FA 的双键为> 0.31 时，反式

脂肪酸引起乳脂肪抑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需要注意的是，泌乳期对每个 FA 双键的影响较大，

处于过渡时期的奶牛每个 FA 双键较高，不会发生反式 FA 诱导的乳脂降低。因此，在解释早期

泌乳奶牛群的乳脂不饱和度时要小心。 

乳糖：克/头日。每天产生的乳糖越多(无水乳糖，不是不同的乳糖)，每天产生的牛奶也越

多(见图 13)。要使每头奶牛每天能产出大量乳糖，葡萄糖的供应、运输和代谢必须运转良好。

如果不增加荷斯坦奶牛的乳糖产量，就不能增加牛奶产量。因此，弄清楚如何管理奶牛生产乳

糖是每头奶牛每天获得更多牛奶的关键，并与每头奶牛每天更高的脂肪和蛋白质产量部分相关。

需要考虑的因素是瘤胃中产生的丙酸和未降解的淀粉的生产，这些淀粉离开瘤胃，进入下消化

道。另外，牛群中是否存在一些健康问题(免疫系统激活)或环境因素(如热应激)，导致葡萄糖供

应需求增加，从而降低了牛奶合成所需的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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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荷斯坦奶牛群中每头奶牛的日产奶量较低时，牧场营养师首先考虑的是乳糖的合成吗?

应当是。如果一头挤奶 3 次的荷斯坦多胎奶牛的泌乳量平均为每天 38.6 公斤，它每天至少需

要生产 1800 克乳糖。这是建立每天每头牛高脂肪和蛋白质产量的基础。 

新合成和混合来源 FA: g/100 g 牛奶。牛奶中新合成的 FA 浓度的变化与大罐牛奶的脂肪

和蛋白质测试有很强的相关性(图 1、2、5、6、9 和 10)。认为新合成 FA 与乳蛋白相关性的基

础(图 8)是由于较高的微生物生物量，提供了必要的氨基酸支持乳蛋白与瘤胃不可降解蛋白的

合成。对于经产奶牛来说，泌乳期对新合成和混合来源 FA 的产量有较大的影响。通过喂养棕

榈酸脂肪粉也可能增加牛奶中混合来源 FA 的含量(Piantoni 等，2013)。一般来说，当新合成 (> 

0.85 g/100 g 牛奶)和混合来源 FA (>1.35 g/100 g 牛奶)较高时，说明瘤胃碳水化合物发酵效果

良好，瘤胃挥发性 FA 的供应良好。这可能是由于高或低水平的牛奶(即：乳糖)生产。解决低乳

糖生产问题，可能会使奶牛保持高浓度的新合成和混合来源 FA，但增加每天的脂肪和蛋白质产

量，前提是它们的前体物供应充足。 

预成型 FA: g/100 g 牛奶。预成型 FA 通常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除非在日粮/营养

方面有一些重大的变化。然而，它确实会随着泌乳期的不同而发生显著的变化，对于经产的早

期泌乳奶牛来说，它的发生率可能非常高(图 14 和图 15)。由于我们在该领域对泌乳 FA 指标有

更多的经验，这可能导致在泌乳的不同阶段使用不同的过瘤胃脂肪链长度的策略，从而更好地

支持在泌乳的适当时间维持体况和泌乳。 

脂肪和蛋白质的含量：g/头日。对于经产牛，泌乳期对这两个参数都有较大的影响。一般

来说，当新合成和混合来源的 FA 较高时，每头奶牛每天每 100 克牛奶中的脂肪和蛋白质会更

高。如果有足够的必需氨基酸来支持牛奶蛋白的合成，那么专注于支持新合成和混合来源的 FA

和乳糖每天每头奶牛高产出的饲喂和营养因素，将最大化每头奶牛每天的牛奶脂肪和蛋白质产

量。 

 

结论 

 

来自常规高频数据(即：每日)：散装罐牛奶成分、SCC、牛奶 FA 检测，结合每头奶牛的产

奶量，对整个奶牛群的营养状况和奶牛群管理状况进行诊断分析。测试是使用 MIR 作为常规牛

奶支付测试的一部分。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不需要额外的采样采集成本，进行牛奶 FA 分析的仪

器可以与产生牛奶脂肪和蛋白质测试结果的仪器相同，并且不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测试每个

牛奶样品。购买参考牛奶样品以校准 MIR 牛奶分析仪的 FA 参数将需要额外的费用。新生 FA

合成量的增加与储罐容量的增加呈正相关，乳脂和蛋白质的浓度可以作为衡量碳水化合物的质

量和平衡以及瘤胃发酵的指标，如果饲喂和管理的变化影响到新合成的乳脂。 

全乳脂肪和蛋白质浓度的季节变化与新合成 FA 的季节变化高度相关。泌乳 FA 的组成随泌乳

量的变化而变化，在头胎和经产奶牛之间存在差异。如果能够收集和测试具有代表性的饲喂群

的牛奶样本，并且知道每头奶牛的产奶量，那么牛奶 FA 检测和这种诊断方法可以应用于同一

牧场内的大型饲喂群的牛奶检测。对于饲喂群体或个别奶牛的奶类检测，必须注意考虑奶牛每

日每头奶牛的奶量、日粮组成、干物质摄入量、泌乳时期和胎次等因素纳入到对奶类成分数据

的解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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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性脂肪酸的吸收和代谢机制以及维持稳定的瘤胃环境 

Gregory B. Penner1 

Department of Animal and Poultry Science,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巫立新译 

前言 

 

挥发性脂肪酸(VFA)是反刍动物的主要能量来源，据估计它提供了反刍动物总代谢能的 75% 

(Bergman, 1990)。因此，促进日粮发酵和更大的产量也就不足为奇了，VFA 也比低发酵日粮

提高了生产率(如：牛奶产量)(Kolver and de Veth, 2002;Oba 和 Allen, 2003a,b)。然而，VFA

作为一种弱酸，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在瘤胃中游离释放质子，从而降低瘤胃的 pH 值。因此，当

VFA 的产生超过了中和质子的能力时，瘤胃的 pH 值就会降低而发生瘤胃酸中毒。 

瘤胃酸中毒发生于奶牛(Penner et al.，2007;Penner 和 Oba, 2009b)和肉牛(Bevans et al.，

2005;weirenga 等，2010)。然而，奶牛瘤胃酸中毒最常见的形式是亚急性瘤胃酸中毒(SARA)，

而乳酸酸中毒或急性瘤胃酸中毒则主要出现在饲喂高精料日粮的肉牛(Schwaiger et al.，

2013a,b)。亚急性瘤胃酸中毒(pH<5.8)是由于 VFA 的快速生成而引起的，而对于急性酸中毒

(pH<5.2)， pH 的降低往往与乳酸的增加有关(Owens et al.，1998)。当应用阈值来描述瘤胃酸

中毒时，实际的 pH 值会引起瘤胃上皮细胞的损伤，改变微生物群落的结构和活性，并可能导

致不同动物的低采食量。 

许多研究已经探讨了降低瘤胃酸中毒风险的策略，但应该认识到，低 pH 值并不总是导致

性能下降。在一项荟萃分析中，Kolver 和 de Veth(2002)报道了瘤胃的 pH 值与微生物 N 流向

小肠和牛奶产量之间的强烈负相关关系。Oba 和 Allen (2003a,b)报道奶牛饲喂高淀粉(32% DM;

玉米饲料)瘤胃的平均 pH 值比低淀粉饲料喂养的奶牛低 0.16 个单位，但也有更高的牛奶产量

(分别为 38.6 比 33.9 kg/天)。考虑到 VFA 产量越大，能量利用率越高，瘤胃的 pH 值越低(Allen, 

1997)，这些结果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因此，了解牛如何调节瘤胃的 pH 值可能比避免低瘤胃

pH 值更可取。 

 

调节瘤胃 PH 

 

瘤胃 pH 值的调节是复杂的，涉及到影响 VFA 生产和从瘤胃中去除酸的各个方面。虽然作

者认为 VFA 的产生影响瘤胃 pH 值的因素有很多(如发酵速率、食物颗粒和采食频率、发酵途

径等)，但本文将重点研究从瘤胃中去除酸的策略。大多数先前的研究已经调查了促进咀嚼活动

的日粮策略(Allen, 1997)。咀嚼可以增加唾液的分泌速度，并能大大增加瘤胃中碳酸氢盐的供

应。事实上，据估计唾液中含有 126 mEq/L 的碳酸氢盐，可能占瘤胃总缓冲能力的 30% (Allen, 

1997)。然而，对于以低物理有效纤维(peNDF)饲料饲喂的牛，可以预期唾液的贡献要低得多。

另一个调节瘤胃pH值的主要因素是VFA的吸收(Allen, 1997; Penner et al.,2009a; Aschen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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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1)，估计占瘤胃缓冲能力的 53% (Gäbel et al., 1991; Allen, 1997)。本文将描述目前

对 VFA 吸收机制的了解，以及吸收如何帮助稳定瘤胃的 pH 值。 

 

VFA 的吸收机制及其对瘤胃 pH 值的影响 

 

VFA 吸收机制 

 

    虽然许多教科书支持 VFA 吸收是通过被动扩散发生的概念，但开创性的工作(Danielli et al., 

1945; Masson and Phillipson, 1951;Ash and Dobson, 1963)清楚地表明 VFA 被瘤胃的细胞壁

吸收，这种吸收与缓冲液中碳酸氢盐和二氧化碳的出现有关。不幸的是，这些作者不能证实 VFA

吸收的机制，他们提供了第一个证据，证明 VFA 吸收与瘤胃的 pH 值有关。后来，Dijkstra et 

al.(1993)报告说 

VFA 的吸收随 pH 值的降低而增加，且吸收的增加与 pH 值的降低呈线性关系。考虑到随着 VFA

浓度的增加，吸收率不饱和，且随着 pH 值的降低，VFA 的吸收率增加，很大程度上认为吸收

是通过被动扩散进行的(Dijkstra et al., 2003; López et al., 2003; Graham et al., 2007)。重要的

是要认识到，随着 pH 的降低，处于未解离状态的 VFA 的比例会增加，并且只有未解离的 VFA

才能渗透到脂质双层细胞中(Walter and Gutknecht, 1986;Gabel et al.，2002)。因此，pH 值的

降低会增加未游离的 VFA 的比例，然后 VFA 可以自由地扩散到瘤胃上皮。 

虽然证据似乎支持被动扩散理论，但有许多理论限制。首先，正常 pH 条件下瘤胃未解离

态 VFA 比例较低。挥发性脂肪酸的 pKa（电离常数）约为 4.8。即使 pH 值为 5.8，超过 90%

的 VFA 仍处于游离状态，只有一小部分是亲脂的，可以预期 VFA 的吸收速率将缓慢进行。虽

然未分离 VFA 的相对比例较低，但提示瘤胃上皮细胞腔侧存在酸性 pH 微环境(Graham and 

Simmons, 2005)。这种微气候有利于 VFA 接近上皮处于未离解状态，从而促进吸收。然而，

据报道上皮表面的 pH 值是碱性的，根据培养条件的不同，pH 值在 7.47 到 7.68 之间(Leonhard-

Marek et al.，2006)。专属被动扩散模型的局限性也延伸到个体 VFA 的亲脂性差异。亲脂性由

大到小为丁酸>丙酸>乙酸(Walter and Gutknecht, 1986)，因此可以预期，经瘤胃浓度校正后吸

收率最大会为丁酸>丙酸>乙酸。然而，在体外 VFA 中也有类似的部分吸收率的报道

(Aschenbach et al.，2009)，当发现差异时(Dijkstra et al.，1993;Lopez et al.，2003)，它们与

基于亲脂性预测的增长不一致(例如，丁酸比乙酸大 14 倍; Walter and Gutknecht, 1986)。此外，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 VFA 的浓度从 10 mM 增加到 50 mM，但乙酸和丁酸的吸收率分别

只增加了 2.1 倍和 2.4 倍(Schurman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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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来确定 VFA 在瘤胃上皮细胞中吸收的机制。图 1 显示了目前对 VFA

吸收机制的了解，以及 VFA 的吸收如何有助于瘤胃 pH 值的稳定。主要机制包括：1) VFA-/HCO3-

阴离子交换; 2）被动扩散；3）敏感的硝酸盐 VFA 吸收；4）质子耦合 VFA-转运；5）电位分布

不均的 VFA 转运。虽然这些是主要的吸收机制，但还需要其他过程，如 Na/H 交换和重碳酸盐

导入细胞，以维持细胞内 pH 值并促进 VFA 的吸收。 

 

VFA 吸收和从瘤胃中除去质子的途径 

     

很少有研究旨在确定各种 VFA 转运过程的相对比例。然而，根据现有的数据，乙酸依赖碳

酸氢盐转运、硝酸盐敏感转运和被动扩散所占比例分别为 42-57%、0- 14%和 29-59%(Penner 

et al.，2009a;Schurmann,2013)。丁酸由碳酸氢盐转运、硝酸盐敏感转运和被动扩散所占的比

例为分别为 24-46、0-4 和 25-76% (Penner et al.，2009a;Schurmann,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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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瘤胃中，绝大多数 VFA 将处于游离状态(VFA-)。VFA-的吸收发生在由许多潜在阴离子交

换器介导的电中性过程中以换取 HCO3
- (Bilk et al.，2005; Aschenbach et al.，2009;Penner et 

al，2009b)。这种机制为瘤胃环境提供了碳酸氢盐的来源，它可以通过碳酸酐酶反应中和质子，

产生二氧化碳和水。碳酸氢盐依赖性运输的驱动力包括瘤胃 VFA 和 pH 的浓度。事实上，随着

细胞腔内 VFA 浓度的增加和瘤胃 pH 值的降低，碳酸氢盐依赖性 VFA 的吸收增加(Aschenbach 

et al.，2009)。促进这种运输的碳酸氢盐似乎并不存在于细胞溶胶中，而是从动脉循环运输到

细胞中(Sehested et al.，1999;Aschenbach et al.，2009)。有几个碳酸氢盐转运体，包括在基

底外侧(面向血液)侧的阴离子交换器，也可能有助于输出细胞里的 VFA-进入动脉血液。因此，

这一转运过程在帮助调节瘤胃的 pH 值(Penner et al.，2009a)和输出 VFA 供其他组织代谢方面

显得至关重要(Penner et al.，2009a)。 

VFA 的被动扩散似乎已经发生，但应该承认，随着更多的转运过程的定义，被动扩散对 VFA

吸收的贡献在下降。当 VFA 被动扩散吸收时，从瘤胃的内容物中去除 1 个质子; 然而，一旦在

细胞溶胶中出现，VFA 就会迅速分解。为了保持细胞内的 pH 值和组织的完整性，释放的质子

需要从细胞中释放出来。参与调节细胞内 pH 值的转运体包括钠/氢交换器(NHE)，它将质子输

出到管腔或细胞外空间。除了 NHE，单羧酸转运蛋白(MCT)被证明位于基底外侧膜(面向血

液;Graham 和 Simmons, 2007)，并可促进质子和 VFA 代谢的最终产物如酮体和乳酸的去除

(Muller et al.，2002;Kirat 等，2006)。因此，质子输出的方向对于被动扩散是否有助于瘤胃 pH

值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如果将质子输出回瘤胃内容物中作为维持细胞内 pH 值的一种

策略，则不会从瘤胃中净去除质子，因此瘤胃的 pH 值不会受到影响。有趣的是，当饲喂高发

酵性饲料时，瘤胃表皮中 NHE 的表达和活动增加(Etschmann et al.，2009;Yang et al.，

2009;Schurmann,2013)。然而，由于所涉及的运输机制的复杂性和它们活动的调节，很难量化

或预测相对于从瘤胃内容物中永久去除的质子，被循环回管腔的质子比例。尽管如此，很明显，

在某些情况下，被动扩散确实有助于从瘤胃中去除质子(Penner et al.，2009a)。 

此外，目前已知存在一种对硝酸盐敏感的转运 VFA 的途径。这个过程在碳酸氢盐存在和不

存在的情况下都会发生(Aschenbach et al.，2009)，但目前所涉及的转运蛋白尚不清楚。最近

未发表的研究(K. Wood, J.R. Aschenbach, F. Stumpff, G.B. Penner)表明，随着硝酸盐浓度的

增加，乙酸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丁酸则无抑制作用。将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提高我们对

这种转运机制及其调控的认识。 

最后，电位分布不均的 VFA 转运已被记录在案(Stumpff et al.，2009;Georgi et al.，2013)。

这种转运过程被认为是由 Maxi-阴离子通道介导的，但目前还不知道 VFA 转运的总贡献。 

 

VFA 吸收与瘤胃 pH 值稳定相关的证据 

 

早期研究(Masson and Phillipson, 1951; Dobson and Ash, 1963; Gäbel et al.,1991)认为

VFA 吸收可能是稳定瘤胃 pH 的一种机制。Dijkstra et al.(1993)虽然不是预期的结果，但报道

称，当将人工缓冲液放置在被排空和冲洗过的奶牛瘤胃中时，pH 值从最初的 4.5、5.4、6.3 和

7.2 分别增加到 7.1、8.0、8.2 和 8.2。若干评论(Allen, 1997;Gabel et al.，2002;Aschen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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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1)在评价 VFA 转运机制时认为 VFA 吸收有助于稳定瘤胃的 pH 值。尽管有这些建议，

这个假设直到最近才被证明是正确的。 

Resende Junior 等(2006)首次提供了支持 VFA 吸收的 pH 稳定作用的证据。在该研究中，

VFA 清除率与瘤胃的 pH 值呈中度正相关(r2=0.43)，表明 VFA 清除率越大，瘤胃的 pH 值越高。

Resende Junior 等(2006)进一步评估了 VFA 对 pH 的影响是由于 VFA 在瘤胃壁的吸收，还是

VFA 在瘤胃外的通道，发现这两种机制都与瘤胃的 pH 呈正相关。Penner 等人(2009b)在另一

项研究中报道了含有 64%精料的奶牛 VFA 代谢相关基因的表达与瘤胃酸中毒的严重程度呈负

相关。而这些研究(Resende Junior et al.，2006;Penner 等，2009b;Schlau et al .,2012)表明：

瘤胃 pH 值之间的关系或瘤胃酸中毒的严重程度和 VFA 的吸收以及 VFA 的上皮细胞内代谢或

指标有关，不能证明 VFA 吸收提高瘤胃 pH 值，也不能阐明 VFA 的途径和类型如何影响瘤胃

pH 值。 

Penner 等人(2009a)进行了一项研究，以确定 VFA 的摄取与瘤胃酸中毒的严重程度之间的

关系。在这项研究中，用口服葡萄糖水剂(5g 葡萄糖/kg 体重)诱导了 17 只羊的瘤胃酸中毒。根

据口服后 3 小时瘤胃的 pH 值反应，将羔羊分为 2 个类群中的 1 个类群;无应答(NR;瘤胃 pH 值

降低最少的 7 只羔羊)或应答者(RES;7 只羊在接受挑战后瘤胃的 pH 值降低最大)。为了评估瘤

胃的 pH 值与 VFA 吸收之间的关系，采集瘤胃上皮细胞，体外测定乙酸和丁酸的吸收。将来自

NR 和 RES 羔羊的结果与未暴露于酸性挑战(SHAM)的一组进行比较。绵羊瘤胃 pH 值分别为

NR (67.8 min)、RES (153 min)和 SHAM (1.1 min)，乙酸和丁酸的摄入也有差异。值得注意的

是，我们假设所施加的酸化作用不会损害瘤胃的上皮细胞，因为在 RES 和 SHAM 治疗中，乙

酸和丁酸的摄取没有差异。有趣的是，我们发现 NR 绵羊的上皮细胞对总乙酸和丁酸的吸收速

率高于 RES，这表明瘤胃对 pH 值的改善可能与 VFA 的吸收能力增强有关。此外，回顾性相关

分析显示，乙酸和丁酸的摄入也与酸中毒挑战前的平均 pH 值呈正相关。这是唯一一项提供了

全面数据的研究(Penner et al.，2009a)，表明乙酸和丁酸的吸收速率对瘤胃 pH 稳态有显著影

响。 

如上所述，VFA 的吸收途径可能在瘤胃 pH 值的稳定中发挥作用。Penner 等(2009a)除了

总摄取外，还报道 NR 和 RES 促进乙酸和丁酸摄取的主要机制不同。对乙酸来说，NR 比 RES

更依赖碳酸氢盐，对硝酸盐更敏感。如上所述，随着碳酸氢盐的依赖运输，碳酸氢盐的分泌和

乙酸的吸收是耦合的。有趣的是，对于丁酸，碳酸氢盐依赖(被动扩散)吸收 NR 高于 RES。总

的来说，这些数据表明，VFA 的吸收途径可能会因 VFA 的类型而不同，因此对瘤胃 pH 稳定的

相对贡献也可能不同。例如，乙酸不像丁酸那样亲脂，因此蛋白质介导的途径对其吸收起着重

要作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依赖碳酸氢盐的途径也会提供碳酸氢盐来缓冲瘤胃内容物

(Aschenbach et al.，2009)。相比之下，丁酸具有更大的扩散吸收潜力(Walter and Gutknecht, 

1986)。因此，促进瘤胃、细胞溶胶和血液之间浓度梯度的因素应该促进吸收(Gabel et al.，2002)。

细胞内代谢增强丁酸吸收的说法与 Gabel 等人(2001)一致，之前报道过丁酸代谢相关基因的表

达与瘤胃酸中毒的严重程度呈负相关(Penner 等，2009b)。此外,我们发现 NR 羊血清 β-羟基丁

酸(BHBA;一种丁酸代谢的代谢物)，该代谢物在绵羊 180 分钟的酸中毒挑战后出现 (Penner et 

al.， 2009a)。血清 BHBA 的升高也可能提示丁酸对酮体的代谢以及通过 MCT 从细胞中输出

可能有助于调节瘤胃的 pH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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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 VFA 转运的理解有一个明显的局限性，即大多数研究只评估了乙酸和丁酸的转运，

因此忽略了丙酸和长链 VFA。根据亲脂性(Walter and Gutknecht, 1986)和瘤胃上皮细胞的代谢

程度，预计丙酸转运将是乙酸和丁酸的中间产物，因此高度依赖碳酸氢盐转运(Aschenbach et 

al.，2009)。根据现有的数据，VFA 的吸收有助于稳定瘤胃的 pH 值，而且随着吸收的 VFA(乙

酸、丙酸和丁酸)的不同，不同的吸收机制(被动扩散、碳酸氢盐依赖转运)的相对效应也不同。 

 

VFA 转运的营养调节 

 

鉴于 VFA 转运在满足反刍动物能量需求和稳定 pH 值方面的重要性，一些研究已经调查了

日粮或喂养管理是否可以调节反应。有趣的是，过去的研究清楚地表明，饲喂管理可以积极和

消极地影响 VFA 吸收。 

 

饲料限制和不饲喂降低 VFA 的吸收 

目前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从合成代谢的角度来研究瘤胃上皮细胞的适应，然而，在缺乏或

营养不良的情况下，适应性反应当然包括退化。事实上，低水平的营养所引起的长期变化已经

被证明可以减少肠道质量，减少内脏组织对氧气的消耗，减少 VFA 的吸收(Doreau et al.，1997)。

了解瘤胃的上皮细胞如何对短暂的饲料限制导致的 VFA 产量减少作出反应，更重要的是，上皮

细胞恢复限制前功能所需的时间是制定喂养策略和减轻消化紊乱相关疾病所必需的。 

尽管不是有意的，而且通常持续时间很短，但是牛肉和奶牛仍会受到一段时间的饲料限制

或完全的饲料剥夺状况。例如在断奶期间、运输期间、分娩前和分娩后、消化不良后、经历热

应激时以及与代谢紊乱和感染有关的情况。Gabel 等人(1993)的研究表明，48 小时的完全饲喂

可使 VFA、Na+、Ca2+和 Mg2+的吸收降低约 40-60%。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变化可能是由于功

能能力和血流的减少，而不是上皮表面积引起的变化。最近，研究了短期限制饲料的严重程度

而不是完全剥夺饲料的影响(Zhang et al.，2013a)。在本研究中，18 头小母牛自由采食，然后

分配 75、50 或 25%的 5 天干物质采食量自由采食。5 天的饲料限制期，无论严重程度如何，

均有降低 VFA 总吸收和乙酸吸收的趋势(P=0.09)。此外，50%和 25%限制采食量的小母牛与那

些限制 75%摄入量的牛相比更容易患病(P=0.07)、VFA 和乙酸的总吸收率也更低。尽管在发酵

能力和瘤胃保留时间方面有了预期的变化，但改变饲粮的粗精比似乎并不会减轻这种影响

(Albornoz et al.，2013 年 3 月)。例如，将牛的 VFA 总吸收率限制在自由摄食量的 25%以下 5

天，与基线测量值相比，VFA 总吸收率降低了 120 mmol/h，且在 92%饲喂饲料的小母牛与 60%

饲喂饲料的小母牛之间没有差异(Albornoz et al.，2013 年)。因此，当能量摄入减少时，瘤胃的

上皮功能会迅速下降。 

瘤胃上皮功能的快速下降可能是一种补偿机制，在低能量摄入期间瘤胃组织以减少能量消

耗来应对 (Zhang et al.，2013a)。然而，考虑到在传统喂养系统下低采食量的短暂性，与能量

摄入增加相对应的上皮功能的快速增加是可取的。Zhang 等(2013b)在饲料限制 5 d 后，在不改

变饲料组成的情况下，为小母牛提供了随意取食的饲料。这项研究报告了两个重要的发现: 1)在

不改变日粮的情况下返回到自由采食诱导了瘤胃酸中毒; 2)随着饲料限制的加重，恢复吸收功

能的时间增加。事实上，限制在 25%随意摄取量的小母牛需要 3 周才能恢复 VFA 的吸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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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限制在 75%随意摄取量的小母牛在 1 周内即可恢复。延迟恢复反应表明，至少部分反应是由

上皮细胞介导的，而不仅仅是由于血流的变化。有趣的是，当饲粮限制前饲用的精料比例较大，

饲粮限制后饲用的牧草比例较大时，恢复反应似乎加快(Albornoz 等，2013b)。未来的工作需要

制定策略，以减轻上皮功能的降低，以应对短暂的营养挑战，并加快恢复速度，以应对饲料限

制或饲料剥夺。 

 

瘤胃酸中毒损害 VFA 的吸收 

     

    为适应日粮提供足够的时间已被推荐作为减少瘤胃酸中毒风险的一种策略。显然，反复暴

露于亚急性瘤胃酸中毒或单次暴露于急性瘤胃酸中毒也可能对 VFA 的吸收产生负面影响。

Dohme 等人(2008)报道，尽管奶牛在连续的挑战中消耗的谷物较少，但对反复瘤胃酸中毒诱导

的反应随着每次连续的挑战而加重。虽然这一反应背后可能有许多原因，但 VFA 吸收的减少是

非常合理的，因为以前的研究表明，在类似的 pH 值(<5.4)诱导下上皮细胞损伤(Steele et al.，

2009)，离子转运受损(Gaebel et al.，1987, Gaebel et al.，1988;Gaebel 等，1989)。也就是

说，尚不清楚适应性是否能降低瘤胃酸中毒的风险。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我们比较了饲喂高

谷物饲料(81%的大麦谷物、10%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补充剂、9%的大麦青贮饲料)34 天的牛是

否比饲喂相同饲料但只饲喂 8 天的牛更能抵抗瘤胃酸中毒(Schwaiger et al.，2013a,b)。瘤胃

的酸中毒是由挑战前限制摄食量引起的，挑战本身包括在体腔内注射大麦粒。短适应和长适应

牛瘤胃酸中毒的风险和严重程度没有观察到差异。然而，我们确实观察到，在长适应期的牛身

上瘤胃的 pH 值恢复得比短适应期的牛快。有趣的是，与短适应牛相比，长适应牛对乳酸的吸

收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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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总 VFA 吸收率之间没有短期和长期适应性的不同，但很明显，当瘤胃酸中毒诱导 2 天

后测量而 9 天后测量 (图 2)，瘤胃酸中毒诱导减少了 VFA 的吸收(Schwaiger et al ., 2013 a, 

b)。此外，瘤胃的缓冲策略似乎出现了一种补偿性的转变，即在瘤胃酸中毒发作后吸收减少，

同时唾液产量增加(图 2)。因此，瘤胃酸中毒可能会损害 VFA 的吸收，但一波瘤胃酸中毒后的

恢复可能很快，牛可能会增加唾液缓冲液的供应，以弥补 VFA 吸收的减少。严重低瘤胃 pH 值

对 VFA 吸收的负面影响得到了前期体内(Krehbiel et al.，1995)和体外研究的支持 (Wilson et 

al.，2012)。 

 

理解瘤胃上皮细胞的适应和 VFA 的转运对增加食物发酵能力的反应 

 

在传统的生产系统中，牛面临突然的日粮变化。例如，断奶的荷斯坦犊牛、到达饲养场后

的肉牛以及过渡时期刚产犊完的奶牛。有趣的是，所有上述情况也被认为是瘤胃酸中毒的高风

险时期。以前的文献表明，瘤胃上皮吸收表面积的最大增加需要 4 - 8 周(Dirksen et al.，

1985;Bannink 等，2008);然而，最近的证据表明，功能活动的变化先于表面积的增加(Etschmann 

et al.，2006)。 

Schurmann(2013)利用 25 头荷斯坦犊牛，以瘤胃上皮吸收表面积和 VFA 吸收速率及途径

为重点，研究饲粮突然改变时瘤胃上皮的适应率。在这项研究中，给小牛喂食 92%的干草和 8%

的矿物质和维生素颗粒，然后突然换成 50%的干草，42%的大麦，8%的矿物质和维生素颗粒。

用后一种饲料喂养小牛分别在 0、3、7、14 和 21 天处死前测定 VFA 转运速率和转运途径。从

最初降低到第 7 天，然后增加到第 21 天瘤胃的 pH 值反应呈二次方关系。这一发现支持了

Steele 等人(2011)之前的研究，当时奶牛突然暴露在一种日粮变化中。此外，瘤胃乳头的有效

表面积不受处理的影响，说明乙酸和丁酸吸收率的变化可能是由于上皮细胞功能的改变，而不

是细胞的大小或数量的增加。对于乙酸，在 50%饲喂饲料的第 7 天内，转运速率增加了 18%，

而丁酸在第 0 天至第 21 天之间线性增加(27%)。虽然假设这种增加主要是由于蛋白质介导的转

运过程，如阴离子交换，但唯一受影响的途径是被动扩散。这表明改变上皮细胞的通透性可能

是促进 VFA 吸收迅速增加的一种策略；然而，这种方法并不一定对应瘤胃 pH 值的改善。 

 

结论 

 

短链脂肪酸吸收通过被动扩散除去质子或通过阴离子交换机制分泌碳酸氢盐，显然有助于

稳定瘤胃的 pH 值。有趣的是，各个途径对 VFA 吸收的相对贡献因 VFA 吸收类型的不同而不

同，而且，唾液碳酸氢盐和上皮细胞组织缓冲对瘤胃 pH 稳定的贡献似乎受到瘤胃 pH 本身的

影响。饲料剥夺、饲料限制、瘤胃酸中毒等多种因素对 VFA 的吸收有负面影响，从而增加了瘤

胃酸中毒的风险。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如何利用营养管理来增强瘤胃上皮细胞的吸收功

能，从而减轻瘤胃的酸中毒并改善营养的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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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牛乳脂肪的脂肪酸组成的动物因素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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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立新译 

 

摘要 

 

本文综述了动物因素(品种、奶牛个性特征、胎次、泌乳期)对乳脂脂肪酸组成的影响。综述

了影响牛奶中 FAs 组成的遗传参数，并讨论了改变牛奶脂肪组成的可能性。奶牛的个性特征和

哺乳期似乎是影响乳脂组成的主要动物因素。品种和胎次对 FA（脂肪酸）组成的变异有一定的

影响。其中一些因素可以有效地改变乳脂成分。硬脂酰辅酶 A 脱氢酶(SCD)和酰基辅酶 A -二酰

基甘油酰基转移酶(DGAT)的多态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奶牛间的差异。巨大的个体差异，可

能是由不同的 SCD 活动造成的，可用于育种计划，遗传力估计值支持确定个体 FAs。多种因

素的综合作用也能取得有效的结果。例如，共轭亚油酸的水平不仅可以通过饲料因素提高，还

可以通过对瘤胃生物加氢的深入了解或利用 SCD 和 DGAT 多态性对奶牛进行选择来提高。所

讨论的动物因素与牛奶产量密切相关，尤其是脂肪含量。这两个参数都可以改变 FA 的组成。

因此，在育种计划中有必要考虑这些关系，以及已知的遗传相关性。 

关键词：品种、遗传相关性、遗传力、乳脂产量、奇偶性、单核苷酸多态性、泌乳期 

 

1、介绍 

自从第一批关于动物脂肪对人类健康的负面影响的科学报告发表以来，人们对动物脂肪的

化学成分的兴趣稳步增加。由于有关某些脂肪酸(FAs)对人体产生高胆固醇影响的广泛报道，牛

奶和其他乳制品的消费量已经下降。这种情况激发了人们对改变牛奶脂肪(MF)组成的研究兴趣。 

脂肪酸是 MF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约占其重量的 90%。超过 95%的 FAs 与三酰基甘油结

合，其余则与单酰基甘油、二酰基甘油、磷脂和胆固醇酯结合。游离 FAs 的比例很小。脂肪酸

在链长和不饱和程度、双键的位置和定位等方面存在差异。在 MF 中发现的数百种 FAs 中，只

有 15 种在每公斤 10 克及以上的浓度下出现。饱和和不饱和 FAs 分别占 FAs 的 65%和 35% 

(Jensen, 2002;Parodi,2004)。 

反刍动物奶中的 FAs 合成(i)来自乙酸和较少地来自丁酸在乳腺合成(所谓的从头合成)。这

些前体是由食物中的多糖在瘤胃中产生的。这是碳链较短的 FAs 的起源（≤C15 和 C16 的一部

分），同时(ii) 大约一半的 FAs(C16 的一部分和≥C17;所谓的预制 FAs)是由日粮脂质和脂肪组

织储备合成的(Bauman et al.，2006;Nafikov & Beitz, 2007;harvard et al.，2009)。 

不饱和脂肪酸(PUFA，TFA)的反式异构体来源于日粮中顺式-不饱和脂肪酸的瘤胃细菌生

物加氢产生。它们占所有 FAs 的 5% (Precht & Molkentin, 2000;Glasser 等人，2008)。在这一

组 FAs 中，FAs 指的是顺式 9,反式-11-C18:2，其俗名为瘤胃酸 (Kramer et al.， 1998)，以及

反式-10, 順式-12-C18:2 为共轭亚油酸(CLAs)基团的两个主要亚型。CLAs 对人类健康非常有

益(Gnadig et al.，2001)，因此在乳制品中是理想的(Dhiman et al.，2005)。然而，这两种亚型

对代谢和细胞功能的影响是不同的。大多数的科学报告都把 CLA 的有益特性归因于人类健康，

而没有对各个亚型加以区分。然而，尽管一些研究人员(Rajakangas 等，2003 年)已将动物体

内的反式-10、順式-12 异构体的致癌作用(尤其是结肠癌和前列腺癌)等负面效应归因于该异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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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此外，这些研究大多是在动物模型上进行的，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动物身上观察到的一些

效应并不适用于人类(Gebauer et al.，2007)。 

类似的，MF 中的奇链 FAs 和支链 FAs(占总 FAs 的 4%)主要由特定瘤胃细菌合成。人们

对这些 FAs 的兴趣在于更好地了解瘤胃功能、它们的抗癌活性以及它们对 MF 熔点的影响(更

多信息见 Vlaeminck et al.，2006)。 

脂肪酸的组成、脂肪酸在三酰基甘油分子中的位置以及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

广泛地影响 MF 的营养、感官和工艺性能。然而，营养学家和乳品工艺师对最佳 FA 成分的看

法各不相同。一个高比例的饱和脂肪酸可以提高脂肪的抗氧化稳定性，从而减少潜在的感官缺

陷。然而，从营养的角度来看，这种成分被认为是不可取的的观点。饱和脂肪酸，特别是月桂

酸、肉豆蔻酸和棕榈酸，以及总脂肪酸被认为是负面的胆固醇血症的危险因素，而胆固醇血症

又被认为是人类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Mensink, 2005;Gebauer 等人，2007)。然而，由于饱

和脂肪酸含量高，应谨慎地提出减少食用高脂肪乳制品的一般性建议。短链 FAs 降低低密度脂

蛋白(LDL)-胆固醇浓度，反刍动物 PUFA 相对于工业 PUFA 的负面影响尚不明确(见 German 

et al.，2009)。与其他饱和 FAs 不同，硬脂酸降低了 LDL -胆固醇水平(Hunter et al.，2010)。

一些油酸和多不饱和 FAs(长链 n-3 FAs)具有显著的抗动脉粥样硬化和进一步的积极健康特性

(Kris-Etherton et al.，2009；Lopez-Huertas, 2010;Siri-Tarino et al .,2010)。 

利用有效改变 MF 组成的因素，可以改变营养理想 FAs 与有害 FAs 的比例。这些因素通常

分为两组或三组:饲料、动物和环境(Palmquist et al.，1993;Perdrix 等，1996 ;Jensen,2002)。

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饲料因素上。它们的应用使 MF 成分发生了重要的本质变化，

特别是在油籽、植物和鱼油的喂养之后。据报道，放牧奶牛的牛奶中也存在一种更理想的 MF

成分(Chilliard et al.， 2001;2008;Kalač & Samkova,2010)。 

在过去的几年中，许多关于环境条件，尤其是热应激的影响的报告已经发表了(例如 O'Brien 

et al.，2007;Wang et al.，2010)。 

与大量关于奶牛营养对FA组成影响的研究相比，关于动物因素影响的信息是相当有限的。

品种、泌乳期和牛的个性是影响 MF 组成的最常见的动物因素。这些都是单独评估或与其他因

素相结合的(Kelsey et al.，2003;Secchiari 等，2003;Soyeurt 等，2006a;Samkova,2008;Stoop

等，2009a)。 

本文的目的是综述目前有关动物因素改变牛 MF 的 FA 组成的知识。 

 

2、遗传参数 

与其他牛奶成分相比，FA 成分最易发生变化。Goddard (2001)报道了遗传学知识在改变

MF 组成方面可能是有用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包括选择品种、传统育种方案，包括后代检

测、根据特定基因选择公牛和奶牛以及转基因。 

动物因子在脂肪组成变化中的应用取决于单个 FAs 及其 FAs 群体的遗传变异。特别值得

关注的是与牛奶产量和 FAs 比例/产量相关的遗传和表型相关性，以及 FAs 个体之间的关系(见

“牛奶和脂肪产量”)。 

Gibson(1991)的研究结果表明，MF 中单个 FAs 摩尔比例的遗传变异系数在 0.05 - 0.2 之

间，遗传力估计适中(0.3)。这些数值是根据 10 头公牛的 254 头女儿奶牛的结果计算出来的

(Renner & Kosmack, 1974)。25 对双胞胎、15 对异卵双胞胎和 10 对单卵双胞胎的遗传力估计

值较高(0.8 - 0.98)(Edwards et al.，1973)。最近遗传学研究的结果引起了人们对 FAs 遗传参数

越来越多的兴趣(Soyeurt et al.， 2007;Bobe et al .,2008;Schennink 等，2008;Soyeurt 等，

2008a;b;Arnould & Soyeurt, 2009;Mele 等人，2009)。这些作者证明了遗传变异的存在，并根

据来自不同国家和品种、众多动物种群和牛奶样本的结果确定了适度的遗传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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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op et al.(2008)估计了单个 FAs 的遗传参数，以 g/100 g 脂肪表示。数据来源于 1818

头奶牛(全部超过87.5%的荷斯坦黑白花奶牛)和来自荷兰398个商业牛群的101头公牛(表1)。

研究表明，单个 FAs 及其群体的遗传力估计值与碳链长 

 

 

度相关: “从头合成”的 FA (C4:0 至 C14:0, C16:0 的一半)的遗传力估计值(0.31 - 0.54)高于源自

日粮和体脂动员(LCFA 和 PUFA)的 FAs (0.09 - 0.21) (Gibson, 1991;Stoop 等，2008;Bastin et 

al.，2011)。 

然而，以 g/100 g 脂肪表达的 FAs 的遗传力估计值不同，主要高于以 g/100 g 牛奶表达的

FAs 的遗传力估计值。这表明牛奶产量有相当大的影响，类似于以 g/day 表示的 FAs 遗传力的

不同值(Soyeurt et al.，2007;Bobe 等人，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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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小组(Schennink et al.，2008;Mele 等，2009)研究了不饱和指数的遗传变异性(表

1)。这些指标近似于硬脂酰辅酶-A 脱氢酶的测定(SCD,也称为∆9-脱氢酶)活动。有几种方法可以

用来估计 SCD 的活性。不饱和指数的定义是 FAs 的比例取决于这种酶的活性: ∆9—脱氢酶的产

物到∆9-脱氢酶的底物 (例如 Soyeurt et al .,2008 b)、底物到产物(e.g. Chouinard et al.,1999)

和产物到底物+产物（如 Kelsey et al. 2003;Schennink 等，2008)。因此，对指数的解释必须谨

慎进行。例如，虽然 CLA 是亚油酸在瘤胃生物加氢过程中产生的中间体，但其在 MF 中的主要

来源是乳腺 SCD 通过反式-11-C18:1 酸(反式-油酸)等组织内源性合成的。事实上，反式油酸是

由亚油酸和亚麻酸合成的瘤胃生物加氢中间体。因此，乳腺 MF 合成、瘤胃发酵和日粮脂肪供

应等方面的知识可用于改变 MF 的组成 (Lock & Garnsworthy, 2002;Lock & Bauman, 

2004;Mosley et al.，2006)。 

初步报道的关系表明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阐明牛奶 FA 不饱和水平的遗传学，阐明遗传学

与喂养之间的相互作用。 

 

3、繁殖 

大多数发表的关于奶牛品种效应的论文都是在饲料成分发生变化后对 FA 成分的反应进行

的评估(Carroll et al.，2006;Kliem 等，2009;Ferlay et al .,2010)。一些作者发现 MF 成分的品

种间差异，导致不同的技术性能，可能产生独特的乳制品(Auldist et al.，2004;De Marchi 等，

2008)。 

两个品种，荷斯坦和娟姗，被测试的频率最高(Morales et al.，2000;White 等，2001; 

Croissant 等，2007)。尽管如此，其他品种间 MF 组成的差异也有报道，如比利时蓝、瑞士褐、

蒙特贝尔德、萨勒和西门塔尔  (Agabriel et al.，2001;Moore 等，2005;Soyeurt 等，

2006a;Barłowska et al .,2009)，尤其是黑白花牛。许多研究比较了当地和普遍使用的品种的 MF

组成，包括它们的杂交后代 (Malacarne et al.，  2001;Żegarska et al .,2001;Pešek et 

al .,2005;Talpur et al .,2006;Moioli 等，2007;Palladino 等，2010)。 

比较研究似乎表明，与牛奶产量或脂肪含量较低的品种相比，牛奶脂肪含量高的品种的 MF

组成往往不那么理想(饱和和高胆固醇的 FAs 水平较高，多不饱和 FAs 的比例较低)。由本土品

种、两用品种和杂交品种产生的脂肪成分似乎比进口乳制品品种(主要是荷斯坦奶牛)更具吸引

力。这些差异从表 2 中可以明显看出。从技术或营养的观点来看 FA 群组的比例很重要 (包括

∆9—脱氢酶指数值)，计算自单个 FAs 的平均比例。 

为了做这些选择工作，我们考虑了实验的参数(如：奶牛的数量，分析样本的数量，确定的

FAs 的数量，以及日粮的类型)，以确保结果的最大可比性。在这些实验中，奶牛的营养是最易

变的因素。饲料种类(牧草、青贮饲料、干草)和饲料与精料的比例各不相同。因此，数据的荟萃

分析是有问题的，因为实验中涉及到各种因素，实验条件往往描述不完整。 

虽然所收集的数据在一些被引用的出版物中没有全部使用，但从表 2 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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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看出，高胆固醇血症和饱和脂肪酸水平最高的是牛奶脂肪含量高的品种，如埃尔郡牛(51.9%

和 74.7%)和娟姗牛(48.7%和 72.4%)。 

各品种间 FAs 比例差异的统计评价数据见表 3。从几项独立调查来看，荷斯坦奶牛和娟珊

牛之间的差异在 FA 的大部分资料中都是模糊的，这似乎有些令人惊讶。在两项比较荷斯坦奶

牛和瑞士棕色奶牛的研究中，统计意义上的差异也很明显。 

这些结果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品种的影响只能解释变异的有限部分(Kelsey et al.，

2003;Soyeurt 等，2006a;Samkova,2008)。造成品种间差异的进一步原因可能是这些实验中使

用的奶牛数量较少，导致奶牛对不同日粮的反应不同。Ferlay 等人(2006)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

一观点。在对蒙贝利亚德和塔伦塔兹奶牛进行的三组数字接近相等的实验中，他们观察到某些

FAs 比例的统计显著性差异。 

Mele 等(2007)和 Schennink 等(2008)将不同品种间 MF 组成的差异归因于 SCD 活性的变

化(见第 4 节)。 

 

4、牛的个性 

有几篇论文报道了 MF 中个体 FAs 的比例在一个品种内的奶牛之间的差异要大于品种间的差异(Kelsey 

et al.，2003;Soyeurt 等，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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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饲料饲喂的奶牛 MF 组成的高变异性使 Bobe 等人(2003)能够选择 FA 组成差异很大的

动物。作者成功地获得了不饱和 FAs 比例更高的黄油，从而获得了更好的质地参数:更容易涂

抹、更柔软、粘性更小。奶牛的选择与饮食的改变相结合，取得了进一步的改善(Bobe et al.，

2007b)。 

Elgersma 等人(2006)证实了奶牛个体特性对 MF 成分影响的重要性，他们测试了单个奶牛

对日粮变化的反应。他们发现，即使对日粮变化的反应模式相似，牛体内 CLA 的浓度也有所不

同。 

从表 4 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同品种间存在较大的个体变异，其特征是 FA 组成的最小值和

最大值。FAs 的营养价值范围，如 CLA、高胆固醇血症和单不饱和 FAs，可能是改变理想和不

理想 FAs 比例的主要因素。 

Lock & Garnsworthy(2002)和 Kelsey et al.(2003)通过不同的 SCD 活动解释了不同奶牛间

CLA 和单不饱和 FA 比例的差异，类似于品种间的变异性。SCD，是乳腺脂类代谢的关键酶，

参与在一个大范围的中、长链 FAs 形成順式-∆9双键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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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SCD 活性的变化可以用位于 26 号染色体上的 SCD 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来解释

(外显子 5)(Mele et al.，2007;Schennink 等，2008)。SNP 导致丙氨酸(等位基因 A)取代缬氨酸

(等位基因 V) (A293V)。因此，有三种基因型(VV、VA 和 AA)在品种中分布不同。SCD 等位基

因 A 与单不饱和 FAs 比例较高有关。 

Kgwatalala 等人(2007)假设 SCD 基因中的 SNP 可以解释加拿大荷斯坦牛和娟姗牛之间的

一些差异。两种奶牛(分别为 44 头和 48 头)中均鉴定出 3 个 SNP (A702G, T762C, C878T)，而

荷斯坦牛只鉴定出一个 SNP (G435A)。因此，单核苷酸多态性在荷斯坦牛基因中有 4 个基因变

异，而在娟姗牛中只有 2 个。 

在意大利荷斯坦牛 (Mele et al.，2007)、意大利褐牛 (Conte et al.，2010)、皮埃蒙特牛和

瓦尔多斯坦牛(Moioli et al.，2007)中，单核苷酸多态性(A293V)与一些牛奶 FAs 有关。在 297

个意大利荷斯坦斯牛基因中 SCD 基因型 AA、VA 和 VV 的分布分别为 0.27、0.60 和 0.13。等

位基因 A 和 V 的频率分别为 0.57 和 0.43。Conte et al.(2010)发现 351 头意大利棕色奶牛的等

位基因频率分别为 0.18 和 0.82。Moioli 等(2007)在 27 头皮埃蒙特牛和 27 头瓦尔多斯坦牛中

发现等位基因 A 的频率分别为 0.42 和 0.65。Schennink 等人(2008)在 1725 年报道了荷斯坦奶

牛的等位基因 A 的高频率(0.73)。 

此外，Milanesi 等(2008)报道了意大利研究的 11 个牛种(共 336 只)SCD 基因中的 SNPs 

(A702G, T762C, C878T)。不同品种间的高变异性和差异表明，它们与不同的选择目标(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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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两用)有关。这些结果支持了关于奶的生产这一观点（看第三节），例如个别品种的奶产

量和奶脂的个体差异性。 

酰基辅酶 A -二酰基甘油酰基转移酶(DGAT)是三酰基甘油合成的关键酶，在将饱和脂肪酸

转化为不饱和脂肪酸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基因多态性位于 14 号染色体上的 DGAT 基因(8

号外显子)可以解释脂肪含量、牛奶和脂肪产量的遗传变异(Hradecka et al.，2008)，它对牛奶

FA 组成也有很强的影响(Schennink et al.， 

2008)。二核苷酸多态性(K232A)导致赖氨酸(等位基因 K)被丙氨酸(等位基因 A)取代。与等位基

因 K 相比，DGAT 的等位基因 A 与 C10、C12、C14 和 C16 的指标显著降低有关，与 C18、

CLA 指数明显升高有关。等位基因 A 的频率在 1713 只荷斯坦奶牛中为 0.6 (Schennink et al.，

2008)，在 351 只意大利棕色奶牛中为 0.98 

(Conte et al.，2010)。 

Schennink 等(2008)报道，DGAT 多态性解释的遗传方差 (3% - 15%)比 SCD 多态性(6% 

- 52%)较低。SCD 多态性引起的 C10-C14 酸∆9—脱氢酶指数遗传变异 (34% - 2%)比 C18 酸

的∆9—脱氢酶指数(12%-15%)较大。由 SCD 和 DGAT 多态性解释的 C16 指数相对较高的遗传

变异(分别为 31%和 14%)可能是上述两种 C16- FAs 形成方式(从头合成和预成型)造成的。 

同样的，在品种间的差异中，不同的酶活性可能会受到 SCD 和 DGAT 多态性的影响。因

此，奶牛的选择可以提高 FAs 营养需氧量的比例。 

Stoop 等(2009b)报道数量性状位点(QTL)也可能参与 FA 表型方差。QTL 是基因控制数量

性状的位点，例如与牛奶成分有关。然而，更多的基因可能导致牛奶生产性状的遗传变异

(Goddard,2001;Ordovas 等，2008)。QTL 解释短链和中链 FAs 的表型方差分别为 3%-8%和

4%-13%，长碳链 FAs 为 4%-10%和∆9—脱氢酶指数为 3%-8% (Schennink et al .,2009;Stoop

等，2009b)。 

从最后两个部分可以明显看出，MF 组成在品种间和品种内确实存在差异。根据最近的知

识状况，可能涉及几个因素，例如不同品种的牛奶(脂肪或蛋白质)产量、不同的去饱和酶活性和

遗传多态性。基因多态性的预期发现对解释品种间差异和FA形成差异的原理具有很大的前景。 

对基因鉴定和遗传多态性的进一步认识有助于阐明遗传变异和 FA 生物合成过程。 

 

5、胎次 

虽然文献中关于奇偶性(或年龄)对 MF 成分影响的数据有限，但这一因素对 MF 成分的影

响是毋庸置疑的(Kelsey et al.，2003;Craninx 等，2008;Samkova,2008; Soyeurt 等，2008b)。

大多数论文将奶牛分为两组，初生和多胎。在未单独评估奇偶性因子的实验中，两组均参与平

衡实验设计(Bargo et al.，2006;Ferlay 等，2006;Mantysaari 等，2007)。 

现有数据似乎表明，初产奶牛比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奶牛产生的不饱和脂肪酸比例高、饱和

脂肪酸的比例低。例如，Thomson et al.(2000)报道了与多胎奶牛相比，初产奶牛脂肪中油酸和

总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更高。在类似的对比中，Craninx 等人(2008)观察到，初产奶牛 MF 中棕

榈酸水平明显降低，硬脂酸、油酸、VA 和 CLA 水平升高。 

不同于初产和多胎奶牛的 MF 组成可以部分解释为单个泌乳过程中牛奶产量和脂肪含量的

变化(Bradford & Allen, 2004)。Miller 等(2006)报道了参与 FA 生物合成的乳腺 FA 合成酶在泌

乳初期的三分之一非常低，然后在初产奶牛中逐渐升高。多胎动物泌乳早期 FA 合成酶水平与

初产奶牛泌乳后期 FA 合成酶水平相同。 

Wet al.(2007)认为，初生和多胎奶牛在组织动员的控制上存在差异，组织动员可能促进营

养物质向生长方向的分配，也可能促进初生奶牛在泌乳过程中的泌乳。产乳的代谢需求限制了

预成型 FAs 在泌乳初期 90 天内沉积到脂肪组织的过程(Lake et a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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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泌乳阶段 

对泌乳期的影响的研究比胎次的作用更为广泛。泌乳通常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泌乳<100 天)、

中期(泌乳 100-200 天)和晚期(泌乳>200 天)。 

牛奶取样这三个时期 (通常是每头牛一个样本 )用于比较不同泌乳期间 FA 的成分

(Barłowska et al ., 2005;Garnsworthy 等，2006;Mele 等，2007;2009)。通常，最高的采样频率

出现在早期(Kay et al.，，2005;Komprda 等，2005;Lake et al.， 2007)，是 FA 组成变化最显

著的时期。一些作者在泌乳期采集了 5 个以上的样本(Bernal-Santos et al.， 2003;Secchiari

等，2003;Craninx 等，2008;Samkova,2008)。 

在泌乳早期，MF 成分变化最广泛的发生在最初几周，而在泌乳 8 周后，其变化就不那么

广泛了(Bernal-Santos et al.， 2003;Secchiari et al .,2003;Kay et al.， 2005;Lake et al.，2007)。

然而，Fearon et al.(2004)报道称，在泌乳后期奶牛产生的 MF 中，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明显高

于泌乳中期。 

 

根据脂肪来源(从头合成或预制 FAs)的不同，泌乳期间 MF 成分的变化可能遵循不同的模

式。随着泌乳的进行，大多数新生 FAs(短链 FAs 和中链 FAs)的相对比例增加，而大多数预制

FAs(长链 FAs)的相对比例减少(Palmquist et al.， 1993;Secchiari 等，2003;Kay et al.， 

2005;Komprda 等，2005;Garnsworthy 等，2006;Kgwatalala 等，2009)。在 C16:0 的例子中，

只有一半源自从头合成，这种关系遵循与 FA 完全从头合成相同的模式(图 1)。它的含量在泌乳

初期是最低的，虽然在该阶段 C18:1 水平最高（图 2）。这是由于奶牛体内的能量负平衡增加了

脂肪组织储备中长链 FAs 的动员。Lake 等人(2007)报告说，奶牛在泌乳的最初 30 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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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会出现明显的能量不足。Stoop et al. (2009a)强调能量平衡的重要意义。根据 Bauman & 

Griinari(2003)的研究，预成型FAs的贡献可以从大约5%(当奶牛处于良好的生理状态时)到20%

不等。 

碳原子长度为 14 和 15 的奇链和支链 FAs 的泌乳曲线与短链和中链 FAs 的泌乳曲线一致

(泌乳早期增加)。相反，是奇链和支链链长为 17 个碳原子的 FAs 呈长链 FAs 的模式，在泌乳

早期呈下降趋势(Craninx et al.，2008)。不饱和 FAs 的反式异构体的水平，包括 VA 和 CLA 在

泌乳早期最低，并逐渐升高(图 3)。VA 和 CLA 的最高比例出现在泌乳期结束时(Secchiari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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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Barłowska et al .,2005;Kay et al.， 2005;Mele 等，2007;Samkova,2008;Mele 等人，

2009)。 

 

7、乳和乳脂产量 

     脂肪酸的组成与牛奶的生产有关。乳脂产量受品种、个性、胎次、泌乳期和产奶量等动物

个体因素的影响。牛奶生产参数(脂肪或蛋白质含量、牛奶产量以及脂肪和蛋白质产量)与 FA 比

例或 FA 产量之间的关系似乎决定了对动物因素影响的理解。许多作者对这种关系进行了研究

(例如 Soyeurt et al.， 2007;2008 b; 

Craninx 等，2008;Schennink 等，2008;Stoop 等，2008)。 

Ǻkerlind et al . (1999) 证明了脂肪含量和脂肪酸成分两者之间的关联。他们对 48 头瑞典

红和白奶牛进行了测试，这些奶牛的奶脂含量有高有低。主要发现了碳链≥C16 的 Fas 比例在

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包括：棕榈(脂肪含量高的奶牛比例较高)、油酸、亚油酸、亚麻酸和 CLA(脂

肪含量低的奶牛比例较高)。另一方面，牛奶产量的选择降低了牛奶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但对

牛奶 FA 组成影响不大(Kay et al.， 2005;Bobe et al .,200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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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yeurt et al.(2007)和 Stoop et al.(2008)检测了牛奶产量、脂肪含量、脂肪产量和 FA 组

成之间的遗传相关性，发现牛奶/脂肪产量和 FA 组成之间的相关性低于脂肪含量和 FAs 之间的

相关性(表 5)。然而 Stoop 等(2008)报道牛奶产量与 C16:0(-0.50)相关性较高，与 C18:1 相关

性中等(+ 0.32)。两篇论文报道了几乎相同的基因相关性：脂肪含量与 C16:0（分别为+0.60 和

+0.65）和 C18:1（分别为-0.78 和-0.63）脂肪酸的最高比例，支持牛奶脂肪含量高的品种或个

体奶牛的奶具有不太理想的营养 FA 成分的观点。脂肪含量越高，FAs >C18 和单不饱和 FAs 的

比例越低，相关系数分别为-0.72 和-0.22。脂肪含量与 C10 到 C16 ∆9-脱氢酶指数遗传相关性

低但是正数，而与 C18 和 CLA 指数的遗传相关性为负数(Schennink et al .,2008)。 

Soyeurt et al. (2008b)观察到 C14、C16、C18 指数和单不饱和 FAs 之间存在正相关

(0.72;0.62 和 0.97)，这表明：单不饱和 FAs 的比例与 SCD 活性有关。 

几个因素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牛奶生产的选择导致从头合成 FAs 的比例比预制 FAs 的比

例更高。例如，单个 FAs 之间存在较高的遗传相关性(Soyeurt et al.， 2007;Stoop 等，2008)。

测定了奶牛产奶量与 FAs 之间、脂肪含量与短链 FAs 和中链 FAs 比例之间的中度遗传相关系

数。此外，这些 FAs 的遗传力估计似乎高于长链 FAs。 

因此，由于选择标准对各种生理过程具有潜在的影响，因此重视选择标准是十分重要的

(Veerkamp et al.，2003;Martin & Sauvant, 2007)。育种协会通常使用健康和其他参数，而不是

牛奶产量(kg/d)。不仅要考虑主要的组成参数，脂肪和蛋白质，而且要考虑 FA 的组成或基因辅

助选择的使用作为有用的选择标准。此外，在选择过程中还应考虑与其他奶牛的繁殖能力、寿

命等性状的相关性。 

如果可以使用比气相色谱法更便宜的分析方法来测定 FA 成分，那么根据特定奶制品的 MF

组成来选择单个奶牛是可行的。中红外光谱分析(Soyeurt 等，2006b;Kaylegian et al.，2009)在

这种背景下似乎很有前途。如果 FA 成分可以用于育种计划，饱和 FAs 与非饱和 FAs 的比例或

高胆固醇血症与非饱和 FAs 的比例似乎是可以接受的选择标准，尽管单个 FAs 的使用将过于

复杂。 

 

结论 

奶牛乳脂的组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动物因素。其中一些可以用来改善牛奶的工艺和

营养特性。已经证明了这一点，FA 的组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奶牛个性和泌乳阶段的影响，而品种

和胎次的影响较小。因此，脂肪组成的理想变化主要可以通过奶牛的个性因素来实现，其次是

品种。由于 FA 组成的遗传变异，这些因素的利用是可能的。个体 FAs 遗传参数(遗传力、相关

性)和关键酶 SCD 和多态性的可用性数据 DGAT 可以用来提高 FAs 的营养水平。此外，奶牛的

数量也在增加乳腺 SCD 活性，可选择增加单不饱和脂肪酸 FAs 和 CLA 的产生。 

文献资料表明，在瘤胃的过程对乳脂 FAs 的比例有显著影响。因此，应该更详细地研究生

物化学变化，特别是生物加氢。 

由于牛奶产量、脂肪含量和 FAs 比例之间存在遗传相关性，因此有必要考虑动物因素效应

与牛奶产量的关系。选择脂肪含量低的奶牛，可以获得对人体健康更理想的乳脂肪组成，而选

择产奶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多数个体 FAs 的比例。 

基因研究的结果似乎对未来致力于改变乳脂成分的努力有希望。利用所有关于短链和中链

FAs 遗传参数和遗传力的知识，以及中链和不饱和 FAs 的遗传多态性，可以取得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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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 C16 和 C18 脂肪酸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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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产品专业营养公司，伊甸园北美草原，明尼苏达州 

巫立新译 

 

前言 

 

在过去的 10 年，脂肪酸（FA）的研究已经聚焦于发现最佳的脂肪酸组合以饲喂泌乳牛从

而实现改善奶产量（MY）和乳成分。补充的大多数长链脂肪酸（LCFA）是包含棕榈酸（C16:0）

也含有油酸（C18:1）、高浓缩的 C16:0（>80%）或 C16:0、硬脂酸（C18:0）和 C18:1 的组合。

在过去的 30 年补充的这些脂肪酸种类有大量发表的研究实验。营养学家、研究者和牧场主持

续地探究这三种 LCFA 的最佳组合。新的资讯持续地增强我们关于这些 LCFA 新陈代谢和利用

率的知识，从而通过改善泌乳早期的能量平衡（EB）进而提升奶产量（MY）、乳脂（MF）、乳

蛋白（MP）和繁殖力。这些 CLFA 密切地参与泌乳牛的新陈代谢和对产奶和乳成分具有独特的

功能。棕榈酸已经显示改善乳脂率和产量。然而，补充 C16 :0 对奶产量、体增重或体况评分

（BCS）没有影响。发现硬脂酸对干物质采食量（DMI）、产奶量、乳脂、乳蛋白和乳糖有正面

的影响。C16:0 和 C18:0 的组合显示提高了产奶量、乳成分和改善了泌乳早期的能量平衡。因

此，这些 CLFA 的合适比例和饲喂比率对改善生产性能的重要发现是值得关注的。 

 

进入瘤胃的脂肪酸是离开瘤胃的脂肪酸吗？ 

 

棕榈酸和 C18:0 是饱和 CLFA，对瘤胃微生物的种群影响很小，对瘤胃是惰性的。 Wu et 

al. (1991)观察到：离开瘤胃的 C18:0 是饲喂量的好几倍，同时 C16:0 也类似。Loor et al. (2004)

发现：尽管在高（65%）或低（35%）浓缩日粮中 C18:0 仅仅占总饲喂 FA 的 2.1-2.4%，但接

着流入十二指肠的数量是饲喂量的 25 倍之多。在低和高浓缩日粮中硬脂酸流经并离开瘤胃的

数量分别占总 FA 的 46-39%。从瘤胃流到十二指肠的的 C18:0 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这凸

显了 C18:0 对泌乳牛的重要性。单一和多不饱和脂肪酸 C18（PUFA）大量的微生物氢化作用

导致十二指肠 C18:0 的成倍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减少 PUFA 的生物氢化作用对乳 FA 成分有积

极地影响，较少的研究已经确定：当在日粮中双倍地补充 C16:0 和 C18:0，C18:0 对泌乳牛的

新陈代谢有多么的重要。 

 

C16:0 和 C18:0 的消化率 

 

进入真胃的多数 FA 是钙盐、钾离子、钠盐和不溶解的饲料颗粒以及微生物细胞。由于真胃

PH 较低，这些盐类大幅度地分离和质子化，多数非电离的游离脂肪酸（FFA）进入十二指肠。

这些 FFA 若不吸收可能在十二指肠和回肠 PH 增加的状况下转变为盐类。几个研究试验和综述

报道了 C16 和 C18 CLFA 的消化率值。这些汇总见（表 1）。显而易见 C16:0 和 C18:0 的消化

率非常相似的，平均分别为 79.6%和 78.3%。Bauman et al. (2003)总结：瘤胃外流的脂类主要

是 FFA，单个脂肪酸在小肠的消化率差异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小肠吸收的脂肪酸成分与离

开瘤胃的 FA 成分是类似的。Boerman et al. (2015)在他们的综合分析研究中报道：在以往发表

的研究中，C16:0 和 C18:0 的平均消化率非常相似。然而，在十二指肠中 C18:0 的数量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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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消化率直线下降。Loften et al. (2014)总结：即使 C18:0 在大量流入十二指肠的情况下

吸收率降低了，有可能因为 C18:0 比其他 FA 更多地在小肠出现有被显著地限制，所以，吸收

的数量较其他 FA 总是比较高。 

 

 

 

在组织中的代谢 

 

反刍动物在合成和分解脂肪方面都是积极的。成年反刍动物组织贮存的主要 FA 是 C18:1，

接着是 C16:0，然后是 C18:0。Choi et al. (2013)报道：在育肥场给阉牛饲喂低脂肪日粮 C16:0、

C18:0 和 C18:1 沉积在组织的浓度分别为 27.0%、10.4%和 42.9%。Douglas et al. (2007) 报

道：在奶牛产犊前 C16:0、C18:0 和 C18:1 沉积在组织的浓度分别为 27.0%、10.7%和 48.6%。

FA 在动物脂肪细胞的沉积来自于日粮和新的合成。 

确定日粮 FA 在脂肪组织中的利用量是困难的，因为脂肪的分解和合成之间在不断地变化

呈现一种动态的状况。Summers et al. (2000)评估：与其消耗的相比略多于 10%的饱和脂肪酸

贮存在人类的脂肪组织中。Mitchaothai et al. (2007)给育肥猪饲喂包含 5%葵花油的日粮 13 周

后，结果 C16:0 和 C18:0 的消费量分别为 1.24kg 和 0.21kg。他们观察到 C16:0 和 C18:0 在

脂肪组织的沉积量分别为 3.75kg 和 2.39kg。FA 的沉积:FA 的摄入量比率：C16:0 为 3:1，C18:0

为 11.9:1。这些单胃动物的结果表明：日粮 FA 可能被用于脂肪组织沉积，但主要沉积于脂肪

组织的 FA 是来自于重新合成的。在反刍动物中也是如此。重新合成脂肪的基本建立者乙酰辅

酶 A，主要是从乙酸和葡萄糖演变而来的 (Hellerstein et al.,1996; Vernon, 1981)。 

Choi et al. (2013)给育肥阉牛饲喂如下任何一个方案：1）不添加脂类，2）3%的棕榈油，

3）3%的豆油以确定是否不同来源的 FA 成分会改变组织沉积脂肪的构成。结果如表 2。阉牛饲

喂 3%的棕榈油或 3%的豆油在皮下脂肪组织中没有显示 C16:0 浓度的增加。FA 成分中只是

C18:0 有显著的变化。然而，脂肪组织中 C18:0 的增加可能是由于 C16:0 延长为 C18:0，因为

硬脂酰-辅酶 A 脱氢酶的活性转化 C18:0 到 C18:1，受 C16:0 的抑制 (Choi et al., 2013)。FA

的合成迟于 C16:0 不出现在反刍动物脂肪组织中，但通过一个家族延长酶（ELOV）从 C16:0

产生 C18:0。硬脂酸（C18:0）然后在硬脂酰-辅酶 A 脱氢酶的去饱和作用下变成为 C18:1。去

饱和作用的主要目的是调节积累的高熔点（固体）C18:0 的脂肪细胞流动性和细胞膜完整性的

损失。因此，C18:1 在贮存的反刍动物脂肪组织中占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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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ns et al. (2012)发现：C16:0 和 C16:1 调节脂肪细胞的脂肪合成、去饱和和细胞凋亡。如

此，C16:0、C18:0 和 C18:1 提供了维持脂肪细胞流动性防止它们未老先衰的体系。通过来自

于日粮和/或脂肪细胞重新合成而具有较高数量的 C16:0，实际上可能降低了脂肪的形成潜在地

造成了体重和体况的损失。Warntjes et al.(2008) 和 Piantoni et al. (2013)少量的饲喂研究报

道：饲喂 C16:0 比对照组在数据上降低了奶牛的 BCS。 

在分娩前后的很短时期，血浆 NEFA 浓度导致肝脏对 FA 吸收的增加，FA 随后酯化形成甘

油三酯积累 (Grummer, 1993)。Douglas et al. (2007)测量血浆、动物脂肪组织和肝脏中总脂类

的 CLFA 成分对产前营养的影响和是否对干奶期的持续影响（表 3）。肝脏甘油三酯的 C16:0、

C18:0 和順式 C18:1 含量在干奶期类似；但分娩后 C16:0 和順式 C18:1 比产前 45 天分别增加

58%和 11%，C18:0 降低 42%。Rukkwamsuk et al., (2000)和 Litherland et al. (2012)的其他

研究发现类似的结果。Mashek and Grummer (2003a)观察到：当灌注 0.3mM 浓度的 C16:0 和

C18:0 进入公山羊肝尾叶 C18:0 的吸收没有净增长。C16:0 比 C18:0 显著增加。Mashek and 

Grummer (2003b)注意到：当在牛肝脏细胞培养 C18:0 比单独的 C16:0 增加，C16:0 的氧化作

用加倍。这可能表明：C18:0 具有帮助肝脏组织清理在分娩前后聚集在肝脏组织的过量 C16:0

的作用。Loften et al. (2014)这些数据表明：在 NEB 时，C18:0 不积累于奶牛组织中，奶牛在

肝脏和肌肉优先代谢 C18:0 供能（例如：氧化作用），或通过牛奶大量分泌 C18:0，包括 C18:0

和 C18:1。从这些数据 Linn and Loften (2015)断定：在妊娠后期和产犊早期 C18:0 比 C16:0 在

肝脏中可能更好地氧化或作为能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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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et al. (2011) 提醒：在过渡期奶牛循环的 FA 明显增加可能有助于提高丙酮酸羧化酶

mRNA 的表达，从而激发葡萄糖异生作用和保持草酰乙酸完成三羧酸循环。硬脂酸显示具有在

不同组织调节丙酮酸羧化酶促进剂（P1, P2 和 P3）的作用，C18:0 抑制促进剂 P1 同时提高促

进剂 P3 的活性。这些数据表明：C18:0 在葡萄糖异生作用表达升高期间对能量的划分有贡献，

增加了肝脏 FA 供应或两者都有。这将表明：在泌乳早期当能量负平衡时 C18:0 可能均出葡萄

糖。 

 

乳腺组织 

 

棕榈酸和 C18:0 紧密地参与乳和乳脂的合成。两种 FA 能为全部的乳和乳成分合成提供氧

化功能。大量的研究文献已经评估了泌乳奶牛脂肪的补充；然而，大多数这些研究补充的是混

合 FA。很少有对饲喂单一纯净 FA 结构的研究。Steele 和 Moore (1968a,b), Noble et al. (1969), 

和 Steele(1969)的经典研究是第一次观察饲喂纯净来源的 C16:0 对奶产量和乳成分的影响。

Steele and Moore (1968a)饲喂高纯净的 C16:0 增加了 0.86%个单位的乳脂，乳脂中 C16:0 的

数量增加了几乎两倍，但产奶量没有影响，对照组和补充 C16:0 组分别为 12.2kg/头日和 11.8kg/

头日。较晚的研究(Steele, 1969）：用 448g/头日 C16:0 替代泌乳牛日粮中的淀粉，奶产量增加

1kg/头日。在所有的 3 个研究中，饲喂 C16:0 增加了乳脂率和 C16:0 在乳脂中的数量，但 C4 

到 C14 FA 的数量和浓度、乳脂中的 C18:0 和 C18:1 降低了。表 4 举例说明：C16:0 和 C18:0

对乳脂产量的影响。观察到：饲喂高水平的 C16:0 抑制了脂肪的重新合成和降低了乳脂中的

C18:0。Noble et al. (1969)确定：乙酰辅酶 A 羧化酶被乳腺吸收的 CLFA 所抑制，在此主要是

C16:0。最近更多的研究显示：减少乳 FA 的重新合成有类似的反应。饲喂高含量 C16:0 基本

影响是增加了乳脂中 C16:0 2-4 倍，消耗了重新合成的脂肪和乳脂中的 C18:0 和 C18:1。 

 
 

几个最近的研究显示：当给不同生产水平的泌乳牛饲喂 C16:0 时改善了乳脂率和产量。表

5 包括用类似的设计、时间长度和日粮进行的 8 个试验的平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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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的平均反应测定显示：高含量的棕榈酸将乳脂率从 3.70%提高到了 3.87%、乳糖从

4.75%减少到了 4.71%。饲喂高含量的 C16:0 能改善乳脂率和乳脂量。不过，采食量的减少可

以帮助解释奶产量增加的缺席和乳糖率以及乳蛋白率的减少。在这些研究里，当饲喂 428g/头

日 C16:0 对改善奶产量的缺席导致经济上的回报仅能从乳脂产量来计算。 

有两个最近的试验给泌乳牛饲喂高含量的 C18:0(Boerman and Lock, 2014; Piantoni et 

al.,2015)。两个研究观察到当 C18:0 的饲喂量为 200-700g/头日时，DMI 显著地较高。Piantoni 

et al. (2015)的研究结果见表 6。饲喂 500g/头日高含量的 C18:0 结果 DMI、奶产量、乳脂、乳

蛋白、乳糖和 3.5%校正乳显著增加，同时乳成分浓度不受影响。与先前提及的 C16:0 试验相

比，摄入富含 C18:0 的日粮结果显著地增加了脂肪的重新合成、混合脂肪和粗级品的 FA 产量。

作者也观察到在生产水平和 C18:0 添加之间有一个显著的互作。小于 27kg/头日产量的泌乳牛

3.5%校正乳增加的非常小，产量大于 55kg/头日的泌乳牛增加了 4.50kg/头日之多。White et al. 

(2011)指出：这些案例由于 C18:0 的影响潜在地节省了葡萄糖。泌乳牛要求较高的能量摄入，

当饲喂丰富的 C18:0 葡萄糖循环反应灵敏带来 3.5%校正乳的最高增加，而低产奶牛从乳和乳

脂中划分能量为身体的其他功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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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已经讨论过：C16:0 和 C18:0 在乳和乳成分的生产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每一个 FA 具有不

同的功能、新陈代谢和效用。单独饲喂任何一个丰富的 FA 结果对生产性能都具有与众不同的

改善。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需要补充 C16:0 和 C18:0 两种 LCFA 以诱导泌乳牛做出最大化的反

应。确定在泌乳早期、中期和后期最佳的 C16:0 和 C18:0 比率仍在研究中。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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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期奶牛补充脂肪：脂肪酸很重要吗？ 

Adam L. Lock1 and Jonas de Souza 

密歇根州立大学 

巫立新译 

 

引言  

 

在奶牛日粮营养里补充添加脂肪酸（FA）以增加日粮能量浓度和支持奶产量是一个很普遍

的做法。最近，单个脂肪酸对奶牛消化率、新陈代谢和生产反应的影响受到新的关注。在新产

牛，刚进入产后泌乳的高代谢需求和 DMI 降低导致负能量平衡状态。产后奶牛增加能量摄入包

括增加日粮淀粉含量和补充脂肪酸以增加日粮的能量密度。然而，在泌乳早期饲喂高淀粉日粮

促进了瘤胃大量的丙酸产生，会导致食欲降低而因此进一步降低 DMI 和增加瘤胃酸中毒以及真

胃移位的风险(Allen and Piantoni, 2013)。至于补充脂肪酸，一些人建议：在泌乳早期奶牛使用

脂肪酸增加日粮能量密度应当谨慎行事，因为高脂类可能影响内分泌系统、饲料采食和增加代

谢疾病的风险(Kuhla et al., 2016)。然而，正如我们认识到：不是所有的蛋白源都是一样的，重

要的是要记住：不是所有的脂肪酸或脂肪酸添加剂都是一样的。我们将回顾脂肪酸的代谢、消

化率和它们对生产的总体影响方面的生物学过程和数量的变化。我们在本文强调的是近期的研

究：重点是棕榈酸（C16:0）、硬脂酸（C18:0）、油酸（ 顺-9 C18:1）、Ω-3 和 Ω-6 对饲料采食

量、营养消化率和奶产量的影响。 

 

脂肪酸对 NDF 消化率的影响 

 

由于补充脂肪酸改变了采食量和其他营养的消化率，可能正面或负面地影响了任何添加的

脂肪酸的可消化能值。Weld and Armentano (2017)做了一个综合分析以评估奶牛补充脂肪酸

对 DMI 和 NDF 消化率的影响。补充较高量的中链脂肪酸（12 和 14 碳）降低了 DMI 和 NDF

的消化率。添加植物油降低了 2.1 个百分点的 NDF 消化率，但不影响 DMI。饲喂饱和脂肪酸

（C16:0 和 C18:0 混合物）不影响 DMI，但增加了 0.22 个百分点的 NDF 消化率。总之，作者

断定：添加 C16:0 及更长碳链的脂肪酸极少影响 NDF 消化率，但补充高含量 C16:0 的影响没

有评估。 

最近我们应用随机回归模型分析了给奶牛补充高含量C16:0的 6个研究获得的单独奶牛数

据(de Souza et al., 2016)。我们观察到：总摄入的 C16:0 对 NDF 消化率有积极的影响（图 1A），

对 DMI 没有影响。这表明：给奶牛补充高含量 C16 增加 NDF 消化率不能解释为由于降低了

DMI。另外，当比较补充 C16:0、C18:0 和顺式-9 C18:1 脂肪时，我们发现：补充 C16:0、C18:0

和顺式-9 C18:1 比 C16:0 和 C18:0 增加了 NDF 消化率(de Souza et al., 2018)。 

Piantoni et al. (2015b) 给泌乳早期的奶牛饲喂饱和脂肪（~ 40% C16:0 和 40% C18:0）

观察到：在低牧草日粮（20%fNDF）的情况下，增加 NDF 消化率 3.9%个单位，但不影响高牧

草日粮（26%fNDF）。我们最近研究评估 C16:0 对泌乳早期奶牛生产性能在时间上的影响，观

察到：与对照组相比，超过 10 周补充 C16:0 始终增加 NDF 消化率~5%个单位（图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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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6:0、C18:0 和顺式-9 C18:1 对脂肪酸消化率的影响 

 

我们最近对脂肪酸消化率研究已经聚焦于 C16:0、C18:0 和顺式-9 C18:1。尤其重要的是，

Boerman et al. (2017) 给泌乳中期奶牛增加饲喂高含量 C18:0（93% C18:0）脂肪，观察到对

生产没有正面的反应，可能与随着脂肪酸摄入的增加显著地降低了总的脂肪酸消化率有关（图

2A）。类似地，Rico et al. (2017)给泌乳中 

 

期奶牛增加饲喂高含量 C16:0（87% C16:0）脂肪，即使观察到了对日粮 DM 有上升 1.5%的正

面生产反应，然而随着脂肪酸摄入的增加，总的脂肪酸消化率降低了（图 2B）。不过，考虑到

类似两个研究脂肪酸摄入的范围，当随着摄入量/瘤胃流出的增加，C18:0 比 C16:0 对总的脂肪

酸消化率降低更加明显。这支持了我们的综合分析，总的流动与脂肪酸消化率之间的负相关性，

因为十二指肠流动性与 C18:0 消化率之间的负相关性，C18:0 的消化率降低了总的脂肪酸消化

率(Boerman et al., 2015)。这种消化率不同的准确机制仍不清楚；然而，潜在的原因包括：C18:0

比 C16:0 的溶解度低，会更加依赖于乳化而吸收(Drackey, 2000)。另外，结果显示：顺式-9 

C18:1 比 C16:0 和 C18:0 的消化率更高(Boerman et al.,2015)。 Freeman (1969) 解释到：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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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溶解的极性特征决定了顺式-9 C18:1 对 C18:0 微包球体溶解度的正面影响。为了进一步理解

影响脂肪酸消化率的因素，我们利用随机回归模型分析来自给奶牛补充高含量 C16:0 的 5 个研

究的单独奶牛数据，发现：总的脂肪酸摄入量负面影响总的脂肪酸消化率，但顺式-9 C18:1 的

摄入有正面的影响（结果未发表）。最终，我们最近评估了包含大豆皮或全棉籽基础日粮补充不

同比例 C16:0、C18:0 和顺式-9 C18:1 对脂肪酸消化率的影响。我们观察到：与补充 C16:0、

混合 C16:0 和 C18:0，以及不添加脂肪的对照组日粮相比，补充 C16:0 和顺式-9 C18:1 增加了

脂肪酸消化率。与其他处理组相比，补充包含混合 C16:0 和 C18:0 减低了 16-C、18-C 和总脂

肪酸消化率(de Souza et al., 2018)。这展示在图 3：应用 Lucas 检测评估补充混合脂肪酸的消

化率。补充包含 C16:0、C16:0 与 C18:0 

 

 

混合物和 C16:0 与顺式-9 C18:1 混合物，大豆皮基础日粮的斜率分别为 0.64、0.5 5 和 0.75，

棉籽日粮分别为 0.70、0.56 和 0.81。这支持了这种观点：16-C 与不饱和 18-C 脂肪酸可以改

善脂肪酸的消化率，但原因需要确定。 

在新产牛上，缺乏补充脂肪酸对脂肪酸消化率影响的信息。我们最近实施了一个研究评估

定时补充 C16:0 对泌乳早期奶牛生产性能的影响 (de Souza and Lock, 2017b)。我们观察到新

产期（1-24 DIM）补充 C16:0 与时间的互作；尽管与对照组相比 C16:0 降低了总的脂肪酸消化

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较大的差异缩小了（图 4）。有趣的是，我们也观察到在泌乳高峰期时间与

C16:0 的互作（25-67 DIM），C16:0 仅是降低了新产期奶牛的脂肪酸消化率。这可能表明：当

长期饲喂 C16:0 肠道的适应机制。理解这种影响的机制值得引起将来的注意，如同在产后泌乳

早期补充其他脂肪酸对脂肪酸消化率和营养消化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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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6:0、C18:0 和顺式-9 C18:1 对生产反应的影响 

 

我们最近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检验单个饱和脂肪酸对泌乳牛生产和新陈代谢反应的影响。

Piantoni et al.(2015a)报告：C18:0 增加了 DMI、奶产量和乳成分，随着添加的增加奶产量也增

加，但反应仅出现在交叉试验设计两个时期中的一个时期。为何仅仅是较高产的奶牛对补充

C18:0 反应更加积极和仅在一个时期发生反应。另外，一个最近的泌乳中期的反应研究表明：

饲喂高含量 C18:0（93% C18:0）增加了 DMI，但与不补充脂肪酸的对照组日粮相比没有影响

奶产量或乳成分，很可能与降低了脂肪酸消化率有关（图 2A，Boerman et al., 2017)。我们和

其他的结果表明：补充 C16:0 潜在地提高了校正乳产量和乳脂以及料奶比，当日粮包含大豆皮

或 C18:0 时，生产水平互不相干(Piantoni et al., 2013; Rico et al., 2014)。我们最近利用随机回

归模式分析自 10 个研究可获得的产后泌乳高峰奶牛补充高含量 C16:0 单个奶牛的数据。我们

发现：能量分配到泌乳随着 C16:0 摄入的增加而线性增加，同时乳脂产量和校正乳产量也随着

C16:0 的摄入增加而线性增加。 

当我们比较补充 C16:0、C18:0 和顺式-9 C18:1 脂肪酸的组合时，补充更多的 C16:0 增加

能量分配到产乳，因为与其他处理相比乳脂产量反应更高 (de Souza et al., 2018)。相反，补

充包含 C16:0 和顺式-9 C18:1 的脂肪酸与其他处理组相比增加了能量分配到身体储备。补充包

含 C16:0 和 C18:0 的脂肪酸降低了营养消化率，与其他处理组相比观察到生产反应较低。有趣

的是，在随后的研究中我们比较了给产后泌乳高峰奶牛补充不同比例 C16:0 和顺式-9 C18:1 脂

肪酸观察到：补充更多的 C16:0 倾向于能量分配到产奶少于 45kg/天，同时补充更多的顺式-9 

C18:1 倾向于能量分配到产奶大于 60kg/天(de Souza and Lock, 2017a)。另外，不论生产水平

如何，补充更多的顺式-9 C18:1 增加了体重的改变。这可能表明：C16:0 和顺式-9 C18:1 可以

改变能量在乳腺和体脂之间的分配，可能要考虑到在特定的情况下补充不同的脂肪酸要依据奶

牛的新陈代谢优先次序和需要而定。将来的研究需要确定为了这些结果泌乳或其他生理状况的

不同。 

Beam and Butler (1998) 给泌乳早期奶牛饲喂饱和脂肪酸（~40% C16:0 和 40% C18:0）

观察到：在产后开始 4 周，补充脂肪酸降低了 DMI 和不影响奶产量以及校正乳。Piantoni et 

al.(2015b)饲喂类似的饱和脂肪酸（~40% C16:0 和 40% C18:0）观察到：在产后立即补充脂肪

酸（1-29 DIM）能量分配倾向于身体储备而不是产奶，尤其在低粗料日粮。高粗料日粮补充脂

肪酸增加了 DMI，与不补充脂肪酸的同样日粮相比倾向于降低体况评分损失。另外，不论粗饲

料水平如何，补充脂肪酸增加了 DMI，降低了体况评分损失，但倾向于降低产奶量。在后续的

时期当奶牛饲喂普通的日粮，在产后立即在低粗饲料中补充脂肪酸与其他处理组相比持续降低

奶产量和维持较高的体况评分。在另一个方面，Weiss and Pinos-Rodriguez (2009)给泌乳早期

奶牛（21-126 DIM）饲喂类似的饱和脂肪酸（~40% C16:0 和 40% C18:0）观察到：当高粗饲

料日粮补充脂肪酸增加了泌乳净能的摄入，倾向于身体能量储备，同时测得较高的体况评分，

奶产量没有变化。然而，当低粗饲料日粮补充脂肪酸，奶产量增加（2.6kg/天），体况评分没有

变化。 

我们最近的研究评估了 C16:0 的添加时间对泌乳早期奶牛生产性能的影响 (de Souza and 

Lock, 2017b)。在新产时期（1-24 DIM），没有观察到 DMI 或产奶量的不同（图 5A），但与对

照组相比，随着时间的推移 C16:0 持续增加了校正乳产 

79



 

 

量 4.70kg/日（图 5B）。然而，与对照组（CON）相比，C16:0 降低了 21kg 体重（图 6）、0.09

个单位的体况评分，倾向于增加体重损失 0.76kg/天。与对照组相比，在泌乳高峰期（25-67 DIM）

饲喂 C16:0 增加奶产量 3.45kg/天、校正乳 4.6kg/天（图 5），倾向于降低体重 10kg（图 6）。 

有趣的是，Greco et al. (2015)观察到：降低泌乳牛日粮 Ω-6 与 Ω-3 脂肪酸的比例，同时

维持日粮总的脂肪酸类似的浓度改善了泌乳早期的生产性能。日粮 Ω-6 与 Ω-3 的比例大约在

4:1 比 6:1，增加了 DMI、奶产量和乳成分。不计算营养摄入的差异大约有 1.3kg 的奶反应，这

表明：日粮脂肪酸的比例从 6:1 降低到 4:1 会影响营养分配，倾向于增加总净能分配于牛奶合

成。进一步的研究将聚焦于脂肪酸比例的改变，尤其是在泌乳早期。 

 

补充脂肪酸对繁殖的影响 

 

最近 17 个研究的综合分析报告：奶牛围产期补充脂肪酸产后第一次人工授精（AI）妊娠

率增加 27% (Rodney et al., 2015)。此外，从产犊到妊娠的间隔缩短。在 6 个研究 (Santo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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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ples, 2017)中，包含更长链 Ω-3 脂肪酸，以鱼粉、鱼油或海藻日粮形式的二十碳五烯酸（EPA）

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HA），既改善了第一次授精率也改善了总的妊娠率。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 

(Silvestre et al., 2011) 证明：在产后开始的 30 天补充富含鱼油衍生物的脂肪酸钙盐（日粮 DM

的 1.5%），与棕榈脂肪酸钙盐相比，改善了妊娠率/AI（52.8 比 45.5%）。此外，饲喂包含 EPA

和 DHA 的钙盐降低了 AI 后 32-60 天的妊娠损失（6.1 比 11.8%）。最近， Sinedino et al. (2017) 

观察到：在产后第三周饲喂 100g/头日占干物质 10%海藻产品亦即 DHA，提高妊娠率 39%和

缩短 22 天妊娠天数（102 比 124 天）。因此，包含 Ω-6 和 Ω-3 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与那些主要

包含 C16:0 和順式-9 C18:1 的脂肪酸似乎对改善奶牛妊娠率更有效。此外，穿越 5 个研究涉及

221 头泌乳早期奶牛的综合研究表明：饲喂反式-10，順式-12 共轭亚油酸钙盐产品妊娠率增加

26%，产犊到妊娠的天数缩短 34 天(de Veth et al., 2009)。饲喂长链脂肪酸改善奶牛繁殖可能

的几种潜在机制包括：降低能量负平衡、改变卵泡发育、改善卵母细胞质量、改善早期胚胎发

育和降低妊娠损失。自从单个脂肪酸直接影响几个新陈代谢过程以来，研究将会聚焦于根据奶

牛特定的生理状况和特定的目的确定“理想”脂肪酸组成。 

 

结论 

 

日粮补充脂肪酸是奶牛营养习惯的做法，目的是增加日粮能量浓度和支持奶产量。尽管总

体上补充脂肪酸已经显示增加了奶产量、乳脂产量和改善了繁殖性能，然而的确同样补充到不

同的日粮和研究中，不同的脂肪酸所表现出来的生产性能大不相同。给泌乳早期奶牛补充脂肪

酸的益处结果是自相矛盾的。我们猜测：补充应用的脂肪酸成分特征和开始补充的时间不同其

结果也不同。将来的工作需要描绘不同来源脂肪酸的反应。正如我们认识到的：不是所有的蛋

白质来源都是一样的，重要的是要牢记：不是所有的脂肪酸来源和脂肪酸添加剂都是一样的。

关键要知道：补充的脂肪酸，尤其是长链脂肪酸和它们的饱和等级。已知的这些信息是重要的：

这些脂肪酸对 DMI、瘤胃新陈代谢、小肠消化率、乳腺的乳成分合成、能量在乳腺和其他组织

之间的分配、体况和对免疫以及繁殖功能可能的影响。这些同步的变化程度伴随着所采用的营

养策略将最终决定补充脂肪酸的整体影响，并考虑奶牛日粮的相关决定。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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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牛的脂肪酸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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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立新译 

 

前言 

 

最近，个别脂肪酸（FA）对奶牛的消化、代谢和生产反应的影响已经再度引起关注。在日

粮中补充 FA 原料以补充日粮能量浓度和支持产奶性能是奶牛营养中普遍的惯例。能够理解 FA

的模型、单个 FA 的影响和不同 FA 添加到生产中的参数已经直接影响到奶牛业的推荐和 FA 补

充策略的实用性。新产牛泌乳的高代谢需求和产后立刻出现 DMI 降低发生能量负平衡状态。产

后奶牛增加能量摄入的方法包括：增加日粮淀粉的含量和补充 FA 以增加日粮的能量浓度。然

而，在泌乳早期饲喂高淀粉日粮促进瘤胃产生更多的丙酸会降低食欲和因此进一步降低 DMI 以

及增加瘤胃酸中毒和真胃移位的风险 (Allen and Piantoni, 2013)。至于补充 FA，一些作者建

议：在泌乳早期当应用 FA 增加日粮能量浓度时应该谨慎从事，因为高脂类可能影响内分泌系

统、饲料采食量和增加代谢失调的风险 (Kuhla et al., 2016)。不过，只是我们认识到并非所有

的蛋白质来源都是一样的，记住这点很重要；不是所有的 FA 或 FA 添加剂都是一样的。我们将

简要地回顾在 FA 代谢期间的生物学过程和数量变化、这些 FA 的消化性和它们对生产的总体

影响。本文的重点在于近期研究的棕榈酸（C16:0）、硬脂酸（C18:0）、油酸（顺-9 C18:1）、Ω-

3 和 Ω-6 脂肪酸对饲料采食量、营养消化、产奶量和乳成分、健康和繁殖的影响。 

  

C16:0、C18:0 和顺-9 C18:1 对脂肪酸消化率的特效 

 

我们近期对 FA 消化率的研究已经应用和聚焦于 C16:0、C18:0 和顺-9 C18:1。特别重要的

是，Boerman et al.(2017)给泌乳中期的奶牛饲喂加大水平的浓缩 C18:0（93% C18：0）添加

剂，发现对生产没有正面的影响，似乎增加 FA 与降低了总的 FA 消化率有关（见图 1A）。同样

的，Rico et al.(2017)给泌乳中期的奶牛饲喂加大水平的浓缩 C16:0（87% C16：0）添加剂，

即使观察到对生产反应提升了 1.5%日粮 DM 的正面影响，但增加 FA 采食量降低了总的 FA 消

化率（图 1B）。然而，考虑到 FA 摄入的范围跨越了两个类似研究，当增加摄入/流经瘤胃的

C18:0 比 C16:0 对降低总的 FA 消化率更加明显。我们的综合研究支持了这一点，观察到总的

流量与 FA 消化率之间呈负相关，C18:0 的消化率驱使总的 FA 消化率降低，因为十二指肠流量

与 C18:0 消化率之间呈负相关(Boerman et al., 2015)。这些消化率不同的准确机制还不清楚；

然而，潜在的原因包括：C18:0 的溶解度比 C16:0 低，可能更加依赖于乳化后吸收 (Drackey, 

2000)。此外，结果显示：顺-9 C18:1 比 C16:0 和 C18:0 的消化率高 (Boerman et al.,2015)。

Freeman (1969) 检验：极性脂质溶质物的双亲特性并发现顺-9 C18:0 对 C18:0 的微胞溶解度

有正面的影响。进一步理解 FA 消化率的影响因素，我们利用随机的回归模型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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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饲喂浓缩 C16:0 的 5 个单独的奶牛数据分析研究。我们发现：总的 FA 摄入量对总的 FA

消化率有负面影响，但顺-9 C18:1 摄入量有正面的影响（结果未发表）。最后，我们近期评估了

基础日粮包含豆皮或全棉籽的不同 C16:0、C18:0 和顺-9 C18:1 比例对 FA 消化率的影响。观

察到：饲喂 C16:0 和顺-9 C18:1 比 C18:0、C16:0 和 C18:0 的混合物以及不添加脂肪的对照组

增加了 FA 的消化率。补充包含 C16:0 和 C18:0 的混合物比其他组降低了 16-碳、18-碳和总 FA

的消化率(de Souza et al., 2016a)。用 Lucas 检验评估补充 FA 混合物的表观消化率展示在图

2 中。补充包含 C16:0、C16:0 和 C18:0 混合物以及 C16:0 和顺-9 C18:1 

 
混合物的豆皮基础日粮的斜率（即：补充 FA 混合物的消化率）分别为 0.64、0.55 和 0.75，棉

籽日粮分别为 0.70、0.56 和 0.81。这支持了这个概念：16-碳和 18-碳非饱和 FA 可能改善了

FA 消化率，但原因需要确定。 

新产牛缺乏关于补充 FA 对 FA 消化率影响的信息。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研究评估补充 C16:0

时对泌乳早期奶牛生产性能的影响(de Souza and Lock, 2017b)。我们发现在新产期间（1-24 

DIM）补充 C16:0 处理受时间的互作；尽管与对照组相比 C16:0 降低了总的 FA 消化率，从时

间上降低的量级不同（图 3）。有趣的是，我们也发现一个添加的时间和在高峰期（25-67 DIM）

补充 C16:0 之间的互作，是由于在新产期接受了对照日粮 C16:0 仅仅降低了 FA 消化率。这可

能显示：当长期饲喂 C16:0 时肠道的自适应机制。了解该机制值得引起将来的注意，正如产后

早期补充其他 FA 对 FA 和营养消化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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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对 NDF 消化率的影响 

 

其他营养采食量和消化率的变化如 NDF，是由于补充 FA 可能正面或负面影响补充任何 FA

消化能值。(de Souza and Lock, 2017b)做的综合分析评估补充 FA 对奶牛 DMI 和 NDF 消化率

的影响。补充中长链脂肪酸（12 和 14-碳）降低 DMI 和 NDF 消化率。添加植物油降低 NDF 消

化率 2.1 个单位百分点，但不影响 DMI。饲喂饱和的颗粒状添加物（C16:0 和 C18:0 混合物）

也不影响 DMI，但增加 NDF 消化率 0.22 个百分点。总之，作者的结论：添加 16-碳或更长链

的 FA 对 NDF 消化率有最小限度的影响，但浓缩 C16:0 的影响没有评估。 

最近我们利用随机回归模型分析 6 个研究中饲喂浓缩 C16:0 可获得的单个奶牛数据(de 

Souza et al., 2016b)。我们发现：总的 C16:0 采食量对 NDF 消化率有正面的影响，DMI 不受

影响。这表明：当给奶牛饲喂浓缩 C16:0 增加 NDF 消化率不能解释为是由于降低了 DMI。此

外，我们发现：饲喂包含了 C16:0 或 C16:0 和顺-9 C18:1 与包含 C16:0 和 C18:0 的 FA 相比

增加了 NDF 消化率 (de Souza et al., 2016a)。 

Piantoni et al. (2015b)给泌乳早期的奶牛饲喂饱和脂肪酸（~40% C16:0 和 40%的 C18:0）

观察到：在低牧草日粮（20% fNDF）中添加脂肪增加了 NDF 消化率 3.9%个单位，但在高牧

草日粮（26% fNDF）中没有影响。我们最近的研究：从时间上评估 C16:0（PA）对泌乳早期

奶牛生产成绩的影响 (de Souza and Lock, 2017b)，多于 10 周的饲喂时间与对照组相比 C16:0

持续增加 NDF 的消化率~5%个单位（图 4B）。 

 

C16:0、C18:0 和顺-9 C18:1 对生产反应的影响 

 

最近我们做了一些列的研究检验单个饱和 FA 对泌乳牛生产和代谢反应的影响。Piantoni et 

al.(2015a)报告：C18:0 增加 DMI、产奶量和乳成分，对高产奶牛增加的更明显，但反应仅仅出

现在两个交叉设计中的一个。为何添加 C18:0 仅仅对高产奶牛有正面的反应，为何仅仅出现在

一个时期的原因还有待确定。此外，最近一个对泌乳中期奶牛的剂量研究，饲喂浓缩 C18:0（93% 

C18:0）增加了 DMI，但与不添加 FA 的对照组相比对产奶量和乳成分没有影响，可能与降低了

FA 消化率有关（图 1A，Boerman et al., 2017)。我们的和其他的这些结果表明：补充 C16:0 有

潜在地增加 ECM 产量和乳脂的作用，亦即更多的饲料转化为牛奶，当日粮包含豆皮或 C18:0

时生产水平是独立的 (Piantoni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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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o et al., 2014)。我们最近应用随机回归模式分析 10 个研究中给泌乳高峰后奶牛饲喂浓缩

C16:0 可获得的单个奶牛的数据(de Souza et al., 2016b)。我们发现：随着 C16:0 采食的增加

分配给泌乳的能量直线增加，乳脂产量和 ECM 也直线增加。 

当我们比较补充 C16:0、C18:0 和顺-9 C18:1 组合时，补充更多的 C16:0 增加了能量朝着

泌乳的分配，是由于比其他处理组有更多的乳脂产量反应 (de Souza et al., 2016a)。相比较，

补充 C16:0 和顺-9 C18:1 比其他处理组增加了能量的体内储备。补充 C16:0 和 C18:0 混合物

降低了营养消化率，大多数的解释是观察到与其他处理组相比生产反应较低。有趣的是在接下

来的研究中我们比较了给泌乳高峰后的奶牛饲喂不同比例的 C16:0 和顺-9 C18:1 观察到：补充

更多的 C16:0 能量分配倾向于产生较少的产奶量 45kg/头日，补充更多的顺-9 C18:1 能量分配

倾向于产生较多的产奶量 60kg/头日(de Souza and Lock, 2017a)。同样不论生产水平，补充更

多的顺-9 C18:1 增加体重变化。这可能表明：C16:0 和顺-9 C18:1 能够改变乳腺和皮下脂肪组

织之间的能量分配，可能允许在特定的情况下补充不同的 FA 协调代谢优先和奶牛需要。将来

的研究需要确定奶牛在不同阶段或其他生理状况下的结果。 

Beam and Butler (1998)给泌乳早期奶牛饲喂 FA（~40% C16:0 和 40% C18:0）观察到：

在产犊后前4周补充FA降低了DMI、不影响产奶量和能量校正乳（ECM）。Piantoni et al.(2015b)

在产后（1-29DIM）立即给奶牛饲喂类似的饱和脂肪酸（~40% C16:0 和 40% C18:0），发现饲

喂FA能量分配相比泌乳更倾向于身体储备，尤其在低牧草日粮。高牧草日粮饲喂FA增加DMI，

与不补充FA同样的日粮相比倾向于体况评分降低更少。同样不论牧草水平，饲喂FA增加DMI、

体况评分降低更少，但有降低产奶量的趋势。当给奶牛在过渡期饲喂普通日粮，产后立即饲喂

补充 FA 的低牧草日粮时，与其他处理相比持续降低奶产量和维持较高的体况评分。另一方面，

Weiss and Pinos-Rodriguez (2009)给泌乳早期奶牛（21-126DIM）补充类似的饱和 FA（~40% 

C16:0 和 40% C18:0）观察到：高牧草日粮补充 FA 增加了 NEL采食量去向身体储备能量，同

时测得较高的体况评分，奶产量没有变化。然而，低牧草日粮补充 FA 增加了奶产量（2.6kg/头

日）、体况评分没有变化。 

最近的研究我们评估了给泌乳早期奶牛定时段补充 C16:0 对生产成绩的影响(de Souza 

and Lock, 2017b)。在新产时期（1-24DIM），我们没有观察到处理组间对 DMI 或奶产量的不同

（图 5A），但是与对照组相比，整个时期 C16:0 增加了 ECM 产量 4.70kg/头日（图 5B）。然

而，与对照组相比 C16:0 降低了体重 21kg（图 5C）、体况评分 0.09 个单位和倾向于每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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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损失 0.76kg。在泌乳高峰期（25-67DIM）饲喂 C16:0 与对照组相比增加了 3.45kg/头日产

奶量（ECM 产量 4.6kg/头日）和倾向于降低了 10kg 体重（图 5）。 

 

 

有趣的是 Greco et al.(2015)观察到：降低泌乳牛日粮中 Ω-6 到 Ω-3 的比例同时保持类似

的日粮总 FA 浓度改善了泌乳早期的生产成绩。日粮的 Ω-6 与 Ω-3 比例大约为 4:1 比 6:1 增加

了 DMI、奶产量和乳成分。大约 1.3kg 的奶反应不能计入营养采食的不同，表明：降低日粮 FA

比例从 6:1 到 4:1 会影响营养的分配到增加总净能的比例用以消耗分配到乳合成。将来的研究

会聚焦于改变日粮 FA 比例，尤其在泌乳早期。 

 

补充脂肪酸对繁殖的效果 

 

近期 17 个研究的荟萃报告：在围产期给奶牛补充 FA 产后第一次人工授精（AI）的妊娠率

增加 27%(Rodney et al., 2015)。另外，从产犊到妊娠的时间缩短了。在 6 个研究中，由鱼粉、

鱼油或藻类构成的包含超长链 Ω-3 二十碳五烯酸（EPA）和二十二碳那六烯酸（DHA）的日粮

已经显示既改善了第一次的发情也改善了整个的怀孕率(Santos and Staples, 2017)。一个在佛

罗里达大学(Silvestre et al.,2011)的研究证实：从 30 DIM 开始补充由鱼油生产的钙盐浓缩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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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粮 DM 的 1.5%）比棕榈酸钙盐改善了 AI 妊娠率（52.8%比 45.5%）。此外，饲喂包含 EPA

和 DHA 的钙盐降低了 AI 后 32 和 60 天之间的妊娠损失分别为 6.1%和 11.8%。最近，Sinedino 

et al. (2017)观察到：在产后第 3 周开始饲喂占 DM 10%的藻类产品 100g/头日（与 DHA 类似）

增加了妊娠率 39%，缩短了 22 天妊娠天数（102 天比 124 天）。因此，包含 Ω-6 和 Ω-3 的多

不饱和长链脂肪酸似乎比主要包含C16:0和顺-9 C18:1的FA在改善奶牛妊娠上更有效。此外，

一个荟萃分析表明：跨越 5 个研究包括 221 头泌乳早期奶牛饲喂反式-10、順式-12 共轭亚油酸

钙盐产品妊娠率增加了 26%、产犊到妊娠的时间缩短了 34 天(de Veth et al., 2009)。饲喂长链

脂肪酸可能通过几个潜在的机制改善了奶牛的繁殖，包括降低能量负平衡、改变卵泡发育和提

高卵母细胞质量、改善早期胚胎发育和降低怀孕损失。由于单个 FA 直接影响几个代谢过程，

研究将聚焦于确定奶牛在特定生理状况和特定目标下的 FA“理想”组合。 

 

结论 

 

日粮补充 FA 是奶牛营养增加日粮能量密度和支持泌乳通常的操作。尽管一般补充 FA 已

经显示增加产奶量、乳脂和改善繁殖性能，有报道不同的 FA 添加物对生产性能变异较大，甚

至同样的添加物跨越了不同的日粮和研究。关于 FA 添加物对泌乳早期奶牛的益处结果相互矛

盾。我们以为：这种 FA 添加物应用效果的不同在于 FA 添加物开始使用的时间。进一步的工作

是要求描述不同来源的 FA 添加物反应的特征。正如我们认识到的：不是所有的蛋白来源都具

有同样的重要性，记住不是所有的 FA 来源和 FA 添加物是一样的。关键是知道什么 FA 有贡

献，尤其 FA 链长和它们的不饱和等级。知道这些信息重要的是考虑这些 FA 对 DMI、瘤胃代

谢、小肠消化率、乳腺的乳成分合成、乳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能量分配、体况和它们对免疫以

及繁殖功能可能的影响。随着营养战略目标而同时发生的这些改变的范围将最终确定 FA 添加

物的整体影响，包括与泌乳牛的日粮有关。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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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的消化率对产奶量和乳成分的影响 

Adam L. Lock1 and Jonas de Souza 

密西根州立大学动物科学系 

巫立新编译 

 

前言 

在日粮中补充脂肪酸（FA）原料是奶牛营养一个通常的惯例，其可以增加日粮能量浓度和

支持牛奶生产。能够理解脂肪酸的不同类型、各种脂肪酸的影响和不同脂肪酸的生产参数会直

接影响奶牛业的推荐使用和脂肪酸的应用策略。该文的重点是在瘤胃代谢脂肪酸期间的生物学

过程和数量的变化以及脂肪酸有效性对奶牛的影响、脂肪酸的消化率和它们对生产性能的总体

影响。我们将聚焦在近期的研究上，即：富含棕榈酸（C16:0）和硬脂酸（C18:0）的日粮对饲

料采食量、消化率、产奶量和乳成分的影响。 

 

瘤胃脂肪酸代谢 

与来自特殊的衍生添加物一样，在奶牛日粮里的脂肪酸也存在于牧草和精饲料中。每一种

脂肪原料都是由不同的独特脂肪酸混合组成（见表 1 和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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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奶牛日粮中的大多数脂肪酸包含 16 和 18 碳。通常，大多数谷物和种子含有高浓度的亚油酸

（C18:2 n-6），而牧草中往往主要含有亚麻酸（C18:3 n-3）。比如：玉米、棉籽、红花籽、向日

葵和大豆油 C18:2 n-6 含量高，而亚麻籽 C18:3 n-3 含量高。 

多不饱和脂肪酸（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PUFA）是指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双键且碳

链长为 18-22 个碳原子的直链脂肪酸，主要包括：亚油酸（LA）、花生四烯酸（AA）、α-亚麻酸

（ALA）、二十碳五烯酸（EPA）、二十二碳六烯酸（DHA）。多不饱和脂肪酸因其结构特点及在

动物体内代谢的相互转化方式不同，主要可分成 n-3 和 n-6 两个系列。在多不饱和脂肪酸分子

中，距羧基端最远的双键是在倒数第 3 个碳原子上的称为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在第 6 个碳原

子上的则称为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n-3 系列主要包括：α-亚麻酸（ALA）、二十碳五烯酸（EPA）、

二十二碳六烯酸（DHA）；n-6 系列主要包括：亚油酸（LA）、花生四烯酸（AA）(图 1-1)。 

 

不饱和脂肪酸对许多瘤胃细菌有毒性，因此发生在瘤胃里的广泛脂质代谢和可利用的脂肪

酸状况主要影响吸收和组织利用率(Palmquist et al., 2005)。两个主要的过程发生在基于饲料脂

肪链酯类的水解作用和不饱和脂肪酸的生物氢化。近期一个系列的体外试验研究总结：生物氢

化作用的发生使瘤胃细菌得以存活而不受不饱和脂肪酸抑菌的影响，不饱和脂肪酸的毒性很可

能是间接地通过破坏细胞膜的完整性起作用。此外，不同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毒性等级使某些瘤

胃细菌种类发生改变；所有主要由瘤胃分解纤维菌组成的种类对不饱和脂肪酸的抑制作用具有

易感性(Maia et al., 2007, 2010)。不饱和脂肪酸的生物氢化致使不饱和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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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转化为饱和脂肪酸，大多是 C18:0, 最终产生一系列的生物氢化中间体（共轭亚油酸 C18:2

和反式油酸 C18:1）。主要的底物是 18:2 n-6 和 18:3 n-3，瘤胃生 

物氢化的比率分别为 70-95%和 85-100%(Jenkins et al., 2008)；如此，在标准的饲喂情形下

C18:0 是主要被奶牛吸收利用的脂肪酸(Bauman and Lock, 2006)。 

补充脂肪酸经常用于增加日粮的能量浓度，这些多数是指惰性的。惰性简单地是指补充脂

肪酸对瘤胃发酵的影响小。虽然惰性被视为可用的水准，它们仍然能被水解，要么为甘油三酯

或者生物氢化，要么为不饱和脂肪酸。通常，棕榈油或油菜籽油脂肪酸钙盐被认为是“受保护的”。

然而，这些也无法躲避瘤胃生物氢化，而是被认为瘤胃惰性对瘤胃微生物的影响(Palmquist, 

2006)。  

 

肠道里的脂肪酸代谢 

进入小肠的脂类物质大约 80-90%是由吸附在饲料颗粒上的游离脂肪酸构成的。其余的脂

类成分是微生物磷脂类加少量的甘油三酯和来自于残余饲料物质的糖脂。这些酯化脂肪酸被肠

道和胰脂肪酶水解(Doreau and Ferlay, 1994)。脂肪酸吸收主要发生在小肠的空肠部位。先到

达空肠的两种分泌物—胆汁和胰腺液增强十二指肠的消化。饲料颗粒中的脂类物质（脂肪酸）

被吸收前必须先溶解于水溶液环境中。对于反刍动物，在这个过程中微团形成是脂肪酸高效吸

收的关键(Lock et al., 2005)。 

在脂肪酸于小肠吸收期间，胆囊分泌提供胆盐和卵磷脂，胰腺分泌提供酶转化卵磷脂为溶

血卵磷脂和碳酸氢盐以提高 PH 值。溶血卵磷脂作为双亲分子（该物质具有既亲水又亲脂的能

力）而进一步增加饱和脂肪酸的溶解度(Freeman, 1969)。溶血卵磷脂和胆盐一起使脂肪酸从饲

料颗粒和细菌中解放出来，进而形成微团(Lock et al., 2005)。一旦形成微团结构它们促使不溶

于水的脂肪酸转运穿过小肠粘膜上皮细胞的水层，在那里脂肪酸和溶血卵磷脂被吸收。 

 

补充 C16 和 C18 对脂肪酸消化率的影响 

根据标准的饲喂情况，C18:0 是被奶牛主要吸收利用的脂肪酸，无论饲喂的日粮如何。作

为结果，近期当我们在做泌乳牛肠道长链脂肪酸消化率审核综合分析和回归分析时发现：这种

脂肪酸（C18:0）对总的脂肪酸消化率有极重要的影响(Boerman et al., 2015)。我们在对照组日

粮（非补充脂肪日粮）观察到 C16-和 C18-脂肪酸类似的消化率值，表明：低水平的脂肪酸摄

入，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消化率潜在的极小不同经常出现在文献里（图 1A）。然而，当

我们比较 C16-和 C18-脂肪酸的消化率，在补充 C18:0 日粮遍及到整个数据的设置时，发现

C18:0 与不饱和脂肪酸（C18:1，C18:2，C18:3）的明显不同（图 1B）。当在脂肪酸流量和消

化之间产生最佳的均衡时意味着脂肪酸的不同凸显出来了(Boerman et al., 2015)。我们观察到

在脂肪酸总的流量和消化率之间有一个负的相关性（图 2A）。此外，总的脂肪酸消化率降低的

出现是受 C18:0 消化率的影响，因为发现在十二指肠流量和 C18:0 消化率之间是负相关（图

2B）。消化率降低的准确机制还不了解；但是，潜在的原因包括溶血卵磷脂的限制或吸收位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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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争

(Drackey, 

2000)。另外

的研究了解

到 降 低

C18:0 消 化

率的观察，可

能克服或改

善这种需求。 

 

我 们 近

期脂肪酸消

化率的研究

已经利用和

聚焦在浓缩

的 C16:0 和

C18:0。特别

的 重 要 ，

Boerman 

and Lock 

(2014b)给奶

牛饲喂增加

了浓缩水平

的 C18:0

（85%C18:0），发现对生产反应没有正面的影响，可能与当增加了脂肪酸采食量而降低了总的

脂肪酸消化率凸显出来有关（图 3A）。同样，de Souza et al. (2015) 给奶牛饲喂增加了浓缩水

平的 C16:0（87%C16:0），尽管观察到日粮干物质增加 1.5%生产反应的正面影响，当脂肪酸采

食量增加总的脂肪酸消化率降低（图 3B）。考虑到图 3 结果的出现，在两个研究中脂肪酸添加

的范围类似，当增加 C18:0 比 C16:0 摄入/瘤胃流出的量时，更加凸显总的脂肪酸消化率降低，

类似的情况在图 2 中也观察到。这些消化率不同的准确机制还不了解；但是，潜在的原因包括

C18:0 比 C16:0 溶解度低，将会更多地依赖溶血性卵磷脂而吸收。 

 

为了进一步了解影响脂肪酸消化率的因素，我们最近利用随机回归分析模式分析了来自 5

个研究饲喂补充浓缩 C16:0 可利用的单独奶牛的数据（未发表）。发现总的脂肪酸采食量对总

的脂肪酸消化率有负面影响，但摄入顺-9 C18:1 有正面的影响。这表明：混合 C16 和 C18 不

饱和脂肪酸可能改善脂肪酸的消化率，但这种影响的原因有待将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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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脂肪酸对 NDF 消化率的影响 

在泌乳牛日粮中脂肪酸的数量相对小，因此脂肪酸消化率的变化可能对干物质和摄入能量

的消化率影响甚微。即使单独的脂肪酸消化率显著降低，估计与更大量的饲料成份消化率的降

低对总干物质消化率的降低的影响要小。其他营养的采食量和消化率变化，比如：NDF 是由于

补充脂肪可能正面或负面影响脂肪添加物的消化能值。 

Weld and Armentano (2015)进行了一个综合分析以评估补充脂肪对奶牛 DMI 和 NDF 消

化率的影响。添加高剂量的中链脂肪酸（C12，C14）降低了 DMI 和 NDF 的消化率。添加植物

油降低了 2.1 个百分点的 NDF 消化率，但不影响 DMI。尽管饲喂蒸馏棕榈油脂肪酸钙盐降低

了 1.45kg/头日 DMI，但增加了 2.2 个百分点的 NDF 消化率。作者大致上总结：补充 C16 或更

长链的脂肪，对 NDF 的消化率影响甚微。 

我们最近利用随机回归分析模式分析了来自 6个研究饲喂补充浓缩C16:0 可利用的单独奶

牛的数据（未发表）。发现总的 C16:0 采食量对 NDF 消化率有正面的影响，对 DMI 没有影响。

这表明：当给奶牛饲喂浓缩的 C16:0 时增加了 NDF 消化率不能通过降低了 DMI 来解释。这种

影响的原因有待将来确定。 

 

补充脂肪酸对生产反应的总体影响 

脂肪酸添加剂广泛地应用于泌乳奶牛。比如：游离脂肪酸钙盐和小球状饱和游离脂肪酸是

两种奶牛业常见的添加类型，他们的差异在于脂肪酸含量和类别。钙盐通常含 80-85%的脂肪

酸和大概提供饱和和不饱和脂肪酸各 50%。相比小球状饱和游离脂肪酸含有大约 99%的脂肪

酸，其中含饱和脂肪酸大约 90%，不饱和脂肪酸 10%。常用的一些脂肪酸类别见表 1 和表 1-

1。尽管通常补充脂肪酸显示增加奶产量、乳脂产量和提高产奶的效率，也有报告显示不同类型

的脂肪酸对生产成绩影响的变化很大。确实同样的添加物应用在了不同的日粮和研究。在综合

分析检验中给奶牛添加脂肪酸的效果这是显而易见的(Rabiee et al., 2012)。总体上，补充脂肪

酸奶产量、乳脂含量和产量增加，DMI 和乳蛋白浓度降低，乳蛋白产量没有影响。所有的变量

有较宽泛的反应（~5 标准差），显示补充不同的脂肪酸有不同的显著的生物学影响。 

Rabiee et al. (2012)利用大量的数据，我们近期完成了一个商业化可利用的脂肪酸添加剂

对生产反应的综合分析(Boerman and Lock, 2014a)。数据来自 133 个同等标准公开发表的试

验，其中 88 个符合我们的选择标准，包括 159 个处理比较。蒸馏棕榈油脂肪酸钙盐（PFAD；

n=73），小颗粒饱和脂肪酸（PRILLS; n 

=37)，牛脂（n=49）添加量<DM 的 3%日粮，对照组日粮不添加脂肪酸。处理比较既可来自于

随 机 设 计

（n=99）又

可以来自交

叉 /拉丁方设

计 实 验

（n=60）。综

合分析的结

果(见图 4)。 

 

大体上，

补充脂肪酸

增加奶产量、

乳成分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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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DMI。然而添加的类型影响反应：PRILLS 不降低 DMI，牛脂不影响乳脂产量，PFAD 不影

响乳蛋白产量。重要的提示：在图４里大多数的研究报告仅仅是单一商业化脂肪酸与非脂肪酸

对照日粮比较。这造成了不同脂肪酸之间难以直接交互比较，对通常的问题给予了准确的回答

（牧场主和营养师）――哪个是最好的脂肪酸添加剂。已经发表的有限的文献进行了不同商业

化可利用脂肪酸的直接比较。综合分析结果也表明：脂肪酸添加剂与其他日粮成分交互作用，

这有待将来检验。 

 

补充 C16:0 和 C18:0 对生产反应的影响 

1960，Steele 和他的合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的使用相对纯的 C16:0 和 C18:0 的研究，他们

的发现显示：与 C18:0 相比 C16:0 诱导了较高的乳脂反应（浓度和产量）。来自 Enjalbert et 

al (1998)更多的工作显示：乳腺对 C16:0 的吸收效率比 C18:0 和顺-9 C18:1 高。我们最近进

行了一系列的单独脂肪酸对泌乳牛生产和代谢反应影响的研究检验(Lock et al., 2013; Piantoni 

et al., 2013; Rico et al., 2014; Piantoni et al., 2015)。这些结果表明：补充 C16:0 有潜在的增

加奶产量和乳脂的作用，其较好地转化饲料为奶，独立于生产水平，当时日粮包含大豆 

皮或 C18:0（表２）。 

 

Rico et 

al. (2013)给

奶牛饲喂浓

缩 的 C16:0

（87%）水平

的日粮，发现

对乳脂产量、

３ .５％脂肪

校正乳有正

面的二次方

影响，饲料效

率上升了DM

的 １ . ５ ％

（表３）。此

外，我们最近

利用随机回

归模式分析

可获得的给

奶牛饲喂浓缩的 C16:0 日粮单独的奶牛１０个研究数据（未发表）。我们发现：能量分配给牛

奶与 C16:0 摄入呈线性增加，与乳脂产量和３.５％脂肪校正乳也呈线性增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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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ntoni et al. (2015)报告：C18:0 增加 DMI、奶产量和乳成分，对高产奶牛增加的更明显，

并指出这种反应有显著的变化。为什么高产奶牛比低产奶牛对添加 C18:0 有更积极的反应这有

待检验。然而，当我们直接比较 C16:0 和 C18:0 对乳脂产量和３.５％脂肪校正乳影响时，C16:0

不论产量高低均增加(Table 2, Rico et al., 2014)。在最近的对泌乳中期奶牛做的剂量反应研究

中，与不添加脂肪酸的对照组相比饲喂浓缩 C18:0（８５％Ｃ１８:０）增加了 DMI，但对奶产

量或乳成分没有影响（表４），很可能与降低了脂肪酸消化率有关（图３Ａ，Boerman and Lock, 

2014b)。 

 

有 一 些

机械的数据

支持某些脂

肪酸能影响

乳脂的合成。

Hansen and 

Knudsen 

(1987) 利 用

一个体外试

验的系统报

道：C16:0 刺

激脂肪酸从

头开始的合成和结合进入甘油三酯，尽管其他的脂肪酸既保持中立或有抑制作用。另外，各种

各样的脂肪酸在酯化为甘油三酯的效率上仅有较小的不同，除 C16:0 外，比其他脂肪酸这是一

个较好的底物。这些与消化率有关的结果表明：浓缩 C16:0 提高了奶牛的生产成绩，尽管理解

影响 C18:0 消化率的因素与增加采食量／十二指肠流出可能会发展出克服这种可能限制的策

略。 

 

小  结  

在日粮中添加脂肪酸以增加日粮能量浓度和支持奶产量是奶牛营养的普遍做法。尽管通常

脂肪酸已经显示了增加产奶量、乳脂产量和生产奶的效率，不同的脂肪酸在生产成绩上的较大

变化也有大量报道，的确是同样的添加剂用于不同的日粮和研究。正如我们认识到的：不是所

有的蛋白原料都是相同的；切记：不是所有的脂肪酸都是一样的。关键要知道：呈现的是脂肪

酸添加剂，特别是长链脂肪酸和他们的不饱和程度。脂肪酸消化率与其他日粮因素有潜在的交

互作用，对确定其能值十分重要。已知的这些信息是重要的：要考虑这些脂肪酸对 DMI、瘤胃

代谢、小肠消化率、在乳腺的乳成分合成、能量在乳腺和其他组织间的分配和体况等可能的影

响。这些同时发生变化的程度伴随着营养战略的目标实施将最终决定添加脂肪酸的整体效果，

相关的决定要考虑泌乳奶牛的日粮。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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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推荐 

棕榈健 PALMITIC、牛健能 ProG60、欲可胖 Elancoban,Rumensin,瘤胃素、乳旺-过瘤

胃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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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氨基酸营养 

奶牛的蛋白质营养概述 

Fred Owens 

DuPont Pioneer 

巫立新译 

 

摘要 

 

根据泌乳和饲养牛的性能试验，只有当日粮蛋白浓度分别达到 20.6 和 15.2%时，才能获

得最大产奶量和收益率。由于这些浓度远远高于商业饲料中所含的浓度，因此已提出通过改变

蛋白质来源以提供更多的特定氨基酸或提供过瘤胃氨基酸来提高生产力。但是，哪些特定氨基

酸在何种程度上实现最大产量却难以评估，以及对补充氨基酸的生产反应已被证明是可变的和

不一致的(Robinson, 2010)。考虑到反刍动物饲料中能量和蛋白质来源在组成和加工上的广泛

多样性，故此生产反应的多样性不应令人惊讶。据推测，这种变化可能是因为：1)反刍动物对

氨基酸的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定义，2)微生物和从瘤胃发酵中逃逸的日粮蛋白中氨基酸的供应

和可用性没有得到准确的预测。将测定值与 NRC 方程预测的肠道微生物蛋白供应和日粮蛋白

瘤胃逃逸量进行比较，发现其准确性和精确性均不高。除了增加瘤胃的氨基酸供应，蛋白质浓

度的升高也会持续增加饲料摄入量和日粮消化率。摄入量增加是由于限制氨基酸供应增加的影

响，还是与消化或生理改变有关的某种间接反应，目前尚不清楚。通过增加水的消耗和瘤胃的

周转率，添加日粮蛋白可间接提高微生物蛋白的生产效率和日粮蛋白源的瘤胃逃逸率。虽然现

场试验有时会检测到补充特定氨基酸来源的性能反应，但将结果外推到其他日粮或生产条件必

须进一步完善预测可代谢蛋白以及生产和维持所需特定氨基酸的模型。 

 

前言 

 

在过去的 50 年中，系统评价日粮蛋白质的需求增长和泌乳的反刍动物进化，从简单的测

量性能响应，到各种日粮粗蛋白浓度定量估计的小肠蛋白质(氨基酸代谢)和估计的氨基酸生产

和维持的需求。这种演化反映了对瘤胃微生物蛋白合成及瘤胃氨基酸组成的深入了解。相比之

下，对维持所需氨基酸的估计仍然难以捉摸。 

我们对氨基酸(和蛋白质)代谢以及对动物和人类的需求的理解是基于对非反刍动物进行的

数千项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正如世界卫生组织详细讨论的那样 

(2007)。在 26 种氨基酸中，8 到 12 种被认为是包括在各种非反刍动物的食物中的“必需”氨基

酸。机体组织可以以足够的速度合成非必需氨基酸，以满足生产的需要，但为了达到最大的生

产速度，必须在日粮中补充一定量的必需氨基酸。反刍动物体内有大量的必需氨基酸，这些氨

基酸是由瘤胃内的微生物在有足够的能量、氨和/或肽以及硫的情况下产生的。尽管瘤胃微生物

提供的必需氨基酸足以维持生存和较低的产出率，但要使幼小动物获得较高的产出率或商业上

获得的牛奶产量，则需要从膳食中补充必需氨基酸。 

简单地说，当一种必需氨基酸处于限制状态时，将其逐步添加到非反刍动物的日粮中，将

会提高生长速度、蛋白质保持率、蛋白质状态的其他指标(甚至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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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直到达到某种反应平台(图 1)。上坡与高坡之间的间断点代表了该必需氨基酸的量首次

完全满足所测特定反应对该氨基酸的需求，因此被认为是所研究氨基酸的日粮需求。(事实上，

这个断点仅仅表示其他氨基酸、营养物质或能量对动物或鸟类的响应设置上限的点)。由于激素

(如生长激素)或抗菌作用，在此平台以外的氨基酸的摄入量可能会略微提高性能。然而，与其他

氨基酸相比，摄入过多的单一必需氨基酸通常会降低性能，因为氨基酸之间的拮抗、不平衡或

毒性，每一种都会降低能量摄入和性能。注意，缺乏必需氨基酸的日粮可能会导致负面反应(如：

体重损失)。这表明，必需氨基酸用于维持和生产。只有在维持需求得到满足后，氨基酸才能用

于生产。 

当氨基酸的供应超过所需的量时，过量的氨基酸必须被降解。多余的氨基酸会提高血浆中

的浓度，增加肝脏、肾脏或肌肉组织的氧化速率。因此，血浆中氨基酸的浓度和氧化率可以并

可作为衡量个体必需氨基酸是否充足的指标。相反，当一种氨基酸缺乏时，所有其他氨基酸的

供应都超过了所需的量，这些过剩的氨基酸必须被氧化。因此，检查氨基酸的氧化速率会随着

限制氨基酸添加到日粮中而降低，直到满足限制氨基酸的要求为止。在一组动物或鸟类中，由

于基因、氨基酸代谢或氧化或饲料摄取量的差异，在给予 55 种自由选择饲料的情况下，个体

之间的断点会有所不同。因此，当在一组动物中测量时，断点不像图 1 所示的那么突然，而是

弯曲的，因此通常通过曲线回归分析来评估需求。 

最大产量的日粮蛋白需求可以用与单个氨基酸类似的方式进行评估。其次,断点会随各种因

素(生产水平、动物或鸟大小、或采食量差异可以影响维持需求、或日粮中第二个限制营养浓度

的差异)，所以 f 估计所需的大量的氨基酸或蛋白质的计算在研究中显得不那么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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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需求模型和系统 

 

经典的蛋白质需求模型 

 

传统上，反刍动物最大产量所需的蛋白质是通过上述剂量反应测量来评估和开发的。研究

人员测量了补充不同浓度的蛋白质为单一日粮饲喂的几组动物的表现或产量。当牛奶产量或增

加的速度增加时，额外的蛋白质，或较低的蛋白质浓度是不够的。相反，当从日粮中去除蛋白

质不能降低动物生产力时，日粮所提供的蛋白质已经超过了蛋白质的需求量。使用各种数学和

统计模型(例如：曲线回归或折线回归程序)来确定断点或需求。这一方法可用于家畜生产者在

实地评估饲喂特定日粮，是否满足一组具有特定遗传优点的动物的蛋白质需求。不幸的是，生

产上的小变化可能不容易或快速检测到，特别是生长或不分泌乳汁的反刍动物。 

如果日粮蛋白补充来源的成本很高，那么生产的最高生产率可能不是最经济的水平。相反，

当饲喂富含蛋白质的低成本饲料(例如：酒糟)时，成本最低的饲料可能含有比需要多得多的蛋

白质，降低饲料中的蛋白质浓度可能会增加饲料成本(Stewart et al.，2012)。 

为了估计泌乳奶牛对粗蛋白的需求量，必须对多个实验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因此，本

研究收集了 25 个泌乳试验的数据，涉及 75 种不同饲料，共饲喂 1151 头奶牛。这些试验大部

分是在 2001 年 NRC 奶牛营养需求发布之后进行的。这些试验包括长期饲喂研究，以及在交叉

或拉丁方实验中对奶牛轮流进行日粮的研究。将结果绘制出来，并通过确定线性或 56 个线性

加二次回归的显著性来评估关系的显著性，线性回归的显著性由每种饲料饲喂的动物数量加权，

并通过将试验作为协变量来调整试验的平均效应。虽然在本数据集所包含的所有试验中均报道

了奶牛的 DM 摄入量和产奶量，但其他测量(表观消化率、尿和粪便中氮的排泄(N)、氮的保留、

牛奶成分、牛奶尿素和血液尿素)仅在部分试验中报道。当这些试验开始时，“泌乳天数”(DIM)从

1 天到 238 天不等，平均为 85 天。图 2 中显示了每种日粮的脂肪校正牛奶产量，用直线连接

的点来自同一试验，绘制出最佳拟合回归线。 

在本综述和 NRC（2001）编辑的早期研究中，随着日粮蛋白质浓度的增加，牛奶产量呈下

降趋势。考虑到这些试验中牛奶产量和日奶量的广泛差异，达到最高牛奶产量需要 20.6%的日

粮粗蛋白似乎令人吃惊。这一浓度远远高于大多数商业畜群的饲养浓度。然而，这一水平低于

NRC(2001)估计的 23%的日粮粗蛋白需要最大的牛奶产量! 在单个基础日粮中(图 2 中单独的

线)，产量响应通常在牛奶产量较大时更大(斜率更陡)。从这两个方程，基于平均减少日粮 DM

蛋白质从 18 到 17、16 和 15%(每一步顺序减少每日日粮蛋白质供应约 0.5 公斤)，应该会减少

脂肪校正乳平均为 1.4、3.0 和 5.0 公斤/ 天，低于日粮 18% CP 的牛奶产量。生产发生了很小

的变化，也可能会难以检测（和统计上可能是无意义的），在单一研究或在田间试验中，当评估

建议仅为了减少 N 的排泄和提高日粮蛋白转化为牛奶蛋白的效率而降低蛋白浓度时，这些降低

应该引起关注。在泌乳后期，蛋白质缺乏对产奶量的影响应小于泌乳早期。因此，根据牛奶产

量和 DIM 调整 

日粮蛋白浓度应有助于留存蛋白质，同时尽量减少蛋白质缺乏对牛奶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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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影响。 

当饲料来源是紫花苜蓿而不是玉米青贮饲料时，以及当补充蛋白来源成本较低时，商业饲

料中的日粮蛋白浓度通常高于泌乳后期。相反，对废物管理和处置的关注常常导致生产者降低

其日粮中的蛋白质含量，转而使用含有高必需氨基酸的蛋白质来源或抵抗瘤胃降解的蛋白质来

源(例如：鱼粉)，并试图用商业来源的过瘤胃氨基酸代替日粮蛋白质。 

虽然在这些试验中，日粮中能量和其他营养物质的浓度都保持不变，但干物质的摄入量并

不受限制。在所有情况下，奶牛都可以自由选择饲料。一般来说，干物质摄入量以曲线方式增

加，类似于牛奶产量(图 3)。在饲料中粗蛋白浓度增加时，饲料中干物质摄取量线性增加(P = 

0.08)，对饲喂干物质摄取量的试验总结出相似的摄取量反应(Owens et al., 2014)。确切地说，

日粮中的蛋白质浓度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影响干物质的摄入量尚不清楚。当然，在蛋白质摄入量

较低的情况下，瘤胃中氨的缺乏会降低 NDF 的消化速率，瘤胃 NDF 填充量的增加会抑制高

NDF 日粮的牛的饲料摄入量。相比之下，额外的日粮蛋白质，通过增加固体和液体的饮水量和

瘤胃通过率、提高瘤胃中微生物生长的效率和增加食物中瘤胃蛋白质的逸出，有望增加流向小

肠的蛋白质。同样，反刍次数和咀嚼时间的增加也会增加瘤胃中液体和固体的流动。因为日粮

蛋白和 NDF 浓度通常呈负相关，保持日粮中蛋白质在小肠中的稳定流动，通过阻止不易消化

饲料的瘤胃外流，本应赋予瘤胃一种进化优势，这种优势在今天的商业牛中依然明显(Owens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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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蛋白的浓度，通常作为蛋白质充分性的一个指标，往往增加瘤胃保护氨基酸的响应。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预期，当补充日粮蛋白和牛奶产量增加时，牛奶蛋白浓度会增加。在这

些试验中没有检测到这种反应(图 4)。相反，当喂食高蛋白食物时，牛奶蛋白浓度往往会降低。

在 Leonardi 等人(2003)的一项试验中，当日粮蛋白增加时，牛奶蛋白的浓度降低，即使在高蛋

白组和低蛋白组中，补充瘤胃保护蛋氨酸都会增加牛奶蛋白的浓度。确切地说，为什么牛奶蛋

白浓度可能对补充瘤胃保护蛋氨酸有反应，但对增加牛奶产量的补充蛋白质没有反应，这还不

清楚。 

在日粮粗蛋白浓度较高的情况下，检测到的其他变化包括：牛奶效率 (产量/DM 摄入量;P 

< 0.03)、血浆和牛奶尿素浓度、乳脂浓度(P < 0.03) 的线性增加，但粗蛋白峰值在 19.4%时，

粗蛋白消化率呈线性和二次增长，粗蛋白在 17.4%时干物质消化率达到峰值，粗蛋白峰值为

16.9% 时 NDF 消化率有线性和二次响应，在粗蛋白为 16.9% 时每日可消化 DM 的摄入量达

峰值。 

减少牛奶生产的环境排放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采食较少日粮蛋白可提高日粮 N 转化为

乳蛋白的效率(图 5)。在每一项试验中，向日粮中添加蛋白质会降 

 

低日粮氮转化为牛奶氮的程度。然而，即使日粮中蛋白质含量很低，导致牛奶产量下降，牛奶

的效率仍然在提高(图 2)。牛奶氮效率的降低主要是由于高蛋白饲料饲喂的奶牛尿氮排泄增加，

尽管随着饲料蛋白浓度的增加，尿液和粪便中氮的排泄线性增加(P < 0.03)。然而，当从日粮蛋

白质从 DM 的 14%增加到 20%时，尿液(115%)的排泄增加幅度大于粪便(15%)。 

图 6 显示了泌乳奶牛在不同泌乳阶段的蛋白质消耗情况。在泌乳早期，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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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牛奶蛋白约占奶牛总氮产量的 60%，而在泌乳后期，牛奶将占总蛋白消耗的不到 40%。奶牛

的其他蛋白质维持开支包括代谢、粪便和内源性尿氮的损失(不可避免的)，以及皮屑(皮肤，毛

发，蹄组织)。在妊娠晚期，发育中的胎儿体内每天沉积的蛋白质很少。 

在泌乳早期，奶牛的能量储备被消耗以满足泌乳的能量需求，从而使其体重减轻。这一时

期组织蛋白储备的动员程度一直存在争议。在试验中，在泌乳的不同阶段监测氮的保留，负氮

平衡(体氮损失)在泌乳早期是明显的，即使饲喂了大量的蛋白质(图 7 中圈出的值)。这将意味

着，与能量一样，在泌乳早期提供过量的日粮蛋白并不会阻止由泌乳早期激素变化驱动的组织

蛋白储备动员的增加。事实上，在泌乳早期动员蛋白储备应该为牛奶蛋白的合成提供氨基酸，

减少对日粮蛋白的需求。 

由于牛奶蛋白产量在泌乳后期下降，因此对日粮蛋白的需求减少。2000 年, Wu and Satter，

基于牛奶产量反应与其日粮和牛奶产量的水平，得出的结论是：在泌乳开始的 7 周，17%的日

粮蛋白对最大化产奶量足够了，可能是由于组织蛋白储备的动员而使蛋白质得以保留。7~16 周

泌乳期，需要较高浓度的蛋白质(19%)(图 7)，但 30 周之前和之后分别为 17%和 16%的粗蛋白

足矣。除了第一个时期，蛋白质的需求量随着牛奶蛋白质产量的减少而减少。然而，Kalscheur

等人(1999)的结论是，即使在泌乳后期产量相对较低的时候，牛奶产量往往也会随着补充 CP

的增加而增加。然而，当日粮粗蛋白浓度降至 DM 的 16%以下时，NDF 的消化率下降，这可

能导致能量摄入的减少。不过，改变日粮蛋白浓度以使 N 的需要与泌乳的特定阶段相匹配，而

不是将单一 CP 作为整个泌乳的目标，这是一种合理和有效的方法，既可以避免 N 的浪费，又

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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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代谢模型 

 

自 Burroughs 等人最初提出用于饲养牛(1974 年)和泌乳奶牛(1975 年)以来，可代谢蛋白

质的概念促进了复杂的蛋白质代谢模型的发展，这些模型通常用于解释生产反应和制定日粮。

这些模型都把反刍动物的 N 需求分成两部分，一种是瘤胃微生物的生长和发酵，其次要满足动

物对必需氨基酸的需求，既要维持身体机能，又要补充营养如图 6 所示。这些模型背后的一般

方案以及这些隔间之间的交换如图 8 所示。所有 59 个模型的核心是对小肠蛋白质供应的估计。

小肠蛋白供应(可代谢蛋白)等于：1)瘤胃中合成的微生物粗蛋白，经冲洗或冲洗后进入小肠；2）

逃避瘤胃消化的日粮蛋白质。池之间有许多明显的交换，但是，传递系数和外界因素可能改变

这些系数的大小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如果氨基酸供应对能量摄入有影响，如图 3 所示，模拟蛋

白质补充对生产的影响变得相当复杂。任何模型的有效性都必须与其他预测生产率的模型进行

比较，但是对于任何有可以测量的中间点的模型，如果模型正常工作，这些中间点的值必须是

准确的。为了评估 NRC(2000)所描述的可代谢蛋白模型的有效性，该模型使用了其他模型中使

用的大部分相同系数，该模型预测小肠微生物蛋白供应的准确性，以及日粮逃逸蛋白和到达小

肠的总蛋白的数量。 

为了进行评估，我们编制了一组数据，其中包括 21 项试验的已发表数据，这些试验采用

了 37 种不同水平或蛋白质来源的日粮，总计为 117 种不同的日粮蛋白组合。在每一项试验中，

我们都用育成的公牛测量了微生物蛋白、总蛋白和瘤胃逃逸日粮蛋白在小肠中的供应量。根据

所报道的饲料摄取量和饲料组成，采用 NRC(2000)模型预测微生物蛋白流和应到达小肠的未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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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日粮蛋白量。绘制了该模型预测瘤胃消化过程中微生物蛋白供应和日粮蛋白逃逸量的准确性

曲线，并计算了回归系数。 

 

微生物蛋白质供应 

 

瘤胃中产生的微生物蛋白到达小肠的数量通常受到瘤胃内有机物发酵所能提供的能量的

限制。由于各种饲料在瘤胃中发酵的有机质的数量不易测定，因此使用了一些瘤胃消化有机质

的替代物。瘤胃有机物消化的典型代表是饲料消化率(如：总可消化营养素，TDN)。这反过来

又可以乘以干物质的摄入量来估计微生物蛋白合成的总能量。根据 NRC(2000)为肉牛提出的方

程、NRC(2001)为奶牛提出的方程、Burroughs 等人(1975)和 Valadares 提出的方程，进而由

Filho 等(2010)推导出微生物蛋白预测产量的线性估计，如图 9 所示。虽然 NRC(1985)对肉牛

的估计和 Clark et al.(1992)对肉牛的估计是基于精料和粗饲料的摄入量，因此与 TDN 摄入量

密切相关，但也从这些来源提供了回归估计。在个体代谢试验中测定的微生物蛋白流向小肠的

量如图 9 所示，可以与这些模型预测的值进行比较。尽管微生物蛋白供应随可消化能量摄入的

增加而线性增加，但测量到的小肠微生物 N 流量仍远低于任何已发表的公式的预测值。对已发

表的模型预测的不准确性，令人质疑已发表的模型是否能对小肠微生物蛋白供应提供有效和现

实的预测。 

大多数可代谢蛋白质模型使用 TDN 作为瘤胃微生物生长可用能量的估计值。 

但是，TDN 或日粮有机质在瘤胃内发酵的程度，随谷物和饲料加工过程以及瘤胃微生物消化饲

料所需的瘤胃停留时间的不同而变化很大。例如，Firkins et al.(2001)报告说，泌乳奶牛在瘤胃

中消化日粮淀粉的程度，干玉米仅为 53%，高水分磨碎玉米为 88%。从各种饲料中提取一定比

例的 TDN 在瘤胃内发酵是一种错误的假设。此外，微生物生长的主要能量来源是发酵碳水化

合物。因此，瘤胃碳水化合物在预测微生物蛋白产量方面甚至比有机物更有优势。由于表列值

似乎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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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预测从完全混合的日粮或以特定方式加工的个别饲料中瘤胃消化碳水化合物的程度，因

此采用其他筛选方法来评估瘤胃微生物的能量可用性(例如，产气量测量;发酵)，可能被证明对

特定饲料和饲料加工方法的估计是有用的。 

在这些试验中测量了日粮中的有机物在瘤胃中被消化的程度。将其与根据饲料组成计算得

到的各日粮的 TDN 含量以及从中获得的饲料的表列 TDN 值进行比较 NRC(2000)。图 10 为瘤

胃消化有机质与日粮中 TDN 含量的关系图。显然，在这个数据集中，瘤胃内有机物的消化程

度，可能是目前可代谢蛋白模型中限制微生物质量产量的主要因素，并不能通过饮食中的 TDN

含量可靠地进行预测。考虑到在这些研究中微生物产量随着摄入 TDN 增加而增加(图 8)，但

TDN 与瘤胃中的有机物发酵不相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关系与摄入瘤胃发酵有机物(图

11)有关，与 TDN 的摄入不相关(图 11)。这种回归中剩余的可变性是由于分析中的错误造成的，

还是反映了额外的因素(如：通过率)正在改变可消化有机物转化为微生物蛋白的效率，这一事

实仍然不确定。 

这种水平的摄入是微生物蛋白供应的主要驱动因素，这并不令人惊讶。较高的能量摄入允

许更高比例的可用能量用于瘤胃微生物的生长(用于维持的消耗较少)，就像生长或泌乳的牛一

样。因此，瘤胃的停留时间或稀释率以及食物中有机物在瘤胃内发酵的程度似乎比 TDN 摄入

量更适合作为微生物 N 流到小肠的预测指标。 

 

逃离瘤胃蛋白质 

 

日粮中从瘤胃发酵中逸出的蛋白质量是根据提供给牛的每一种单独成分的 

数量、每一种饲料成分的蛋白质浓度以及根据未降解蛋白质(UIP 或 100-降解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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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DIP)的列表值提出的从瘤胃发酵中逸出的部分来计算的 NRC(2000)表。这种瘤胃逸出值的

估计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蛋白质的溶解度或各种饲料中蛋白质的酶解或微生物降解程度来估计

的。到达小肠的日粮蛋白的测量值与这些预测值之间的关系如图 12 所示。结果迫使人们质疑

单个饲料的 UIP 值的有效性。为了精确估计，那些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饲料应该是首要考虑的问

题。还需要考虑谷物和饲料加工对瘤胃降解率和停留时间的影响。 

 

代谢蛋白质供应 

 

从总蛋白流向小肠过程中分离的微生物蛋白依赖于微生物蛋白的某种标记物。对动物来说，

蛋白质从微生物到肠道的总流量加上饲料是最重要的因素。根据大多数蛋白质代谢模型计算流

向十二指肠的代谢蛋白质：为微生物蛋白质的 64%(基于假设 80%的微生物蛋白质由氨基酸组

成和真正的小肠消化率是 80%)+ 80%的日粮蛋白质逃脱瘤胃发酵(小肠真消化率)。图 13 将这

些估计数与饲喂这 117 种饲料的牛小肠中微生物和饲料蛋白的十二指肠流量测量值进行了比

较。微生物蛋白合成 TDN 摄入量预测不准确(R2 = 0.48)，估计到达小肠的微生物蛋白量为观

察值的 130 + 27%(74 ~ 224%)和逃逸的瘤胃日粮蛋白预测不精确(R2 = 0.41)，估计到达小肠

的瘤胃逃逸蛋白量(图 12)是观察值的 113 + 84%(0 ~ 549%)。尽管如此，预测的可代谢蛋白供

应仍倾向于随着可代谢蛋白供应的增加而增加。预测代谢蛋白质平均是 113±24%的观测代谢能

(从 60~203%)如图 13 所示。这表明，与小肠组分、微生物和瘤胃逃逸蛋白的流动相比，总蛋

白流向小肠的预测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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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有的可代谢蛋白模型都是基于微生物和瘤胃逃逸蛋白分别预测和组合的概念，以估计

瘤胃产生的可代谢蛋白总供应量。基于这一前提，如果要可靠地预测，就需要努力提高这两种

成分的估计精度，以便能够根据这种估计正确地制定日粮。 

 

结论 

 

基于其在可靠预测微生物蛋白或瘤胃逃逸蛋白流向小肠方面的不准确性，必须对所测试的

可代谢蛋白模型的实用性提出质疑。因为其他可代谢的蛋白质模型是基于相似的输入和方程，

它们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高变异性迫使人们质疑目前的模型是否正确地模拟了反刍动物的新

陈代谢。如果目前的预测模型不能可靠地预测蛋白质的十二指肠供应，似乎没有必要将这种供

应与生产所需的蛋白质或个别氨基酸以及瘤胃生产的维持所需的额外估计量进行比较，因为这

些测量值不容易量化。当其他因素(如能量摄入或消化率)发生变化时，模型可以预测牛奶产量

是否会随着饮食的变化而减少或增加，但这一事实不能证明模型是准确或不准确的。目前的模

型可能缺少重要的组成部分，传递系数可能不准确，或者被认可或未认可的因素对系数的调整

可能被低估。通过用瘤胃发酵碳水化合物代替 TDN 的摄入，以及根据反刍停留时间改变对微

生物蛋白产量和日粮蛋白瘤胃逃逸量的估计，可能会取得改善。然而，即使十二指肠血流可以

可靠地预测，仅从可代谢的蛋白质供应来预测不足仍然是不可靠的，因为反刍动物的维持和生

产所需的个别必需氨基酸的数量仍然必须高度精确地量化。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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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喂低粗蛋白日粮提高氮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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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立新译 

  

伴随着奶牛行业的发展，来自联邦、本地政府和公众舆论对减少环境影响的压力与日俱增。

污染物中主要关注的是氮（N）的排放。在粪肥的贮存和土地施肥期间释放出的氨氮，混合着二

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进入空气形成非常小的颗粒物（<2.5 微米）。 这些颗粒物导致阴霾和人类的

肺部问题以及哮喘。如果粪肥过度使用或应用到冷冻或倾斜的土地，氮能迁移进入到地表水和

造成富营养化，其能最终引起水生态系统退化和沿海岸缺氧。在土壤中，粪肥 N 转化为硝酸盐、

亚硝酸盐和氮氧化物。前两者能转移到地下水层引起婴儿血液氧交换的问题（高铁血红蛋白血

症）。氮氧化物能逃逸到大气层中减少平流层臭氧浓度和造成温室效应。后面的案例是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效应的 300 倍。氮氧化物、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衍生自未消化蛋白中的含硫氨基酸）

逃逸到空气溶解于雨水中形成酸雨，增加土壤和地表水的酸化(Wolfe and Patz, 2002)。 

蛋白是废弃 N 和环境污染的源头，是一种昂贵的日粮成分（表 1），占大约 42%的泌乳牛日

粮成本（St-Pierre,2012）。降低日粮蛋白水平潜在的结果是能减少高蛋白成分的需求、减少这

些成分的代价和将土地面积转换到较高产量的作物比如以玉米替代油菜籽。这将增加玉米的供

应，也会降低低蛋白成分的成本。 

 

 
表 1 基于俄亥俄州中部成分价格的营养价值。自 ST-Pierre and Knappª。 

   

对全国 103 个大型奶牛场（613±46 头；产奶量 34.5±0.3kg/头日）的调查表明，营养师报

告的饲喂日粮粗蛋白（CP）为 17.8±0.1%(Caravielloet al., 2006)。846 个试验日粮的综合分析

发现类似的平均 CP 含量和转换效率，从日粮和代谢 N（基于 NRC，2001）到牛奶的值分别为

24.6%和 42.6%(Hristov et al., 2004)。假设同样的日粮状况（(22.1 kg/d DMI and 17.8 % CP)，

超过 10 个月的泌乳期，全美国存栏 900 万头奶牛（畜牧、奶牛和家禽展望：2012 年 8 月，

LDPM-218，奶牛经济研究服务，USDA）每年将排泄 130 万吨氮（N）。如若日粮蛋白转换率

能达到 35%，而乳蛋白产出没有变化，则 N 的排放将减少 39%到 51 万吨。 

日粮蛋白是用于瘤胃中的微生物生长。微生物蛋白的混合物从瘤胃流过即为瘤胃非降解蛋白

（RUP），其是供应给动物的主要可代谢蛋白（MP），用于维持和生产功能如奶蛋白合成。有几

种模式，如 NRC 营养需求模式(NRC, 1989; 2001)，用软件评估瘤胃和动物 N 需求、瘤胃 RDP

和 RUP 的供应及应用配比。因为 NRC 模式被广泛使用，故它是蛋白应用于奶牛日粮的最重要

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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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的 RDP 比微生物和动物的需求少，结果是奶蛋白的产量减少，虽然能增加 N 效率。

增加 N 效率似乎是一个正面的效应。然而，增加 N 效率不一定在国家层面上效率增加。若一种

考虑是以牛奶的数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每头奶牛的产量损失将要求增加产奶牛头数。这些额

外动物的维持成本将快速抵消每头奶牛表面上的效率增加。 

超出需求的饲喂蛋白结果是过剩蛋白消耗能量、增加N排出、降低动物效率(Kalscheur etal., 

2006)。因此，按需求精准地饲喂动物以使其达到最大的效率是重要的。对行业改善效率的益处

在于购买较少的日粮蛋白以减少生产成本。对社会的益处在于生产食品如牛奶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 

  

瘤胃降解蛋白需求 

  

用 NRC 模型描述瘤胃降解蛋白的供应和需求预测是当前我们营养知识的最佳评估。瘤胃

中日粮 CP 的降解作为支持微生物增长是非常重要的。RDP 不足导致瘤胃氨浓度降低，进而引

起微生物生长抑制和流到小肠量的减少。也造成纤维降解(Firkins et al., 1986)和 DMI 降低(Allen, 

2000)。然而，微生物流入减少不总是导致动物的可代谢蛋白减少，增加 RUP 流量能弥补微生

物 N 流入的减少(Santos etal., 1998)。若瘤胃日粮蛋白不被降解，它就会成为过瘤胃活性微生

物并流入小肠。因此，纤维消化和摄入损失是十分重要的，在小肠没有纤维消化能力，在大肠

仅有很小的能力。如果瘤胃纤维消化被抑制或干物质采食量减少，动物能量的供应将减少从而

减少产奶量。 

证据表明：在比当前推荐和实践应用摄入的 N 更低的情况下反刍动物能保持有效的生产

(Christensenet al., 1994; Christensen et al., 1993)。依据日粮、动物特性和生产水平奶牛对

RDP 的需求总体上在日粮 DM 的 9.5~10.5%。NRC（2001）推荐的 RDP 是基于大量文献数据

的收集统计推导出来的。虽然回归方程结果描述的数据大致较好（r²=0.52），少数用于评估 RDP

利用水平的试验大大地低于当前推荐。因此，可能当前需求设置的太高因为导出他们的数据不

充分。 

 研究实验结果：RDP：RUP 的比率同时由 CP 常数控制是难以诠释的，因为降低 RDP 浓度而

又增加 RUP 浓度是件棘手的事。Gressley andArmentano (2007)观察到 10.1%和 7.4%RDP 的

日粮相比产奶量没有变化。Cyriac etal. (2008)注意到饲喂 8.8%RDP 的日粮产奶量和 DM 采食

量没有变化，但当以 7.7%RDP 浓度饲喂时发现采食量明显减少，产奶量也有减少的趋势（表

2）。在一个随后 Cyriac etal. (2008)的研究里，试验设计用更有力的 11.3%和 8.8%RDP 日粮，

Li et al. (2009)观察到 DM 摄入量明显减少，给奶牛饲喂 8.8%RDP 日粮产奶量减少的趋势强

烈。 

表 2 饲喂 RUP 不变和 RDP 变化的日粮对采食量、产奶量和奶成分的影响。自 Cyriac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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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ntrasts 差异: L=线性，Q=二次方 

a 意即一行在 P<0.01 水平没有显著差异。Pair-wise 最小方差方式：比较（Tukey）只处理 DMI 

  

因此， 这将显得：RDP 需求比必需的和减少了 9%DM 日粮中 RDP 安全的可能更大，或

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少。然而，有可能动物的多样性使他们耐受低 RDP 日粮的能力不同。Aguilar 

et al.(2011)开始的发现表明：动物通常的日粮和在他们血中尿素转运回瘤胃略微的改变中具有

类似的奶产量。因为这个尿素是一种可供替代的瘤胃降解氮来源，可能高转运活动的动物比低

转运活动的更能耐受较低 RDP 含量的日粮。然而，这是前期的工作，在达成最终结论前还需

展开。 

当缺陷出现，他们几乎一致地与 DM 采食量降低相关。即使当前不清楚奶牛可能的多样性、他

们耐受低 RDP 日粮的说法、其中有些奶牛的差异和因此其中牛群可能的存在。如果想精确地

为每一头奶牛优化 RDP 饲喂水平，那么将采取牧场校准。大量的栏舍饲喂类似的日粮，一个

栏饲喂低 RDP 日粮同时另一个栏保持在或高于 NRC 需求。如果 10 天后在低 RDP 日粮发现

DMI 没有变化，那么这栏采用的 RDP 需求评估就是为这栏牛群的。当然，减少 RDP 到第一次

增长的即是成功的，额外减少的 RDP 尝试假定为在经济上的意义。所有已获确认的一个牛群

特定的需求，在需求重新评估之前得花几年的时间。 

  

代谢蛋白需求 

  

尽管我们通常是从 MP 方面说明动物 N 需求，实际的需求是蛋白中的特殊氨基酸（AA）。

因为在吸收的蛋白中有多种的氨基酸（AA）成分，在 MP 单位需求固有的状况中强推了一个超

过确定需求预测水平以补偿蛋白的 AA 成分变异。当大量的使用玉米产品制定日粮结构时最有

可能出现低赖氨酸的情况。这种日粮能满足 MP 的需求，但动物可能仍然会做出反应添加保护

赖氨酸源或更多蛋白这样也给日粮提供赖氨酸。当这些类型的数据与所有其他文献中的试验和

议题做统计分析推导出 MP 的需求，伴随着特有的氨基酸缺乏而产量丢失，如果日粮包含完美

的混合氨基酸强制统计算法解决高 MP 需求将是必须的。例如：当饲喂完美的日粮以满足它们

的氨基酸需求(Baker, 1996)，猪能够有效地达到吸收的蛋白 85%沉淀为肌肉蛋白，作为比较在

奶牛 42.6%的 MP 转化为牛奶(Hristov et al.,2004)。因此，鉴于 MP 需求比需要补偿 AA 供给

变异大，如此，Haque et al.(2012)证明：用减少到 13%CP 的日粮，如果这种日粮的 AA 成分

是较好地匹配 AA 需求，那么动物能成功地饲喂低 MP 日粮。RUP 的成本是 RDP 的 3 倍(Knapp, 

2009)，能减少日粮 RUP 是很大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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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AA 平衡的问题以达到高效率，有和 NRC(2001) MP 需求均衡的添加问题。显然，

用一个可能的预期模型同样精确地预测所有产量水平的需求量。例如：如果精准地系统预测 60

磅/头日产奶量是加或是减 15%，那么将类似地能预测 80 或 90 磅产奶量。令人遗憾的是这不

是实例。在图 4 中证明，过量预测模型（预言—观察；如果所有的预测是完美的应该是 0）MP

的数量允许奶产量在高水平，不足预测在低水平。因此，当应用模型时，如果针对高产牛有可

能需要在日粮中略微平衡增加 MP 的数量，低产牛则相反。作为 MP 供给预测已经有好的证明，

问题出现在需求均衡。 

预测 MP 需求的问题至少是部分地与 MP 转化为牛奶蛋白的假设模型有关，然后减除维持

需要，是一个 65%的常数。在 Lapierre et al. (2007)的资料数据摘要里发现：最高效率是 43%，

当奶蛋白输出（和 MP 供应）增加它衰减。Hanigan etal. (1998)发表的摘要报告回应：产后牛

灌注酪素，发现与平均 22%的转化效率相比一个类似的最大转化率大约在 45%。在高生产水平

的效率降低似乎可以解释在增加奶产量水平允许 MP 的超预测。这个问题被大家很好的认识到，

至于其他，我们正在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无容置疑将在 4-5 年后再版的 NRC 中解决。

然而，意味着将有一个问题出现。 

当应用 NRC 模型平衡日粮蛋白的不同水平时，消除所有来自 CP 的约束和依靠模型解决满

足日粮 RDP 和 MP 的需求能评估省钱的潜力。这样一个运用被证明是错误的！没有合理的参

考。用 2011 年美国东部成分流行的价格。自这种工作显示：能计算日粮降低 CP 至少到 

图 4 剩余预测（Obs-Pred）与 NRC（2001）代谢蛋白（MP）允许奶产量的预测相关。自

NRC（2001）改编。 

 
MP 允许奶量（kg/头日） 

  

16%以满足 NRC 需求，尽管最便宜的日粮蛋白在最高水平。同样蛋白成本增加与日粮能量

成本有关，如此低蛋白的日粮能成为成本有利的。因此，重要的是允许模型工作时没有武断地

限制日粮蛋白含量。含 16%蛋白的最低成本日粮仍然能满足 NRC 需求，如果不仅仅是武断地

设定日粮 CP 含量。 

如果假设 RDP 需求超过预测 0.5%个单位，那么上述的分析：当应用 NRC 模型平衡一个

不同蛋白水平的给定日粮时，通过消除所有限制 CP 和依据模型解决满足日粮 RDP 和 MP 需

求的日粮能估算省钱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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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用 NRC(2001)模型计算不同蛋白水平的日粮成本和一个最低成本计算。改编自

Stewart et al. (2012)。 

 
图 5 调低 0.5%个单位。替代有效最小值 16%CP 的日粮，将能降到 15.5%的日粮蛋白。

如果同样或者鉴于 RUP 是由非常好的混合 AA 而构成，有可能用少于 14.5%蛋白的平衡日粮

饲喂高产奶牛。这个水平的采食量将达到 30%的效能，这是事半功倍的方法达到我们 35%的效

率目标。达到 35%效率（11.5%CP 的日粮）似乎要求更加精准的 AA 供应和要求预测均衡，这

样的日粮除了能计算 AA 又能计算 MP。 

 

氨基酸需求 

  

对于反刍动物预测 AA 供给和需求比单胃动物具有更大的挑战。从瘤胃流出的 AA 是包含

了未消化饲料蛋白、微生物蛋白、脱落的消化道细胞和分泌物的功能性 AA（NRC，2001）。这

些实物的每一个预测的难度有很大的障碍，我们有能力依据基于猪和家禽的生产性能数据导出

AA 需要量。反刍动物多数已有的进展是通过瘘管和插管动物而获得，允许产后奶牛 AA 的供给

(for example Haqueet al., 2012)。然而，这是一种非常细致和昂贵的工作。最近我们搜集了许

多有关蛋氨酸、赖氨酸与组氨酸的出版结果 (Korhonen et al., 2000; Noftsger and St-

Pierre,2003; Rulquin et al., 1993)。我们远不止理解猪和家禽的水平，仍需做必需 AA 需求的

工作，在不远的将来不只是希望达到在任何时候理解水平的层面而已。 

作为 AA 需求被表达为一个 MP 供给的百分比，MP 使用效率变量的问题，奶蛋白超过预测

微不足道的反应以改变 MP 供应被部分地蔓延到现存 AA 需求均衡中来，大概贡献出准确的缺

乏和在这些均衡的精确中（NRC，2001）。运行在组织水平，用多瘘管动物已经清楚地显示：

由血液呈现出从肝脏和肠道组织不断移出的少量 AA。因为乳腺组织所移出的 AA 不及呈现出

的一半，有显著的循环进入肠道和肝脏导致额外的去除。这放大了与 AA 供给增加相关的能量

供给，作为乳腺组织有能力改变以移出 AA 满足其需求(Bequette et al.,2000)。因此若乳腺组织

显现出好的能量供给，它将有能力发挥最大潜力产奶，也将增加 AA 提取效率以达成该目标。

如果能量保持恒定和 AA 供给减少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相反，如果乳腺组织能量供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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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的利用将减少，自血液的提取也减少。以前的案例，较少的 AA 被循环进入肝脏和肠道，较

少的分解代谢，AA 的提取效率增加。近期的案例，更多的 AA 循环，分解代谢增加，AA 的提

取效率下降。因此，假设产后 AA 吸收应用于奶蛋白合成为常数明显是错误的。 

上述乳腺组织能量和 AA 供给的互作是介于细胞内信号的。至于完整的细胞内信号供给来

自于几种关键的 AA(Appuhamy et al., 2012; Appuhamy et al., 2011)、细胞内的能量供给

(Appuhamy et al., 2009)、指示动物综合状况的激素信号、胰岛素等(Appuhamy et al., 2011)和

可能 IGF-1。因为这 3 种物质互作决定了乳蛋白的整体合成效率，也因为组织能改变 AA 利用

能力以满足细胞内 AA 需求，单一限制性 AA 的概念和平均的营养是错误的。 

第一限制性营养和 AA 的概念是基于通常假设被称为最低限度定律，是 Sprengel(1828)基

于植物生长对土壤矿物质反应而得出的。最早的假设是：一种营养能限制植物生长、何时限制、

依据生长而均衡地供给。Von Liebig (see Paris, 1992 for a translation)随后强劲地重申假设条

款指出：如果一种营养限制生长，其他的营养不可能出现回应(von Liebig, 1862)。Mitchell and 

Block (1946)习惯于 von Liebig 延伸 Sprengel 假设，并发展了限制性 AA 顺序的概念，这通常

是用类比木桶上的破板描述的。基于这个设计，如果任何一个营养限制了奶产量，那么只要添

加这个营养到日粮里，将导致正面的奶产量反应，即：单一的限制营养模型。 

为了确定哪一个营养是最限制的，一定要能计算这个营养允许的产奶量。这种计算是非常

简单的，如果假设一个不变的转化效率，在 NRC 模型里即有案例。然而，上述讨论的 AA 的转

化效率是不固定的。因为 AA 从血液中移出的调节是与乳蛋白合成的需要相呼应的(Bequette et 

al., 2000)，AA 从肠道转运到乳蛋白的效率是变化的，因此违反了 von Liebig 的假设。 

来自几种 AA 结合信号的出现、乳腺细胞能量的供给、荷尔蒙信号对乳蛋白合成率的设置

也违反仅仅一种氨基酸就能限制产量的假设。如果有更多的营养或荷尔蒙能弥补另外一种的不

足，有几乎极大数量的 AA 组合、能量底物和浓缩荷尔蒙在十分相似数量的牛奶中产生。这个

概念被 Rius et al. (2010a)在体内试验所证明(见图 6)。更多的任何一种 AA，同时所有其他的

保持恒定，将推动更多的乳蛋白合成，不论“第一限制”出现否(Clark et al., 1978; Hanigan et al., 

2000)。因此，当前泌乳牛的蛋白和 AA 需求模型不能适应表现生物的潜力，导致很大的预测错

误。 

从这个讨论的结论是：平衡的日粮 CP 能低于 15%，甚至能低到 13%，如果我们能可靠地

按照真实的动物需求匹配 AA 供给。但是当前用于现场实施的 AA 需求模型程序显现出与这样

的预测不匹配。我们在制定一个新的预测方案流程：将较好地表现生物，如此，将提供更加准

确地允许达到泌乳牛 35%的 N 效率。 

图 6 奶产量和代谢蛋白转化为乳蛋白的效率反应到能量变化和瘤胃非降解蛋白供给。From 

Rius et al. (2010)。HEHP（高能高蛋白）= 1.54 MCal/kg; 11.8%MP; HELP（高能低蛋白） = 

1.54MCal/kg, 9.5% MP; LEHP（低能高蛋白） = 1.45MCal/kg, 11.8% MP; LELP（低能低蛋

白） = 1.45MCal/kg, 9.5% 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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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中尿素 N 作为检测饲喂计划的工具 

  

合成的尿素释放入血液，均衡体液包括：奶(Broderick and Clayton, 1997)所致的与血中尿

素 N、奶尿素 N（MUN）、日粮 N 和奶牛中的 N 平衡高度相关(Preston et al.,1965)。如果相对

与奶牛需求日粮蛋白缺乏，AA 分解代谢将减到最小导致尿素合成、血液和奶中尿素浓度低。相

反，如果日粮蛋白过量，AA 分解代谢将增加导致尿素合成、血液和奶中尿素浓度较高。因此，

饲喂的蛋白能基于 MUN 浓度调整以达到最大的效率而产奶量不变。因为肾脏尿素的清除是取

决于浓度，也与 MUN 和尿 N 的排泄高度相关(Jonker et al., 1998)。MUN 也是氨从奶牛粪中排

泄的一种好的标志(Burgoset al., 2007)。这些关系和由乳品生产者常规检测的 MUN、实验室测

试的 DHIA 提供了监控饲喂计划和饲料管理操作以达到最大化 N 效率和最小化环境负担的一种

有用的工具(NRCS,2011)。 

尽管 MUN 浓度与蛋白充足的关系是清楚的，有几个因素能导致预期值的偏差。这包括取样

的时间、季节、体重、繁殖和营养等诸多因素(Broderick and Clayton, 1997; DePeters and 

Cant,1992; Kauffman and St-Pierre, 2001)。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奶牛(Wattiaux et al., 2005)，

至少部分地解释是基因变异(Miglior et al., 2007; Mitchell et al., 2005;Stoop et al., 2007; Wood 

et al., 2003)。鉴于 MUN 的基因效应，在饲养管理过程中要考虑种公牛的选配选育对一头奶牛

MUN 浓度不同于预期值的可能。 

当应用 Kauffman and St-Pierre (2001)模型预测由 Cyriac et al. (2008) and Rius et al. (2010)

所实施的单个奶牛 MUN 浓度试验时，与奶牛相关的剩余 MUN 变化值为 4.1±1.1mg/dl

（P<0.001），表明：在给定的日粮下，单个奶牛的 MUN 大幅度地偏离预期的值(Aguilar et al., 

2012)。Aguilar et al. (2012)也观察到：当校正了日粮营养和生产水平的差异，并分析了来自维

吉尼亚州的 6 头奶牛的的数据后，对奶牛的影响非常显著，对单个奶牛的影响也倾向于强烈。

奶牛 MUN 的最小方差意味着变化范围从低的 13.6mg/dl 到高的 17.3mg/dl。如果所有的其他因

素保持不变，鉴于日粮的 CP 从 17%到 16%所变化的一个百分点，导致 MUN 变化 1.1mg/dl，

奶牛最高的 MUN 值将不得不减少日粮的 CP 到 12.8%以达到 MUN 通常能接受的 12mg/dl 目

标值。因此，认识到不是所有的奶牛都能达到预期的同样 MUN 目标值是十分重要的，奶牛特

殊的标准化目标要求是达到和保持最大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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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的校准能通过评估饲喂计划来达成，获得认为是所有可能影响观察 MUN 变异的因素。

如果奶牛管理的好，饲喂平衡的日粮：蛋白没有超出 NRC（2001）的需求，日粮能量足够，普

遍适用的 MUN 校准目标值。如果奶牛饲喂过多的蛋白关系到能量的供给和产奶量，日粮将不

得不再平衡，饲喂 2-3 周后再对 MUN 进行评估。在饲喂这段时期后，MUN 值达到按照校准的

NRC 需求参考目标值。在这个 MUN 水平，适当的 RDP 和 RUP 平衡日粮将不再是一个蛋白缺

乏的草率问题了。 

考虑到奶牛的 MUN 参考目标，然后才能确定奶牛是否将耐受低 RDP 和 RUP 饲喂水平。

因为考虑到 RUP 比 RDP 的成本更高，首先得开始 RUP 的校准。在饲喂 NRC 需求平衡的日

粮后，减少日粮含量 0.25%或 0.5%个单位的 RUP，同时保持能量和 RDP 含量不变。饲喂该

日粮 2 周，测定是否有任何产奶量的损失或 DM 采食量的变化，同时也记录 MUN 含量。如果

产奶量或 DM 采食量没有损失，试着去掉另外 0.25%单位的 RUP，两周后再次评估产奶量、采

食量和 MUN。产奶量比 NRC 模型预测有任何少的损失均视为超过预测的反应。一旦有损失的

出现，就添加回上次减少的 RUP 并存储该值作为你的奶牛的 RUP 目标含量和 MUN 的目标水

平。 

确定了奶牛特殊的 RUP 饲喂水平，如果经济上可行的话你就可以试着减少 RDP 含量。从

日粮中减少 0.25%或 0.5%单位的 RDP，同时保持能量含量恒定，RUP 在一个新的确定水平。

饲喂 2 周后再次检测 DM 采食量、产奶量和 MUN。注意：DM 采食量一般将在产奶量之前变

化。如果产奶量或采食量没有损失，则去掉另外 0.25%单位的 RDP 再重复以上流程。一旦出

现 DM 采食量或产奶量的损失，就添加回上次减少的 RDP 并存储该值作为你的奶牛的 RDP 目

标含量和 MUN 的目标值。 

这个奶牛的特殊 MUN 目标值能用于检测你的饲喂计划。如果 MUN 降低到目标值之下，非

常可能产奶量将在不久下降，必须立刻纠正。注意：MUN 下降不会提供任何关于 RDP 或 RUP

有问题的信息。这只是告诉你动物缺乏 N 与它当前的产奶量水平有关。你将不得不确定是否

RDP、RUP、其他的日粮因素比如能量、纤维或动物健康有问题。也要非常关注日粮中盐的数

量将影响 MUN (Spek et al., 2012)，因此得确认盐的含量，方法与确定 MUN 的目标值类似。 

(参考文献略)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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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泌乳牛粗蛋白的水平可以降低到大概 14%粗蛋白（CP）而奶产量和品质不会或很少损

失，只要适当考虑到日粮的组成、饲料的水平、草料的性质和包含的浓度。以有限的数据预测

现代高产奶牛对低日粮 CP 水平的奶产量回应是复杂的，特别是英国饲喂系统。因此，更多的

研究必需更好地量化对低 CP 水平日粮的生产回应，尤其在泌乳早期。同时，注意应该为奶牛

实行定制低 CP 日粮。 

2、有一些证据表明：过量的蛋白日粮可能增加跛足的风险，尤其是蹄底溃疡。蹄子的生

长可能得益于补充蛋氨酸，但任何益处可能受限于泌乳早期的高产牛。当前有少量的证据表明

改变奶牛的日粮蛋白水平或在妊娠后期和泌乳期补充氨基酸将显著改善奶牛其他方面的健康。 

3、在妊娠后期和泌乳期增加日粮蛋白水平或质量不影响体脂代谢，除非奶牛处于高体况

评分状态。这些动物有动员更多体脂的趋势。提高蛋白质量对脂肪肝症状没有一致的益处。 

4、高日粮粗蛋白对繁殖是不利的，而饲喂低蛋白日粮对繁殖没有明显的不利影响，尽管

这种影响需要在现代高产奶牛上确认。 

5、减少日粮 CP 水平能增加 N 捕获的效率和减少 N 排泄到环境当中。实现 N 利用效率

最大化，无论如何不应当显著损害奶产量、繁殖和健康。 

6、当饲喂低蛋白日粮奶牛回收尿素的效率尤其高。英国使用的料奶比（FiM）系统显示：

使用足够的蛋白比缺乏或处于临界状态蛋白的日粮对乳蛋白合成的效率更高。有许多可能的解

释为何 FiM 系统不总是能准确地预测真乳蛋白。尤其是系统设计所计算的需求和供应的代谢

CP（MP）对奶牛预测的反应。当前希望日粮包含较低的蛋白，然而，因为移除了过量 MP 的

净安全量，审核可能的反应变得更加重要。 

 

摘要 

 

全球蛋白价格微涨，需要减少现代产奶系统对环境的影响，本文回顾寻求评估减少奶牛日

粮粗蛋白水平的可行性。CP 水平在 140 到 220g/kg DM 之间，CP 浓度与干物质采食量（DMI）

有强烈的正相关。然而，当日粮 CP 低于 160g/kg 

DM 对 DMI 的影响是适度和降级的，可能日粮成分中的非降解蛋白消化率的改善（和氨基酸）

或增加的可发酵 ME 至少部分地给予了补偿。小肠吸收氨基酸的水平和平衡，尤其蛋氨酸和赖

氨酸可能成为了低 CP 日粮的限制因素。通常，MP 的氨基酸成分比非降解蛋白更好，因此日

粮战略目标是促进瘤胃微生物蛋白的合成可能会尝试一些方法去调整低 CP 日粮的氨基酸不平

衡。比如：减少 NDF 的水平，同时增加淀粉的比例会导致改善 N 利用的更好，以实现减少日

粮 CP 到 150g/kg DM 以下。一个系统回顾和综合分析：用瘤胃保护形式的蛋氨酸和赖氨酸饲

喂高产奶牛的日粮包含 150gCP/kg DM。这个分析显示了当奶牛补充这些瘤胃保护氨基酸后微

小而显著地(P=0.002)增加了奶蛋白产量。研究不是随机的，但由于研究的日粮成分的差异反应

在奶产量和奶蛋白产量的变异。奶牛饲喂低蛋白日粮补充蛋氨酸和赖氨酸 DMI 不受限制，MP

不是非常缺乏，其他氨基酸比如组氨酸和亮氨酸不受限制。尽管过量的日粮蛋白损害繁殖和增

加跛行，没有证据显示减少日粮 CP 水平到 140-150g CP/kg DM 将会对奶牛繁殖和健康有任

何不利的影响。现代模式评估奶牛的 MP 需求，需要细化和核实以预测低 CP 日粮的反应。 

引言 

 

豆粕成本的增加和最近对贮存和施用牛粪便和尿液的立法联合影响下，导致再次对降低奶

牛日粮 CP 水平的兴趣。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只有大约 25-35%的日粮 CP 被捕获和分泌到牛

奶中，大多数剩余的 N 丢失到尿液和粪便中(eg Broderick, 2003)。这不仅仅表示一个潜在的环

境危害，也表示饲料成本的消耗。重视成本，尽管有可能使用低成本的植物蛋白来源的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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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非蛋白氮来源，如：饲料降解或缓慢释放尿素成分(Sinclair et al., 2012)，真实的成本节约和

减少日粮 N 损失到环境当中，使奶牛低 CP 水平日粮成为必需。业界的确认识到影响从奶牛排

放 N 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蛋白质摄入、粪便 N 排出和日粮蛋白摄入之间有一个强的和肯定的相

关性(r2 =0.9; Yan et al., 2010)。此外，最近关于影响奶蛋白产量的日粮蛋白浓度和降解以及由

于奶蛋白合成的日粮 N 利用效率的综合分析推断：日粮的 CP 浓度是乳 N 利用效率最重要的日

粮影响因素，减少日粮 CP 对增加日粮蛋白利用率是最显著的(Huhtanen and Hristov,2009)。 

研究已经开始评估饲喂降低日粮 CP 水平对奶产量和成分的影响，虽然在降低 CP 对奶牛

健康和繁殖影响的数据有限。此外，系统地开发基于饲喂供给常规的颇为有限范围（通常为 170-

200g CP/kg DM）的日粮 CP 水平预测奶牛的饲料采食量、能量和蛋白质需求。不确定，因此

围绕这些系统的能力在低 CP 日粮水平下以精确地预测动物需求和模式化的动物生产性能。展

望低 CP 日粮对高产奶牛的发展趋势，开发优化瘤胃的 N 捕获能力、提高肠道 N 消化和吸收

率、改进吸收后 N 的利用率和部分有利于乳腺的营养策略将是必需的。当前的回顾试图处理这

些问题和努力为将来研究提供一些引导和为奶牛业提出营养建议。 

 

当前日粮蛋白推荐的科学基础 

 

如同所有的哺乳动物，奶牛必需最终自日粮中满足其蛋白需求。不像非反刍动物，无论如

何仅能从真蛋白中利用氨基酸，奶牛能如同利用真蛋白一样利用非蛋白 N。这是因为瘤胃微生

物能自非蛋白 N（如：尿素）如同真蛋白一样合成氨基酸。因此，奶牛基础蛋白营养的单位是

氮，通常 CP 是 N 的 6.25 倍（基于植物和动物蛋白 16%的平均 N 含量）。 

在以往，蛋白质的评估是单独考虑日粮蛋白的摄入与乳蛋白、粪便和尿液的输出相匹配。

奶产量和活体重主要决定了饲料摄入和蛋白输出，所以容易计算日粮粗蛋白的需要浓度。出乎

意料的是，这种风气仍然存在和顾问们经常强调日粮蛋白的含量，即使仍没有给出关于蛋白质

各种各样的信息（如：瘤胃降解和过瘤胃降解）。 

1980 年，英国发布代谢蛋白（MP）系统（ARC，1980）。MP 系统认为：瘤胃微生物能利

用氨基酸合成蛋白，如同直接来自日粮，瘤胃微生物需要 N 生长。微生物蛋白的产量取决于瘤

胃微生物分解蛋白质的速率和范围。瘤胃微生物生长也取决于可获得的能量供应（如:可发酵能

量）。因此，蛋白供应的临界值是瘤胃降解蛋白（RDP）、不可分解日粮蛋白（UDP）和可发酵

代谢能（FME）。MP 供应来自微生物粗蛋白（MCP）和 UDP 供应。净蛋白需求来自乳 N 输

出、妊娠期间的 N 积累、内源性 N 损失和体重变化的 N。净蛋白需求通过每一个代谢过程的效

率因素转换为 MP 供应。校正系统发布于 1993 年，瘤胃 N 和能量供应的计算精确了，改进了

大量蛋白需求的评估（AFRC，1993）。 

经历了 AFRC（1993）的实施暴露了几个不足。一个称为“饲料转变奶（FiM）”的联合参数

于 1997 年确立应对了这些缺陷并发展了一个改进系统。FiM 的产生形成了新的预测干物质采

食量、能量、蛋白供应和需求、瘤胃稳定性、乳成分和氨基酸应答(Thomas, 2004) 的方程式。

蛋白质评估相关的主要特性是一个新的瘤胃模式计算微生物蛋白产量，重新评估维持 MP 需求，

决定合适的必需氨基酸供应量的供应系统报告。 

相比 FME，FiM 瘤胃模型最主要的特征是详细定义了三磷酸腺苷（ATP）作为微生物能量

的供应(Thomas, 2004) 。这在生物学上有重大的意义，因为 FME 为特定日粮有一个固定的值，

然而 ATP 的供应是依据饲料的瘤胃降解特性和瘤胃外流率的变化而变化的。一个进一步的改进

是瘤胃流出率分别计算了可溶物、小肠饲料颗粒、精料和饲草；这些离开瘤胃的碎片处于液体

和固体状态的消化物流出率不同。作为AFRC (1993) ，在FiM中的MCP产量是依据能量（ATP）

和蛋白质（RDP）供应计算所得，获得的实际 MCP 产量值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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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M 提出的蛋白需求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维持需要的 MP 增加了，AFRC (1993) 比其他蛋白

评估系统(Thomas, 2004) 要显著的低。在 AFRC (1993) 中，内源性 N 损失已经被计算在饲喂

的维持水平里了，摄入的较高水平没有做调整。在 FiM 中，采用了来自 NRC (2001) 的回归系

数以辨别出摄入增加的粪便 N 损失。进一步的调整增加了从后段肠道吸收的内源性 N 数量，再

次使用了来自 NRC (2001) 的方程式。 

决策供应系统被合并入 FiM 以预测供给量和必需氨基酸的充分性。这是基于采用了 INRA 

(Rulquin and Verité,1993) 系统以预测代谢赖氨酸和蛋氨酸的供应和反应；在 FiM 中，比较了

反应的阈值。不像一个真实的需求或反应系统，决策供应系统仅仅给出了一个警示：若赖氨酸

或蛋氨酸供应处于边界或不足；用户可以修改需求。 

 
 

作为 FiM 的部分项目，FiM 蛋白模型评估了来自 5 个研究涉及总计 50 个日粮处理的生产

数据（图 1）。当日粮依据 MP 供应作为需求的百分比进行分类：合格的(>102%) 、临界的(98-

102%) 和缺乏的(<98%) ，观察到在 MP 供应和乳中真蛋白（TP）产量之间的强相关(r2 = 0.71

到 0.92)性(Thomas, 2004) 。回归线的斜率表明：MP 缺乏的日粮 MP 的效率最大，MP 的供

应过量效率最低。可以断定 FiM 蛋白模型作为需求基础模型执行的较好。这个结论也被 Agnew 

and Newbold (2002) 用于审核奶牛饲料标准，但他们增加了告诫：FiM 蛋白系统应当可以对放

牧状况的动物进行评估。 

FiM 联合（图 1）评估报告的特征是缺乏大多数日粮的分类，日粮分类临界或缺乏与较大

的乳蛋白输出有关。在 MP 供应报告(1500 g/天) 区间的中部尤其明显，在同样的 MP 供应水

平下，MP 缺乏的日粮比合格的多产出了 50%的真乳蛋白（TP）。概念上，作为 MP 缺乏的日

粮等级应该预期乳蛋白产出较低。 

 检验这个特征是否控制着其他真实的数据，数据来自两个独立的研究用于评估 FiM MP 模

型作为跟进 FiM 联合同样的方法。在第一个研究里，日粮设计的是 MP 缺乏与日粮提供更多的

MP 比较，MP 或者来自于鱼粉或者来自于低和高水平的植物混合物(Allison and Garnsworthy, 

2002) 。在第二个研究里，日粮用低和高含量的 MP 以及低和高浓度的亮氨酸阶乘因子的安排

(Garnsworthy et al.,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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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研究里，乳 TP 产量和 MP 供应比大多数包含在 FiM 评估里的值高。然而，观察到乳蛋

白对日粮供应的缺乏、临界(联合的）或充足的 MP 具有强烈的相关性（图 2）。 

 

 

如同 FiM 报告中的评估，回应的斜率，如：MP 的利用效率，缺乏的/临界的日粮（0.8）比

充足的日粮（0.62）高。此外，MP-缺乏和 MP-临界日粮比 MP-充足日粮在同样的 MP 供应水

平下产生的乳 TP 更多；因此，与 FiM 评估报告协同一致。可能得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结论，

即：MP 在缺乏和临界状态比 MP 充足时输出的乳 TP 更多。 

这种异常现象最可能的解释不是 FiM MP 模型有缺陷，而是该评估方法有产生这种反常现

象的可能性。FiM 和当前的评估，日粮被归类为依据 MP 平衡计算的一个迟滞来观察生产成绩，

不是从目标出发来制定日粮配方。因此，该日粮的乳 TP 产出比来自 MP 供应缺乏类的预测高；

导致乳 TP 产出比来自 MP 供应充足类的预测低；因此，这不意味着一个缺乏 MP 的日粮会提

高乳蛋白产量；这是受比 MP 供应更多的其他因素影响。 

超出 MP 供应预测日粮可能影响乳 TP 产出的几个途径： 

1、MP 供应在临界或缺乏状态时的日粮 MP 合成乳的利用效率较高；这是在 FiM 被公认的情

况下，但采用的固定效率是 0.68。 

2、一般来说，低蛋白日粮由于增加了氮循环氮的利用效率增加；FiM 不包含氮循环模型，不过

包括增加饲料采食量的后肠道较高的氮吸收。 

3、大致上，低蛋白日粮氮效率是增加的，蛋白质分解代谢的能量是降低的(Metcalf et al., 2008) ，

高蛋白日粮增加了身体贮备的动员(Garnsworthy and Jones, 1987) 。 

4、DUP 的氨基酸组成会影响 MP 供应的反应。赖氨酸和蛋氨酸的反应在 FiM 决策供应系统的

临界值是公认的，但亮氨酸在 Allison and Garnsworthy (2002) 和 Garnsworthy et al. (2008) 

两者中反应是增强的。在生成的微生物蛋白中亮氨酸是主要的氨基酸，所以 MCP 比理想的氨

基酸组成途径贡献了更大比例的 MP。相比较，如果提供了亮氨酸含量较高的 DUP，日粮处于

临界状态的 MCP 产量可能增进了生产成绩。 

5、日粮供应的 MP 在需求之上，可能引起排出过多氨的能量成本增加；这个成本估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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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MJ/100g 过剩蛋白(Twigge and van Gils, 1984)。 

6、在能量和蛋白供应之间有诸多的互作以确定乳 TP 的产出。Newbold (1994) 讨论了在不同

ME 摄入水平下 MP：ME 的不同理想比例需求。Metcalf et al. (2008) 报告了 MP 在上述理想

MP：ME 比例的反应，但降低了 MP 的利用效率；ME 供应有意被固定，但由于 DMI 的变化一

些处理的反应是令人困惑的。Brun-Lafleur et al. (2010) 报告 了 ME 固定供应与 MP 在需求之

上和之下的互作：蛋白负平衡和增加蛋白供应等于或高于需求，奶产量对能量供应的反应是 0。 

7、FiM 模型预测 DMI 包括在 CP 和 DMI 浓度两者之间的正相关性，虽然当 CP 摄入浓度超出

3.5kg/天。 

 

奶产量对日粮蛋白的反应 

 

接着基于战略上讨论寻求减少奶牛日粮蛋白的水平，这可能影响奶产量和成分，该方法产

量的减少会减缓。不过已经认识到，一种选择或可能的互补策略：日粮蛋白平缓地减少可能引

起每日 CP 水平波动，籍此反刍动物能够挽回和再利用尿素-N 到瘤胃和/或胃肠道而获得益处

(Reynolds and Kristensen, 2008; Cole and Todd, 2008)。上述部分已获得公认，当反刍动物采

食低蛋白日粮时这种再利用尿素的能力特别的高效。低产反刍动物如肉牛和羊，饲喂牧草为基

础的蛋白缺乏日粮，其能在 72 个小时的间隔期间通过天然蛋白源的补充而不会负面影响动物

的生产性能。在一些实例里，N-保留竟然增加了(Cole,1999; Archibeque et al., 2007)。尽管这

种策略在减少日粮成本和减少 N 排泄方面显得很诱人，然而这种饲喂法的效率在高产奶牛上还

没有适当地研究过，因此在这方面的评述将不会进一步考虑。近期的兴趣在于进一步延伸到泌

乳牛。一些研究已经考虑到产犊后的两年(如：Kolver et al., 2007; Butler et al., 2010)。直觉地，

在这个系统里可能察觉到减少日粮蛋白水平较大的适用范围。不过，以我们最高的专业知识，

这样的研究还没有进行，这样的系统有一些关于经济和环境可行性的疑问(如：Butler et al., 2010; 

Wall et al.,2012) ，在该系统里日粮蛋白减少的影响在该综述中不会进一步涉及。 

 

粗蛋白和采食量 

 

在奶产量上有一个较好的积极反应已经确立：随着奶牛DMI的增加(Hristov et al., 2004) ，

其积极回应是增加了日粮 CP 浓度(Oldham, 1984; Newbold, 1994) ，奶产量的成分对日粮 CP

的反应意义重大(Ipharraguerre and Clark, 2005) ，存在自愿采食的改善。接着，通过改善瘤胃

的消化率（尤其是纤维素），但也由于直接和间接影响中间代谢，营养分配到乳腺和调节采食代

谢信号(Ingvartsen and Andersen,2000; Huhtanen et al, 2008)。应当注意，尽管在非反刍动物

这样的影响很有特色（尤其在啮齿动物），但这不是反刍动物的案例，奶牛日粮蛋白对采食调节

的影响不是近些年科学研究的热点。Faverdin (1999) 有效地确认氮营养在饲料采食量调节方

面具有短期和长期的正面影响。前者归因于氨的作用，当超过了肝脏的解毒水平氨能穿过瘤胃

壁快速吸收，在牛上已经显示，该动作是抑制饲料采食的主要机制(Sinclair et al., 2000a)。不

过不大可能发生，如此水平的外围氨会从当前的 18%或更低 CP 的 TMR 日粮中获得，尽管血

液氨可能进入扮演了较高的蛋白饲喂水平，尤其用高效率的(E)RDP:FME 青贮饲料。CP 对采

食量的长期影响同样难于充分地描述，但取决于消化率和基于牧草的本性（意即：牧草比牧草

青贮比玉米青贮） ，以及补充的浓度水平。通常，低消化率日粮的采食量对增加 CP 的反应最

大，玉米青贮稍好于牧草青贮，高浓度水平会导致厌食。Newbold (1994) 建议：采食反应对牧

草青贮的 MP 反应很可能是由于 MP 的供应，对于玉米青贮的反应归因于 ERDP 和 MP 两者供

应的影响。不过，氨基酸供应对奶牛采食后瘤胃的影响难以量化，变化来自 ERDP 的比例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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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及 DUP 的降解性和氨基酸含量(Ipharraguerre and Clark, 2005) 。此外，当动物缺乏 ME

时，采食反应增加 MP 通常上升。 

在一个降低 CP 水平的时代，为了将饲料成本和 N 排泄到环境降低到最低限度，挑战是怎

样减缓与减少 DMI 有关的影响。然而，来自当前高产奶牛的证据表明：CP 在适度的水平或在

140g/kg DM 情况下减少采食量(eg Broderick, 2003;Colmenero and Broderick, 2006; Law et 

al., 2009a; Lee et al., 2011) ,可以由改善日粮的不可分解蛋白成分的消化率(Noftsger and St-

Pierre, 2003) 或者增加 FME(Herrera-Saldana et al., 1990)，和/或者增加日粮总的 ME 至少部

分地给予弥补（籍此改变 ME：MP 比率）。 

 

生理状况（泌乳阶段） 

 

在泌乳反射期间日粮需要支持奶产量的变化，调节营养在组织和乳腺之间的分配改变奶产

量、食欲和内分泌。因此，在泌乳的不同阶段可以调整日粮的蛋白水平以增加氮的利用效率和

最大化奶产量。就当代的高产奶牛，Law et al. 

(2009a) 研究了三种不同 CP 浓度的日粮在应用设计部分的变化于泌乳早期或后期对奶产量和

氮保留的影响。在泌乳早期（即：泌乳 150 天之前）日粮 CP 浓度为 114、144 和 173g/kg DM，

氮用于产奶的利用效率（定义为：牛奶输出的 N/kg、日粮摄入的 N）分别是 0.42、0.39 和 0.35。

6 个处理组泌乳 155 天的氮用于产奶的利用效率描述见图 3。总体上，这些结果显示：在较低

CP 浓度下产奶捕获氮的效率成比例地提高。在这个方面，这些结果与早期观察的一致

(Huhtanen and  

 

 

Hristov, 2009)。蛋白的水平在 30%以下（即：114g CP/kg DM）和在最高（即：173g CP/kg 

DM）时奶牛整个泌乳产量最低。相反，奶牛处理组在 144/144 和 173/144 整个泌乳产量分别

减少 10%和 7%，表明：通过调控日粮成分减少日粮 CP 浓度可能在适当的范围缓解损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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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讨论）。这是重要的策略：目的是在整个泌乳期减少日粮 CP 浓度，实现了降低饲料成本和氮

排放到环境中最大的潜力。 

 

日粮成分和奶产量对粗蛋白的反应 

 

Broderick (2003) 证明了确定泌乳牛 N 利用效率的重要能量来源。通过减少牧草（NDF）

增加日粮能量和去皮玉米的比例（大部分为淀粉），增加总产量和真乳蛋白（图 4），改善 N 利

用效率（明确为早期）从 0.25 到 0.30。相反，日粮 CP 浓度从 184 减少到 151g/kg DM 对总

乳蛋白产量影响较小和不影响真乳蛋白产量，尽管 N 利用效率改善了。在这个研究中牧草比例

从 0.75 减少到了 0.50。由牧草水平含量少于 0.5 而改变碳水化合物来源的浓度能进一步改善

多少 N 利用效率还不确定。然而，肠道可吸收氨基酸的水平和平衡以及增加能量代谢物对维持

最小日粮蛋白的奶产量和成分是确定的。通常认可 10 种必需氨基酸（EAA）中，蛋氨酸和赖氨

酸是常见的对生长和乳产量限制的两种氨基酸。日粮 NDF 高减少了十二指肠蛋白中的蛋氨酸

和赖氨酸的比例，可能是由于流入十二指肠的微生物蛋白（其富含蛋氨酸和赖氨酸）减少的结

果(Robinson, 2010)。一般，MCP 的氨基酸成分是较高的，DUP 更加接近类似于牛奶和廋肉组

织的氨基酸成分(NRC, 2001)。相反，DUP 的氨基酸成分更加接近于对应的各种各样的植物原

料的衍生物。因此，日粮策略的目的是最大化 MCP 向肠道的传送，可能找到一些缓解减少日

粮 CP 供应影响的方法。这样的策略是与瘤胃里的能量代谢密不可分的。Broderick (2003) 观

察到：增加 MCP 很可能乳蛋白产量对日粮能量有更加积极的反应。 

由于 MP 的转化效率，增加 MP(Metcalf et al., 2008)和蛋氨酸以及赖氨酸(Vyas and  

 

Erdman, 2009) 两者的供应代谢氨基酸进入真乳蛋白的数量下降，接着在低日粮蛋白水平下产

量对瘤胃保护形式尤其是氨基酸的反应可能是增加的，只要日粮能量摄入和其他氨基酸不成为

限制性的。大多数主要的蛋白原料来源与 MCP 相比含有少量的蛋氨酸和赖氨酸，因此，在较

高水平的日粮 CP 下，在十二指肠食糜中的这些限制性氨基酸的比例下降(Robinson,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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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时候，对增加蛋氨酸和赖氨酸的反应受到其他潜在的限制性氨基酸（如：组氨酸）和能

量代谢产物（如：糖原异生作用）的影响。Robinson (2010) 对日粮蛋白源和代谢赖氨酸和/或

蛋氨酸系统地回顾和分析发现：当基础日粮的 CP 水平增加时，通常奶产量对蛋氨酸和蛋氨酸

+赖氨酸的反应增加，尽管如同先前的状况，代谢蛋氨酸和赖氨酸用于乳蛋白产量的边际效率下

降(Vyas and Erdman, 2009)。展望未来，在一个减少日粮蛋白使用的新纪元，确立在低日粮 CP

水平下准确的氨基酸限制率反应将是意义重大的。在这个意义上，做一个与泌乳牛饲喂低蛋白

日粮的特殊氨基酸对产量反应相关的文献综合分析和全面系统的回顾是可行的。 

 

对低 CP 日粮瘤胃保护氨基酸反应的综合分析 

 

该综合分析用的是 Thompson 路透社科学网站和 NCBI PubMed 公开发表可获得的同行评

议。后面的数据库，述及的 MeSH 术语包括：“牛”、“新陈代谢”、“泌乳”、“牛奶”、“蛋白”、“蛋

氨酸”、“赖氨酸”。仅考虑了自 1987 年以来符合条件的研究，在泌乳早期或中期为荷斯坦提供

的日粮 CP≦150g/kg DM。分析报告也限定在合并使用瘤胃保护蛋氨酸和赖氨酸日粮测定的奶

产量及其成分的那些研究和试验。这是因为单独考虑赖氨酸的研究及其稀少，广泛认可的 MP

促进奶产量的赖氨酸与蛋氨酸平衡大约在 7.2%和 2.5%(NRC, 2001)。仅有一个最终的研究包

括这两种氨基酸直接注入真胃(Robinson et al., 2000)。在研究中瘤胃保护蛋氨酸和赖氨酸的水

平和来源各种各样，但在最终的分析中予以忽略，基于这种前提由报告作者预测它们合并使用

的水平足以引起一个代谢和/或生产的反应。然而，在一个系统分析报告 Robinson (2010) 提

到：很少的研究尝试做任何实际的测试或甚至预测可吸收的氨基酸传递到十二指肠。因此，终

极分析包括 13 个同行评议回顾研究连同 16 个独立试验。分析校正乳产量（kg/天）和乳蛋白

产量（kg/天）。后者的变化无论是研究粗蛋白或真乳蛋白报告总是不清楚，因此没有尝试做这

些值的调整。用固定影响模型分析数据（综合数据分析软件，Biostat,Englewood, NJ, USA; 

http://www.meta-analysis.com）。不均一性（如：在研究之间的变化）评估用 Cochran’s Q 统

计学 2 测试和 I2 计算（即：研究变异的比例非均匀性更甚于偶然性）。当非均匀性在分析奶

产量和乳蛋白产量两者之间呈现时，综合分析的随机影响被逐个做出。然而这些分析认可固定

模型和因此仅仅呈现于固定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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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分析结果里显示：FCM 产量没有总体反应（图 5），但大致上当低 CP 日粮补充瘤

胃保护蛋氨酸+赖氨酸时是增加的(P=0.002) ，尽管很小。此外，缺乏发表的影响数据（没有给

出数据），分析的设置显著(P<0.001)，在研究的非均匀性表明：在研究反应的变异之间生物的

因素更胜于抽样的误差计算。而且这些综合分析的结果与穿越几个学院和参与者的平均每个处

理 55 头奶牛重复试验的总体反应相匹配。 

在研究中观察到的最大的正面反应是补充瘤胃保护蛋氨酸+赖氨酸 Robinson et al. (1995) ，

在两个地方进行的试验提供给泌乳中期荷斯坦奶牛大部分类似的日粮（玉米、苜蓿和牧草青贮

混合基础日粮）平均 FCM 在 31kg/天。尽管计算出日粮包含的 CP 在 140-150g/kg DM，基于

摄食的化学成分和测量满足但不超出微生物生长和产奶的蛋白需求。在这些状况下，补充 19g/

天瘤胃保护赖氨酸（L-Lys.HCL）和 5.5g/天瘤胃保护蛋氨酸引起了正面的反应，在两个地方机

制不同；在一个地方，是由于蛋白和能量总的利用效率明显增加；在另一个地方是通过改善 DMI

引起大的反应。其他研究显示：给奶牛提供瘤胃保护氨基酸、脂肪（高油去皮玉米,Christensen 

et al. (1994) ）、包含 CP 142g/kg DM 的日粮比不补充脂肪、CP 为 142g/kg DM 的日粮，显

著增加了FCM产量和乳真蛋白产量。先前给奶牛饲喂瘤胃保护氨基酸和在后瘤胃灌注酪蛋白、

日粮包含 CP 为 160-170g/kg DM，发现增加了乳蛋白产量(Canale et al., 1990; Chow et al., 

1990; Cant et al., 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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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Robinson et al. (2000) 的研究发现：在低蛋白日粮（144g/kg DM）补充蛋氨酸+赖

氨酸负面影响很大，这两种氨基酸直接灌注到泌乳后期奶牛的真胃，计算出是小肠吸收需求的

140%。从综合分析中剔除这种巨大影响的研究导致整个 FCM 产量较小但显著地(P=0.05) 正

面增加。在这个研究中生产成绩降低是由于 DMI 抑制的影响。在 Lee et al. (2012 a and b) 的

两个研究中，对照日粮的 CP 含量在 157g/kg,计算出 CP 含量足够。相反，试验组的日粮 CP

含量≤140g/kg DM，视同 MP 缺乏。Lee et al. (2012b) 的研究：在该试验中 MP 水平足够的对

照组补充瘤胃保护蛋氨酸+赖氨酸对增加 FCM 和乳蛋白产量无效；第二个 CP 和 MP 缺乏组没

有添加瘤胃保护氨基酸导致乳蛋白产量较小但显著的改善。 

日粮 CP≤150g/kg DM 奶产量和乳成分反应变化明显，这些分析与先前考虑过的广泛日粮

蛋白水平的系统综述一致(Vyas and Erdman, 2009; Patton,15 Report prepared by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and Harper Adams University on behalf of DairyCo 2010; Robinson, 2010)。通

常一致认为这可能控制着十二指肠蛋白中的蛋氨酸和赖氨酸比例，但预测它和产生量反应的上

升可能困难。也一致认为：添加蛋氨酸和赖氨酸的反应比单独提供任何一种氨基酸通常更胜一

筹，尤其在泌乳早期，但一种氨基酸的反应不必依赖于添加另一种(Patton, 2010)。不过，添加

氨基酸的反应，取决于日粮成分（如：牧草的水平和性质）和动物因素，如：泌乳阶段、体况、

能量负平衡和产奶量；所有这些将取决于营养素的优先次序和乳腺的分配。反应的变异也存在

于商业化可获得的瘤胃保护蛋氨酸和赖氨酸，这超出这篇文章的讨论范围，但是综述的相关话

题( Robert, 2005; Vyas and Erdman, 2009)；Robinson et al. (2000) 显然认为过量的瘤胃保护

氨基酸可能有害。 

 

日粮蛋白和奶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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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超出的日粮蛋白是促成奶牛跛足几个可能的作用模式因子之一。这些包括从过量的瘤

胃可降解蛋白中产生的高水平的氨、青贮中的自由氨(Bazeley and 

Pinsent, 1984) 、或过敏反应产生的组胺(Chew, 1972; Nilsson, 1963)。不过支持日粮蛋白与跛

足相关的证据较为有限。一个主要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关联：当日粮蛋白从 161 增加到 198g/kg 

DM,移动评分（移动评分较高表明移动困难）和跛足的临床案例增加，尤其是蹄底溃疡。另外，

在移动评分和活体增重变化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这可能随后对繁殖率和脂肪肝综合症（FLS）

有影响。也有其他日粮蛋白水平与跛足负相关性的报道(Bazeley and Pinsent, 1984)。相反，在

高产奶牛蛋白不作为识别跛足的风险因素(Espejo and Endres, 2007)，高蛋白日粮也不与奶牛

的蹄部特征变化有任何关联(Momcilovic et al., 2000)。春天的草通常瘤胃可降解蛋白含量高，

理论上可能存在蹄底溃疡的风险。不过牧草中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发酵难以辨别对蛋白的影响，

作为结论没有确定性的证明表明：牧草中的蛋白水平对蹄病有直接的负面影响(Westwood et al., 

2003)。这也日益增加了激素和生理变化是比日粮应激更可能产生奶牛产犊和泌乳期间发生蹄

角质病变的主要因素的可能性(Tarlton et al., 2002)。 

尽管如此，过量蛋白对跛足可能的负面影响，含硫氨基酸在牛蹄细胞增殖和上皮细胞角质

形成的分化方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Hepburn et al., 2008)，尤其是囊肿，在蹄壁和蹄底发现了

过量的微生物蛋白或 DUP 浓度出现(Galbraith and Scaife, 2007)。考虑到 L-胱氨酸容易氧化和

动物吸收蛋氨酸后能转化为胱氨酸，大多数研究已经聚焦于补充蛋氨酸或其类似物的影响。在

体外实验补充 L 蛋氨酸已经证明了增加上皮细胞角质蛋白合成(Hepburn et al., 2008)，虽然在

体内实验反应较少。案例：Laven and Livesey (2004) 报道补充瘤胃保护蛋氨酸（需求的 115%

比 95%）对奶牛的蹄底出血或移动评分没有益处，对蹄角质的生长和磨损率没有显著影响

(Livesey and Laven, 2007)。同样，Offer et al. (1997) 的研究：饲喂高含硫氨基酸的动物蛋白

对跛足或蹄底病变的发展没有益处。相反，有其他报道：补充氨基酸增加了蹄的生长，虽然这

不是与增强蹄硬度有必然的联系(Clark and Rakes, 1982)。显然体外和体内试验不一致部分的

解释可能是含硫氨基酸（尤其是蛋氨酸）的需求与产奶量有关，研究已经报道：通常低产奶牛

补充补充氨基酸没有益处(Offer et al., 1997; Laven and Livesey, 2004)。因此，补充蛋氨酸对

蹄底溃疡和跛足的裨益可能会随着产奶量基因潜力的增进而变得更加明显。 

泌乳的发生降低了谷氨酰胺以及嗜中性白细胞和淋巴细胞的功能 (Kehrli and 

Shuster,1994)，尤其是高比率地利用核苷酸生物合成白细胞(Goff, 2003)。已经很确定：给妊娠

后期的母羊增加蛋白供应增强了免疫反应和降低了围产期粪便蛋球数的上升(eg Donaldson et 

al., 2001)，但在奶牛上有益的证据较少。有一些报道(eg Curtis et al., 1985; Rode et al., 1994)

增加日粮蛋白或氨基酸降低了胎衣滞留和代谢疾病的风险，但缺乏蛋白对奶牛健康影响的特定

设计研究。作为结论，重复实验的数量有限，发现处理影响的可能性减少。然而通过这些研究

总的共识是：无论是产前还是产后蛋白营养对乳体细胞数（SCC）、乳房炎或其他疾病的发病率

都有重大的影响(eg Wu and Satter, 2000; Garnsworthy and Jones, 1987; Putnam et al., 1999)。

蛋氨酸在改善奶牛的免疫系统扮演重要的角色，补充瘤胃保护蛋氨酸在相对较高的水平（30g/

天）显示增加了泌乳中期奶牛外周T-淋巴细胞的增殖，虽然乳SCC没有影响(Soder and Holden, 

1999)。其他的研究检验过：补充蛋氨酸没有发现对 SCC 的有益影响(eg Piepenbrink et al., 

2004; Robinson et al., 2010)。 

 

组织、体脂肪/蛋白动员 

 

在泌乳早期增加日粮蛋白供应与降低脂肪沉积组织抗分解脂肪刺激信号如胰岛素的敏感

性和增加分解脂肪刺激信号如肾上腺素有关 (Schor and Gagliostro, 2001;Cadórniga and 

López Díaz, 1995)。因此，可以期待的是增加组织蛋白供应将会转移为体脂肪动员的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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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在日粮蛋白浓度、活体重变化和体脂肪动员（表现在非酯化脂肪酸，NEFA；图 7a 和 b）

之间有关联性。研究已经检验：在同样的日粮蛋 

 

白之内也没有发现 DUP 水平的影响始终如一的相关性（图 8）。然而，蛋白供应对体组织动员

的影响与日粮（如:氨基酸特征、日粮能量浓度和来源）和动物因素（如：体况评分、泌乳阶段

和 DMI）有关。例如：Jones and Garnsworthy (1988) and Cadórniga and López Díaz, (1995) 

证明：当提供较高的过瘤胃蛋白日粮时，在高体况评分下奶牛的能量负平衡也较高，但低体况

评分下没有。此外，增加日粮蛋白摄入或 DUP 供应常常与提高 DMI 有关，从而减少了体组织

动员的需求。 

当过多的体脂肪动员在奶牛围产期出现脂肪肝（FLS），据评估：在泌乳早期大约有 45%的

奶牛有中度脂肪肝(Jorritsma et al., 2000; Bobe et al.,2004)。已知，FLS 会影响肝脏代谢过剩

氨的能力，具体在本文的其他地方讨论。有显示奶牛从肝脏分泌的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比

率非常低，提高脂类从肝脏转运出的比率提供了一个减少 FLS 发生的选项。蛋氨酸提供甲基供

体用于在肝脏合成载脂蛋白 B100 和磷脂胆碱。这些代谢物用于在肝脏产生 VLDL，合成必需

的肉碱需要透过线粒体膜吸收长链脂肪酸(Grummer, 1995)。因此，已经证明：缺乏蛋氨酸限制

肝脏 VLDL 合成，经过对围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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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严重的脂肪肝调查表明与血浆低蛋氨酸浓度强相关(Shibano and Kawamura, 2006)。不过，

精心安排的研究表明：补充蛋氨酸没有产生确凿的益处(Piepenbrink et al., 2004; Bertics and 

Grummer, 1999; Durand et al., 1992)。的确，有一些报告增加了肝脏脂肪的浓度(Preynat et al., 

2010)，因此，蛋氨酸在泌乳早期能量代谢中扮演的真实角色不确定。 

在泌乳早期一个可供选择的氨基酸来源是体蛋白储备的动员。在泌乳早期体蛋白的动员是

巨大的，估计超过体氮的 25%(Botts et al., 1979) 或在 15kg 范围(Paquay et al., 

1972)。这相当于泌乳头 100 天大约 250g 额外的每日日粮蛋白供应量，或蛋白摄入的 5-10%。

动员氨基酸尤其蛋氨酸可能用于提高从肝脏转运脂类的效率和减少泌乳早期脂肪的风险，如同

先前的描述。一个已经进行的研究目的是提高体蛋白储备以备随后泌乳早期的动员。尽管一些

而不是所有的研究已经显示乳蛋白产出的益处（参见 Friggens et al., 2004)，以及在泌乳早期

降低肝脏甘油三酯浓度或健康障碍的发生率方面有益(eg Huyler et al., 1999; Vandehaar et al., 

1999; Greenfield et al., 2000)。有趣的是，大多数奶牛对代谢障碍敏感（比如ＢＣＳ在３.25 以

上），在妊娠后期增加日粮蛋白供应证明血液ＮＥＦＡ水平较低(Putnam and Varga, 1998)，当

在泌乳早期添加蛋白发现了类似的情况。一个复杂的情况是在妊娠后期饲喂较高蛋白水平的日

粮与增加采食量有关。这导致ＢＣＳ增加，这本质上抑制了泌乳早期的采食量和促进了脂肪动

员，是造成奶牛健康问题如产后瘫(Grummer, 1995)和代谢疾病的基础(Friggens et al., 2004)。 

 

泌乳牛的日粮蛋白和繁殖率 

 

大量的研究报告和综述已经阐述了高日粮蛋白对繁殖率的影响。研究报告总的趋势是在高

日粮蛋白与繁殖率参数之间有负相关性。许多研究发现有些或没有影响。除了报告结果的变异

性，许多的这些研究困惑于缺乏足够的动物数量以精确检测妊娠率的影响和难于控制许多的变

异因素以确定试验配对结果的互作。而且在一些研究里，饲喂过量 CP 水平的商业化日粮后导

致高达 27.4%的负面影响(Garcia Bojalil et al., 1994)。一个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是综合分析，

在最近的一个综合分析日粮 CP 对繁殖率影响的报告中（Lean et al.2012）表明：给奶牛饲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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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在 111-230g/kg 的高或更多的可降解 CP 日粮，总体上降低了 9%的受胎率（P=0.019，在

2-16%之间有 95%的置信区）。这个研究是一个综合分析，应该提醒的是一些研究是在 30 年前

进行的，他们与减少现代高产荷斯坦奶牛的繁殖能力联系甚微。不过，无论如何都清晰地显示

高日粮 CP 对繁殖率不利和可能是有害的。 

尽管有限的研究已经直接阐明日粮蛋白的类型对繁殖参数的影响，Aboozar et al., (2012) 

最近的研究报告：饲喂高水平的瘤胃非降解蛋白改善了奶牛的繁殖特征。较早的对奶牛和孪生

哺乳肉牛的研究表明：增加日量的 DUP 水平减少了血浆尿素浓度对繁殖可能有益。这种益处

有待将来在现代高产奶牛上证实。 

 

降低日粮 CP：影响奶牛繁殖 

 

大量实验研究已经检验了这个假设：高日粮 CP 对繁殖有害，很少重视低 CP 日粮对繁殖

参数的影响。给泌乳牛群饲喂高或低水平的日粮 CP 的 6 个研究总结见表 1。降低日粮蛋白会

导致产奶量降低和与缩小能量负平衡有关，是一个推动不良繁殖的关键因素。不过，这里的结

果显示低 CP 日粮的奶产量一贯降低，但不显示对繁殖性能有任何主要的影响。然而，应当注

意：大多数的这些研究都有一段时间了，奶产量的记录不适应于现代奶牛更高产量的比较。因

此，这些研究表明：降低日粮蛋白可能不影响繁殖特征，这是要点：这种方法的影响评估现代

高产奶牛的代谢需求是远超过先前的动物研究。 

 
 

氮代谢物：尿素和氨 

 

日粮 CP 摄入能反映到血浆或乳尿素的浓度。尿素测定已经大量用于研究评估代谢产物和

繁殖参数之间的关联。多年来认为血浆的尿素水平超过 6.8mmol/l 表明对繁殖的负面影响

(Butler et al., 1996)。然而，大量的研究观察血液循环系统尿素水平与奶牛的繁殖变量结果之间

相关联。在英国的研究报告显示：较高血浆尿素水平降低受胎率(> 7.5 mmol/l; Wathes et al., 

2007)，尽管没有发现任何其他关联(Cottrill et al., 2002; Mann et al., 2005)。最近在波兰的大

量研究报告(Sawa et al., 2011)：乳中尿素和繁殖参数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关联系数 R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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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其关联度的脆弱性。此外，最近的综合分析发现血中尿素氮的水平不影响日粮蛋白对受胎

率的影响。 

尽管日粮蛋白的各种各样的关联包括氨和尿素，已经显示了对卵巢滤泡和子宫层面的作用

进而影响繁殖功能(Butler, 1998)。体外研究显示：高氨/尿素会损害卵母细胞的发育(Sinclair et 

al., 2000b; De Wit et al., 2001)，即使饲喂高蛋白日粮的影响同时发生，其影响是不一致的。例

如，Ocon and Hansen 2003 报告：在体外熟化囊胚形成，7.5mM 但不是 10mM 尿素即有负

面影响。出现更多一致性的是卵母细胞/囊胚比发育胚胎更为敏感，正如 Rhoads et al. (2006) 

报道：胚胎转移 7 天的泌乳牛不接受高尿素的有害影响。提高氨/尿素的主要作用场所与高蛋白

日粮的饲喂可能提高了子宫尿素而降低了子宫动脉 PH 有关(Elrod and Butler 1993)。然而，体

外研究建议：繁殖的敏感期可能出现在胚胎到达子宫之前，暗示输卵管环境可能更重要。此外，

Carroll et al., 1988 报告：给奶牛饲喂低和高蛋白日粮导致子宫尿素水平广泛的差异而受胎率

类似。因此，已经确认一些潜在的作用点通过日粮蛋白能直接影响繁殖功能，作用机制尚不确

定。 

 

对环境的益处 

 

政策驱使减少家畜系统对环境的影响，提高了对温室气体（GHG）和氮磷排放的注意。估

算有差异，在欧洲奶牛生产系统贡献的 GHG 排放在 20 和 30%之间，氮和磷的排放比例类似

(Delft, 2008; Garnsworthy, 2012)。奶牛在转换人类不适合的食物（比如：草、粗料、农副产品）

到高质量的食品（牛奶）方面效率很高。Wilkinson (2011) 测算：奶牛平均产生 2.37MJ 的人类

可食用能量/MJ 人类可食用的能量摄入量和 1.64kg 的人类可食用蛋白/kg 人类可食用的蛋白摄

入量。通过使用农副产品饲喂奶牛可能的益处在于日粮中包含非人类可食用的饲料成分

(Garnsworthy and Wilkinson,2012)。然而，奶牛总的营养效率不是太好仅有 20-30%消耗的营

养转化为了产品；其余的 70-80%释放到了环境中。 

氮排放既可以作为有机氮（总氮的 40-50%，大多数在粪便中）也可以是尿素（总氮的 50-

60%，大多数在尿中）。尽管有机氮相对稳定，尿素轻易转化为氨，在粪肥贮存和铺散时会挥发。

当大气中的氨沉积在雨中会危害氮敏感的自然环境(Misselbrook and Smith, 2002)。若粪肥氮

施于土壤不能为植物所吸收，会造成地下水硝酸盐的污染而排放出亚硝酸氧化物，这是很强的

GHG。牛粪肥的环境影响主要取决于贮存和管理的模式(Misselbrook and Smith, 2002)，但改

善牛奶生产的氮利用效率将会减少任何一个奶牛系统的总体影响。 

氮的利用效率定义为每单位氮摄入的牛奶氮产出。事实上，NUE 在 0.16-0.37g 乳 N/100g

饲料 N 之间变化(Jonker et al., 2002)。氮的利用效率与每头奶牛的产奶量呈正相关。每头奶牛

的产奶量受基因和营养摄入控制，在牧群水平，也受繁殖和健康的影响，其影响每单位产奶量

的动物数量(Garnsworthy, 2004)。产奶量之后，影响 NUE 主要的因素是与蛋白需求相关的供

应，这在这篇文章的前面讨论过。过量的蛋白被分解为能量来源，氮释放排泄到尿中。Jonker 

et al. (2002) 对 372 个奶牛场调查，奶牛蛋白平衡的 NUE 为 0.30，每天上下需求变化 100g N 

则 NUE 变化 0.05。然而，在所有的供给水平，各个牧场 NUE 是变化无常的。 

在消化能力和一些氮代谢不可避免的损失过程中，总氮排放和日粮氮摄入之间有直接的相

关性。日粮成分的两个方面，即：微生物蛋白合成(EMPS)的效率和 DUP 的氨基酸成分会影响

氮排泄。在体内 320 次的观察回顾，微生物捕获的氮在 14 和 33g 微生物氮/kg 瘤胃里真正降

解的 OM 之间变化(Archimède et al., 1997)。高淀粉日粮的碳水化合物类型对 EMPS 达到最高

值影响很大。在高淀粉日粮的瘤胃发酵期间，可发酵能量的供应将与氨基酸释放同步化，由此

改善微生物氮的捕获(Sinclair et al., 1993)。通常，自 FME 计算 RDN 到 MCP 的比率应当是越

接近 1.0 越可能实现过剩 RDN 的最小化排出。DUP 的氨基酸成分通过必需氨基酸供应影响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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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如同该文中较早的描述，赖氨酸、蛋氨酸和亮氨酸缺乏降低乳蛋白合成，导致非必需氨

基酸过剩而分解。 

 

结论 

 

必需注意的是当运用现代日粮配方流程时要确保奶产量的反应匹配奶牛饲喂的低蛋白日

粮（即≤150g/kg DM）。日粮策略目标是当饲喂低蛋白日粮时最优化微生物蛋白合成，可能有一

些方法减缓预期的采食量和产奶量降低。也应当考虑到在这样的日粮里给予自然的、可发酵和

不可发酵水平的能量来源。FCM 和蛋白产量反应在于第一限制性必需氨基酸蛋氨酸和赖氨酸

的供给，这将取决于日粮成分和 MP 供应。在泌乳早期反应可能较大，但当前数据不足以就该

点评估低蛋白日粮。最终，可以预期饲喂低蛋白日粮对奶牛健康或繁殖都不会有害，但这需要

在现代高产奶牛上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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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立新译 

 

前言 

 

除了降低饲养成本，提高氮的利用效率直接解决了人们对动物生产的环境保护的普遍关注。

氮的排泄，尤其是尿液，可能成为潜在的水源和空气污染源，后者是一种温室气体 N2O 或对空

气质量有负面影响的小颗粒气溶胶[雾霾；(NRC)，2003]。 

现在已经认识到，改善奶牛日粮配方需要准确估计可代谢蛋白(MP)的供应和需求，这远远

超出对粗蛋白(CP)的单独估测。进一步涉及到转化 MP 为单个必需氨基酸(AA)的供应和需求。

当前，在北美大多数日粮平衡模型应用康奈尔净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系统(CNCPS，Fox 等，

2004)和 CNCPS 衍生的农业建模和培训系统(AMTS)；NRC(2001)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来开发复杂的瘤胃子模型，以改进对十二指肠蛋白质流量的预测，这些蛋白质将在小肠中被

消化，并提供给奶牛，其定义为 MP 和相关的 AA 可消化流量。虽然这些模型的微调可能仍然

需要改进对饲料可变成分的预测，但它们对蛋白质十二指肠流动或 AA 的预测与实测值非常吻

合(Pacheco et al.，2012)。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为改进对供应的预测所作的密集和定期的努

力，并没有与改进对需求的估计的类似努力相匹配。大多数比例平衡模型中 MP 对维持的要求

仍然是基于近 40 年前发表的工作(Swanson， (1977)，维持和牛奶蛋白的需求都是使用一个固

定的利用率计算出来的，不依赖于供应。这种对泌乳这一复杂生物事件的简化是必要的起点，

因为“营养物质代谢的知识没有反刍发酵的预测那么先进，因为连接各种组织和代谢区间的代谢

路径几乎是无限的和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以及决定吸收营养物质分配具有复杂的代谢规

则”(Fox and Tedeschi, 2003)。但是，由于使用固定的效率系数而假定的供应和产出之间的线

性关系在生物学上是不现实的。众所周知，应用 NRC(2001)和 CNCPS (Fox et al.，2004)定量

平衡模型在摄入高蛋白的情况下，允许的 MP 通常被高估了；在低蛋白摄入时，则被低估了。

最近的回顾建议更新对维持和产奶的 MP 和必需 AA 需求的评估。 

 

当前的需求评估 

 

蛋白质 

 

本报告仅讨论奶牛的维持和泌乳需求，设定成熟奶牛不妊娠、体重和组成不改变。需求的

估计首先需要识别蛋白质和表示净输出的 AA，即蛋白质和将从牛体内输出的 AA。第二步，需

要确定吸收的蛋白质用于支持蛋白质分泌的效率。效率将在本节的最后讨论。 

因此，在第一步中，可以直接将牛奶蛋白分泌所需的蛋白定义为分泌到牛奶中的蛋白量：

目前是指 NRC(2001)中的真蛋白和 CNCPS 中的粗蛋白(Fox et al.， 2004)。不幸的是，估计

从动物体内输出的蛋白质，以满足维持所需，并不像牛奶蛋白生产那么简单。首先，在泌乳奶

牛中不存在奶牛生产前需要满足的维持需求的概念，因为奶牛将在负氮平衡中运行以支持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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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此外，反刍动物维持蛋白质需求的评估一直是一个挑战，由于不可能饲喂反刍动物无蛋

白日粮，故无法创建一个负面影响瘤胃微生物的区系，N 的回收进入瘤胃和进行相关的微生物

蛋白质合成加剧了这一问题。1977 年，Swanson 进行了一项全面的文献综述，评估了“仅基于

表明牛的真正维持需要的适当原始数据，维持氮的三种损失途径中每一种的新因素”，这些途径

是内源性尿、胃肠道上皮屑和代谢性粪便蛋白(MFP)损失。 

内源性尿损失是指动物在摄入能量充足但缺乏蛋白质的食物时，尿液中 N 的丢失量。这些

损失包括肌酸、尿素、嘌呤衍生物、核酸、马尿酸和少量的 AA (NRC, 1985)。采用极低氮日粮

但能量充足的牛进行内源性尿损失测定，估计内源性尿损失为 2.75 g CP/kg BW0.50 /天(利用效

率为 0.67，即转化到 MP 的需求为 4.1 g CP/kg0.50)。皮肤表面蛋白的维持需要包括毛发、皮屑

和鳞片的脱落和生长，以及皮肤分泌物中的一些 N-化合物(Swanson, 1977):估计每天的需求量

为 0.2 g CP/kg BW0.60 (MP 需求量为 0.3 gCP/kg0.60，效率系数为 0.67)。 

Swanson(1977)评估的最后一条路线是 MFP，对此很难有一个清晰的描述。例如，MFP 的

定义已经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从 “身体分泌物的残渣和食物通过胃肠道运动的组织事

件”(Swanson,1977)到 Swanson(1982)的定义，采用过去 NRC(2001)“在盲肠和大肠的细菌和

细菌碎片合成，角质化细胞和许多其他的化合物”。NRC 和 CNCPS 对 MFP 的需求是基于

Swanson(1977, 1982)的研究。相对于难消化干物质(DM)获得了最好的相关性，但是由于 DM

的消化率的不确定性，最近的 NRC(2001)选择以 DM 摄入量(DMI)为基础来确定 MFP (30g 

MP/kg DM 摄入量)。 

此外，NRC 小组委员会估计，瘤胃微生物蛋白(包括在 MFP 计算中)不应作为代谢损失计算在

内，因此，从这一估计中减去 50%未消化的微生物蛋白(假设另一半在后肠消化)。如此，在

NRC(2001)中，对 MFP 的 MP 需求= (DMI (kg) x 30) - 0.50 x((细菌 MP/0.80) -细菌 MP)。

CNCPS 目前将 MFP 计算为未消化 DM 的 9% (Fox et al.， 2004)，这是 NRC(1989)先前的估

计，没有对细菌的存在进行任何校正。因此，MFP 的 CNCPS 估计值高于 NRC 的估计值。此

外，NRC(2001)也假设十二指肠的内源性蛋白流动是必需的，但 NRC 也将这一流动纳入 MP

供应。 

表 1 总结了以 3.2% CP(3.0%真蛋白)生产 45 公斤/天的“典型”700 公斤奶牛的 MP 估算需

求，每天采食 27kg DM 用 NRC(2001)和 CNCPS (Fox et al.，2004) 计算的定量平衡模型。 

 

氨基酸 

 

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确定 AA 的需求。比例法是由 NRC(2001)提出的，当时小组委员会

指出，“目前(关于 AA)的知识太有限，无法对奶牛的 AA 需求提出量化的模型”。为了确定使乳

蛋白产量或百分比最大化所需的各种 AA 的比例，采用折断棒模型，建立了 MP 供应量中各 AA

的百分比与乳蛋白产量或百分比之间的剂量-响应关系。在断点处观察到的%表示为使目标输出

最大化所需的 MP 供应中 AA 所占的比例。NRC(2001)采用的这一方法分别为赖氨酸在 7.08%

和 7.24%的 MP、蛋氨酸在 2.35%和 2.38%的 MP 提供了最大牛奶蛋白产量和牛奶蛋白浓度的

建议值。这也是 INRA 配额平衡模型(2007)所采用的方法，该模型提出了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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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议。 

另一方面，阶乘方法累积了对单个功能的需求(当前表示为维持和泌乳)，并定义了 AA 组合

和每个功能的每个可消化 AA 的转移效率。例如，这是 CNCPS (Fox et al.，2004)、AMTS 和

Amino Cow 使用的方法。除了确定完成每个功能所需的 MP 外，这种方法需要参与每个功能的

蛋白质的 AA 组成，以及每个可消化 AA 的效率来覆盖该功能。在 CNCPS (Fox et al.，2004)

中，牛奶的 AA 成分来源于一个相当古老的估计(Jenness, 1974)，而内源性尿路和 MFP 中假

设的 AA 成分是基于全身组织的 AA 成分(Ainslie et al.，1993)。对于皮屑，使用全身组织 AA

组成(Fox and Tedeschi, 2003)，尽管已经提出角蛋白 AA 组成 (O 'Connor et al.，1993)。 

 

功效 

 

在 NRC(2001)和 CNCPS (Fox et al.，2004)中，一旦确定了维持或泌乳对净蛋白的“原始”

需求，它们就被转化为 MP 供应的需求，使用单一的传递系数(0.67 和/或 0.65)，但不应用效率

因子的 MFP 除外。 

在 CNCPS 中，对每一个维持和泌乳过程都有一个固定的 AA 利用效率，每个 AA 的利用

效率不同，但不依赖于供给(表 2)。利用 AA 进行维护的效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篇文章(Evans 

and Patterson, 1985)，除支链 AA 平均为 0.66 外，所有必需 AA 平均为 0.85。泌乳的效率是

基于摄取：单个 AA 在乳腺中的输出比(Fox et al.，2004)。虽然我们知道“AA 过量吸收的使用

效率会较低，而低于规定水平的的使用效率则会较高”(Fox and Tedeschi, 2003)，没有人试图

提出这些效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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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对需求更新 

 

蛋白 

 

一般来说，蛋白质需求量可以定义为支持蛋白质和牛体内排出的 AA 所需要的所有蛋白质

的总和。这包括从奶牛体内排出的所有蛋白质(牛奶、内源性粪便蛋白、皮屑)，以及从尿液中排

出但源自消化的 AA (AA 衍生化合物加上由 AA 分解代谢合成的尿素)的 N。后者表示 1(100%

效率)与 MP 或 AA 的利用效率之间的差异。这一提议的办法将消除所谓的“维持”需求的矛盾心

理，取决于 DM 的摄取量：例如，在我们的典型奶牛中，当我们评估一头奶牛每天吃 27 公斤

以维持高产奶量的 MFP 时，我们真的能参考维持需求吗? 

用于估计蛋白质需要量的乳蛋白应参考真实的蛋白质，尤其要知道非蛋白 N 的比例随蛋白

质供应量的变化而变化(如 Raggio et al.，2004)。在我们典型的奶牛中，内源性尿路加皮屑的

总和不到 MP 要求的 5%：因此，至少在更好地整理出 MP 需求的其他主要贡献者之前，可以

使用当前的假设。法国系统的下一个版本正在准备中，目前称为 Systali，然而，回顾了内源性

尿需求量和首次估计几乎翻了一番。只有 NRC(2001)的定量平衡模型包含了对十二指肠内源性

蛋白流动的要求。根据上面的定义，由于这个流程并没有离开动物的身体，因此它不应该包含

在需求本身中。事实上，将被消化和再吸收的部分并不代表动物本身的 AA 成本: 只有未消化

的部分在回肠流动，大部分在粪便中回收，才是真正的成本。然而，充分量化内源性蛋白对十

二指肠流量的贡献至关重要：这种贡献需要从测量的十二指肠流量中去除，以确定真正的净供

应量，因为内源性蛋白，可能代表多达 15-20%的十二指肠 CP 流量，不是 AA 供给的净供应者

(Ouellet et al.，2002, 2007 和 2010)。 

所谓维持需求的最大组成部分是 MFP。如前所述，这个组成目前在 NRC(2001)和 CNCPS

之间有很大的不同(Fox et al.，2004，表 1)。这一组成部分需求的另一个特点是，没有对吸收

的蛋白质进行有效利用，将“输出”的蛋白质转化为需求。尽管 Swanson(1977)明确指出：“此外，

粪便 N 的哪个部分被指定为 MFN，只有通过适当的因子对饲料蛋白的利用效率进行修饰，才

能转化为对蛋白质的维持需求”。没有应用效率因素，因为这将导致对所提供的 MP 的维持需求

过高。这种对 MFP 的高估可能是由于 Swanson(1977)在获得该值的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例如，

在这些对 MFP 的估计中，包括在瘤胃中循环并被细菌捕获的尿素，这本身并不需要消化蛋白

质。因此，我们建议用同位素稀释法估算奶牛内源性蛋白回肠流量作为 MFP 的估计(Lapierre 

et al.，2007;Ouellet et al.，2007)。作为第一步，这些估计是根据 DM 摄入量报告的，平均为

15.8 g CP/kg DM 摄入量，采用真蛋白/CP 的平均比例为 0.80，效率为 0.67 (NRC，2001)，

即：产生 19 克 MP/kg DM 采食量。目前正在对这些值进行更新研究，以确定 DM 摄入量是否

是影响 MFP 大小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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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 

 

NRC(2001)提出的赖氨酸和蛋氨酸相对于 MP 供应量的比例在使用阶乘法时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然而，Schwab 博士的团队最近进行的分析清楚地表明，推荐的比例应该在每个定量平

衡模型中进行评估(Whitehouse et al.，2009, 2010a and b)。这些建议在不同的模型之间有很

大的不同，也取决于目标，即牛奶蛋白产量或牛奶蛋白浓度。例如，在评估牛奶蛋白浓度反应

时，赖氨酸的推荐值在 6.84% (AMTS)到 7.24% (NRC)之间，这取决于所使用的定量平衡模型

(表 3)。类似地，虽然 CNCPS 使用的是阶乘方法，他们根据自己的改进的精确的饲料库进行了

估算(Higgs et al., 2012)，更新利用效率，将使用 6.5 版本，赖氨酸和蛋氨酸的需求量分别为

MP 的 7.00 和 2.60，以获得最大的牛奶蛋白产量(van Amburgh et al.， 2013)。 

 
当使用阶乘方法时，需要知道两个因素来将输出到体外的蛋白质转化为 AA 需求：该蛋白

质的 AA 组成和吸收的 AA 的使用效率。效率将在下一节中讨论。牛奶 AA 组成，我们建议使用

每个蛋白家族的更新参考蛋白的 AA 组成(如：不同酪蛋白、乳白蛋白 α、不同的 Ig 等等)，最

近的详情在奶牛科学杂志上有报道(Farrell Jr .等，2004;Lapierre 等，2012)。这一更新包括牛

奶中分泌的所有蛋白质，而不仅仅是在乳腺中合成的蛋白质。牛奶 AA 的组成应该根据真正的

蛋白质而不是 CP 来确定，因为牛奶中的非蛋白质 N 部分会随着蛋白质供应的不同而变化(e.g. 

Raggio et al.，2004)。因此，在牛奶中采用相对于 CP 恒定的 AA 成分可能具有误导性。此外，

尽管常用因子 6.38 将牛奶 N 转化为 CP 浓度，但 6.34 更合适(Karman and van)Boekel,1986；

个人计算)。表 4 是建议更新的牛奶 AA 成分。 

如前所述，MFP 是奶牛输出蛋白质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来自内源性的蛋白质在回肠流动并

在粪便中排泄，它们的来源非常不同。它们要么是蛋白的组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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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落的细胞)，要么是从细胞中合成的蛋白质(唾液、酶、黏液;Tamminga 等，1995): 

因此，确定这种蛋白混合物的 AA 组成是一个挑战，但很明显，目前使用的空腹组成不是最合

适的成分组成。在奶牛上，很少有直接(Ørskov et al ., 1986)或间接(Larsen et al.，2000) 研究

评估内源性蛋白在十二指肠水平的 AA 组成，几乎没有研究定义肠道内源性蛋白的 AA 组成。

然而，猪的这一肠道段已有一些数据(Jansman et al.， 2002)，猪肠道分泌物的 AA 组成与反

刍动物十二指肠内源性蛋白流动的 AA 组成接近。因此，我们建议，目前，这些值的平均值(表

4)应该比目前使用的更接近内源性分泌物 AA 的真实组成。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提高

对这种重要的蛋白质损失的 AA 组成的评估。 

 

效率 

 

无论是对于蛋白质还是对于 AA，一旦输出的蛋白质被识别和量化，为了计算需求，我们需

要评估吸收的蛋白质或 AA 用于支持蛋白质合成的效率。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吸收的蛋白质在供

给较高的情况下效率较低(Hanigan et al.，1998)，将这种可变性整合到定量平衡模型中是一个

真正的挑战。 

在个体水平上，不用于合成代谢功能的必要 AA 会根据负责其分解代谢的酶的存在而从特

定组织的血液循环中移除(Lobley and Lapierre, 2003)。例如，第一组中必需的 AA(组氨酸、蛋

氨酸、苯丙氨酸+酪氨酸)主要由肝脏排出，除支持乳蛋白分泌和内源性分泌而排出的量外，乳

腺或外周组织中多余的 AA 很少被排出。相反，对于第二组的必需 AA(异亮氨酸、亮氨酸、赖

氨酸和缬氨酸)，肝脏几乎不清除，而氧化(=低效率)发生在肠道、外周组织和乳腺(Lapierre et 

al.，2012)。鉴于去除过剩的 AA 并不发生在蛋白质合成和输出时，我们已经提出具体相关组织

分解代谢的酶，而不是使用一个泌乳效率维持不同的效率，我们可以使用一个组合的利用效率

(拉皮埃尔 et al .,2007)。此外，牛奶中不同组织吸收的 AA 比例的变化以及牛奶中 AA 的回收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AA 的供给(Doepel et al.， 2004;Raggio 等，2004)。基于这些观察，我

们对通过灌注增加 AA 供应量的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以独立于任何定量平衡模型评估供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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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Doepel et al.， 2004)。在第一次分析之后，我们计算了 AA 和 MP 的综合利用效率，

如表 5 所示(Lapierre et al.，2007)。CNCPS 的下一个版本 6.5 将采用按 MP 要求 100%估算

综合效率(van Amburgh et al.，2013)。 

 

因此，建议进行以下更新: 

⚫ 奶： 

*AA 成分必需基于真蛋白， 

  *提议更新 AA 成分。 

⚫ 粪代谢蛋白： 

*显示內源蛋白损失， 

  *MP 需求为 19g MP/kg DMI，提出了基于回肠内源流量估计的计算方法， 

  * 提出了一种基于牛皱胃分离物和猪回肠内源性分泌物的 AA 组成。 

⚫ 不需要在十二指肠水平上包括对内源性流动的需求，因为这种蛋白质合成可以被认为与其

他组织中的蛋白质合成类似(但是这种被消化的蛋白质需要从净供应中去除)。 

⚫ 效率： 

*MP 和 AA 的利用效率应随供应的不同而变化， 

*乳腺摄取：产出率不能代表泌乳效率， 

*提出了一种兼顾维持和泌乳的 AA 综合利用效率。 

 

结论 

     

推荐的建议远远没有涵盖消化和泌乳过程的所有复杂性，但它们是基于奶牛代谢的最新知

识，并提供了一个增强的框架，包括这方面的知识以提高我们使用当前的定量平衡模型对蛋白

质和 AA 需求的估计。当然，它们只是奶牛体内复杂代谢途径的近似表示。有些方面没有考虑，

特别是相互作用，如能量的数量或类型的变化如何改变输出和效率。此外，由于所有因素都是

基于经验观察和方程拟合的，它们不允许对具有不同遗传潜力的奶牛进行不同的预测，这可能

会显著改变对定量变化的反应。尽管如此，通过消化道代谢和包含一个可变系数更好的提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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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损失，将产生直接的实际利益。采用这些变化不应阻止我们发展更多的机制模型，能够对

改良的遗传选择、畜牧业和饲料加工技术作出反应，并能够预测动物对营养输入变化的内部和

之间的反应。 

（参考文献略） 

 

  

156



 

氨基酸平衡及其在新陈代谢、炎症和氧化应激中扮演的角色： 

未来对分子的影响 

Johan S. Osorio1 

南达科塔州立大学奶牛和食品科学系 

巫立新译 

 

引言 

 

现代奶牛已经选择出了高产奶量世代，许多成功运营的牧场平均泌乳单产达到了 13500kg/

头。这种数量级的乳成分营养输出给奶牛新陈代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尤其在泌乳早期。事实

上，这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都很常见包括奶牛，从妊娠到泌乳的过渡期经受显著的生理和新陈

代谢变化。例如，已经证实：从妊娠后期到泌乳（亦即：围产期）奶牛的能量和蛋白需求会显

著地增加 5 倍。因此，在过去的 30 年，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以了解这些生物学的改变对奶牛的

健康和围产期的奶牛泌乳生产成绩有怎样的负面影响。 

可代谢蛋白（MP）主要是由瘤胃合成的微生物蛋白（MCP）和瘤胃非降解蛋白（RUP）

构成的，由瘤胃后的小肠消化吸收的氨基酸（AA）和小肽形成真蛋白 (Schwab and Broderick, 

2017)。泌乳早期奶牛通常经历 MP 负平衡状态，日粮供应的 MP 不能满足维持、生长和合成

乳汁的的需求(Bell et al., 2000)。在氨基酸中，遍观奶牛日粮 MP 中的有效蛋氨酸（Met）含量

较低(NRC, 2001)，因此，限制了乳腺和肝脏对它的利用，也限制了 S-腺苷甲硫氨酸（SAM）

甲基化成分的合成(Martinov et al., 2010)。因此，给围产奶牛补充瘤胃保护蛋氨酸可以持续改

善奶产量、DMI (Osorio et al., 2013; Zhou et al., 2016b; Batistel et al., 2017)、乳蛋白(Ordway 

et al., 2009; Osorio et al., 2013; Zhou et al., 2016b; Batistel et al., 2017)和乳脂产量(Osorio et 

al., 2013; Zhou et al., 2016b)。上述提及的影响与改善很多的肝脏功能和抗氧化前体物的合成

等代谢水平有关 (Osorio et al., 2014b; Zhou et al., 2016a; Batistel et al.,2018)。蛋氨酸作为

SAM 的前体物在分子水平的影响已经在以前研究过(Osorio et al., 2016a)。由于多种多样的生

物学过程依赖于 SAM，包括：转硫作用、多胺的生物合成、DNA 甲基化作用(Lu and Mato, 2012)、

组蛋白甲基化作用(Shima et al., 2017)、甲基供体需求，如胆碱和蛋氨酸，在泌乳期增加 

(Preynat et al., 2009)。组蛋白甲基化是一个包含 DNA 遗传信息可获得或不可获得（亦即染色

体身份）转录到蛋白的机制。在奶牛的环境中，Bionaz and collaborators (2012)观察到：从妊

娠后期到泌乳在乳腺组织中的显著改变与染色体的状态有关（亦即：常染色体或可获得 DNA 或

异染色体或不可获得 DNA），在围产期乳腺可获得的基因信息经历巨大的改变。总之，有效蛋

氨酸在分子水平通过组蛋白甲基化作用会影响染色体状态，因为蛋氨酸是 SAM 的主要来源，

在转变中，SAM 是主要的组蛋白甲基化作用主要的甲基供体。如此，本文的要旨是提出和讨论

蛋氨酸对新陈代谢、炎症和基因调节的影响。 

 

蛋氨酸和围产期奶牛 

 

众所周知，泌乳奶牛周期中最具挑战性的阶段是从妊娠晚期到泌乳的过渡期，大多数的代

谢和传染性疾病会在该阶段出现。这主要是由于几种状态在相当短的时期出现，包括：免疫抑

制、激素分泌改变和干物质采食量降低 (Grummer, 1995; Drackley, 1999)。在妊娠后期和泌乳

早期，营养需求大幅度增加。由于胎儿发育产生妊娠后期营养需求增加，接着开始泌乳，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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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牛奶营养需求进一步显著增加(Ingvartsen, 2006)。这种营养的需求触发不同组织如：肝脏、

动物脂肪和乳腺的调整反应导致激素分泌和新陈代谢改变以确保高产奶量，同时维持体内的生

理平衡(Ingvartsen, 2006; Loor, 2010)。这种激素和新陈代谢的改变包括：胰岛素降低的同时肾

上腺糖皮质激素增加、激素和非酯化脂肪酸增长。同时组织对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的敏感度上升，

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 (Bell, 1995; Ingvartsen and Andersen, 2000)。对能量的需求极不相同，

围产期奶牛通常在接近产犊时经历干物质采食量下降，因此限制了泌乳早期支持泌乳的日粮营

养供应。围产期奶牛这种营养负平衡的情况不仅仅是出现在能量，也发生在蛋白的负平衡，尤

其是可代谢蛋白（MP）负平衡(Bell et al., 2000)。因此，在这种状况下，不仅仅是改善 MP 平

衡，也包括构成 MP 的氨基酸状况，补充关键的氨基酸如蛋氨酸和赖氨酸对达到 MP 平衡起到

极大的有益作用。 

在奶牛日粮中蛋氨酸通常是最受限制的氨基酸，因此不奇怪这种营养的数量已经被关注多

年了（图 1，PubMed 搜素关键词“奶牛蛋氨酸”的研究，2018 年 1 月 14 日）。最近，主要聚焦

于围产牛补充蛋氨酸清楚和始终如一的有益影响 

 

表明：在这个时期，来自这种营养大多数对奶牛有裨益 (Schwab and Broderick, 2017)。从生

物学的观点看，蛋氨酸对于多数的生物学过程都很重要，涉及乳蛋白的合成，和对处于脆弱的

新陈代谢和生理状态的围产期奶牛。在新陈代谢水平，补充蛋氨酸影响一些主要的生物学领域

是脂类代谢、炎症和氧化应激。 

 

蛋氨酸对脂肪肝的影响 

 

围产期奶牛，胰岛素水平和敏感性的降低通常会部分驱动皮下脂肪的降解，最终导致血液

NEFA 浓度上升。过量的 NEFA 通过血液循环转运到外围组织作为能量来源。肝脏是从血液循

环清除 NEFA 最重要的器官(Bell,1979)。极高比率的 NEFA 或脂质代谢导致 NEFA 的吸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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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因此，肝脂肪沉积的危险增加 (Bobe et al., 2004)。肝脏组装/排出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

是一个潜在的利用机制以限制脂质积累或脂肪肝(Drackley, 1999)。然而，已经证明反刍动物肝

脏合成 VLDL 的比率比单胃动物低(Pullen et al., 1990)。有趣的是，McCarthy et al. (1968)假

定：反刍动物蛋氨酸缺乏可能限制肝脏合成 VLDL 和是引起酮病的起因。同样，Grummer (1993)

猜测：限制性氨基酸如蛋氨酸会潜在地影响反刍动物 VLDL 的组装和分泌。几个研究已经确定：

蛋氨酸作为潜在的限制性氨基酸调节犊牛(Auboiron et al., 1994; Auboironet al., 1995)和奶牛 

(Durand et al., 1992)肝脏 VLDL 的合成。最近，也有在围产期奶牛上蛋氨酸对肝脏组装/排出极

低密度脂蛋白（VLDL）影响的报道 (Osorioet al., 2013)，观察到血液 ApoB-100 温和地增加，

ApoB-100 是组装/排出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的关键蛋白。Sun et al.(2016)也观察到同样

的结果，围产牛补充瘤胃保护蛋氨酸总体上增加了 ApoB-100 和 VLDL 的血液浓度。 

蛋氨酸影响 VLDL 合成的潜在机制是改善了肝脏功能。事实上，通常认为在围产期奶牛的

肝脏功能是受到抑制的 (Trevisi et al., 2013)。清蛋白是主要在肝脏合成的，是一个与肝脏功能

相关的主要血液生物标记物。在围产期通常可以观察到血液中的清蛋白下降(Bertoni et al., 

2008)。然而，当给围产期的奶牛补充蛋氨酸观察到血液中的清蛋白持续增加，蛋氨酸作为一种

氨基酸对蛋白质合成的的限制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Osorio et al., 2014b; Zhou et al., 2016a; 

Batistel et al., 2018)。在围产期增加肝脏功能水平将有望确保关键蛋白质如清蛋白和 ApoB-100

的合成，将不会损害或至少维持肝脏功能。因此，可以确信蛋氨酸作为肝脏蛋白质合成的限制

因素将会改善肝脏功能，转而通过 ApoB-100 改善 VLDL 的组装和分泌。 

 

蛋氨酸改变炎症和氧化应激 

 

与肝脏功能相反，在奶牛围产期炎症和氧化应激普遍增加(Bionaz et al., 2007; Trevisi et al., 

2012)。阳性急性期蛋白（posAPP）如结合珠蛋白和血清淀粉样蛋白 A（SAA）的产生增加是

围产期炎症反应的特性，同时阴性 APP（negAPP）如清蛋白的产生减少(Bertoni et al., 2008)。

众所周知：急性期反应的触发器是细胞因子白细胞介导素-6（IL-6）、IL-1 和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 (Kindt et al., 2007)。由激活的白细胞和内皮细胞也调解炎症反应(Bannerman et al., 

2009)。在组织和血液中氧化反应代谢产物（ROM）的产生和抗氧化物的抗氧化能力之间的不

平衡形成氧化应激。这种抗氧化物质包括：谷胱甘肽、牛磺酸、超氧化物歧化酶和 VA、

VE(Bernabucci et al., 2005)。在奶牛围产期，有与泌乳发生同样等级的氧化应激(Grohn et al., 

1989)。然而，如果过度脂质代谢形成的 NEFA 到达肝脏，这将可能压制细胞抗氧化能力

(Bernabucci et al., 2005)；接着，过度的 ROM 会导致由基因表达调节或转录因子（TF）在分

子水平上控制的炎症反应 (例如, STAT3 and NFKB) (Huang et al., 2016)。 

在炎症和氧化应激的交会点，蛋氨酸可以通过改善肝脏功能和谷胱甘肽代谢对这些生物过

程产生深远的影响。后者是一个主要的抗氧化剂，它是一个三肽结构主要在肝脏合成。谷胱甘

肽是最大数量的内分泌抗氧化剂，由于其具有显著的吞噬 ROM 和自由基的能力，而因此通常

被用于作为氧化应激相关疾病的生物标记物(Romeu et al., 2010; Vetrani et al., 2013)。在围产

奶牛，补充蛋氨酸可以持续增加肝脏中谷胱甘肽的浓度(Osorio et al.,2014b; Zhou et al., 2016a; 

Batistel et al., 2018)，蛋氨酸与谷胱甘肽合成路径的上游起点组成有关 (Halsted,2013)。谷胱

甘肽不仅仅充当重要的肝脏抗氧化物质，它也输出到血液循环系统，能帮助控制全身的氧化应

激反应。在肝脏，围产期谷胱甘肽通常枯竭，尤其在产犊后(Osorio et al., 2014b; Zhou et al., 

2016a; Batistel et al.,2018)。肝脏谷胱甘肽作为储备用于补给氨基酸比如半胱氨酸到 γ-谷氨酰

基循环(Lu, 2009)。然而，产后肝脏谷胱甘肽枯竭表明：围产期奶牛的新陈代谢依赖于这种氨基

酸的储备（亦即：谷胱甘肽），用于维持抗氧化应激功能所必不可少。总之，在肝脏重要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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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谷胱甘肽和清蛋白的合成降低表明：在围产期肝脏蛋白质合成受到损害，供应限制性氨基酸

如蛋氨酸能潜在地转变这些状况和帮助奶牛平稳地渡过从妊娠到泌乳的围产期。 

 

蛋氨酸和围产期奶牛的基因调节 

 

在体内 DNA 包含了合成所有蛋白质的基因信息，但这些信息首先必须转录为 mRNA（亦

即：转录组）作为蛋白质合成的模板。在发生疾病或应激期间如奶牛围产期，获得转录信息的

能力已经成为了在多种多样要点上分子网络行为的界定方法。然而，在奶牛这种关键的生活状

态期间，分子适应性改变的知识还严重缺乏。如上所述，肝脏在围产牛的生理适应性改变中扮

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为此，来自该器官的转录信息主要聚焦在围产期奶牛的研究 (Loor, 2010)。 

Preynat and collaborators (2010)发表了第一个实验：评估围产期奶牛补充瘤胃保护蛋氨

酸在肝脏里的转录组变化。这个研究显示：奶牛补充蛋氨酸基因的转录表达上升与蛋氨酸和甲

基化作用循环有关，包括：磷脂酰乙醇胺转移酶（PEMT），其负责卵磷脂的合成（图 2），后者

是在肝脏 VLDL 装配的重要结构 

 

成分。最近，伊利诺伊大学指导的研究：给围产期奶牛补充蛋氨酸显示一个普遍的基因表达的

上升与蛋氨酸循环（图 2）如 PEMT、S-腺苷高半胱氨酸水解酶（SAHH）和蛋氨酸腺苷转移酶

1A (MAT1A)有关 (Osorio et al., 2014a;Zhou et al., 2017)。SAHH 是一个底物依赖酶，可能在

SAM 和同型半胱氨酸 (Hcy)两者的有效性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事实上，SAHH 的抑制导致

SAH 的积累，随后经由反馈抑制 SAM-依赖转甲基作用(Lee et al., 2011)。在哺乳动物 MAT1A

基因把 MATI 和 MATIII 同工酶译成密码，负责完成在肝脏从蛋氨酸合成 SAM 的第一步 

(Martinov et al., 2010)。与蛋氨酸循环相关的 MAT1A 和 SAHH 基因表达的上升验证了蛋氨酸

在 SAM 合成中的重要性。 

在围产期奶牛 SAM 的重要作用依赖于多个生物过程需要这种甲基供体，包括转硫作用、

多胺生物合成、DNA 甲基化作用 (Lu and Mato, 2012)和组蛋白甲基化作用(Shima et al., 2017)。

其中，DNA 和组蛋白甲基化导致的表观遗传修饰尤为重要，由于补充了蛋氨酸潜在地改变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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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组。通过称为 DNA 甲基转移酶这种专业的酶发生 DAN 甲基化作用，利用 SAM 提供的甲基

基团生成甲基化产物胞嘧啶在 DNA 内（“岛”）形成胞嘧啶-磷酸-鸟嘌呤（CpG），最终在哺乳动

物基因组产生甲基化 CpG 模式(Kass et al., 1997)。最终 DNA 甲基化作用的外在影响是在 DNA

中预先超控基因信息，然后在哺乳动物中呈现表现型，DNA 的甲基化会导致转录组重大的修改。

之前，我们观察到在分娩前 DNMT3A 表达的上升，这是一种 DNA 甲基化转移酶基因的密码，

负责 DNA 甲基化作用的启动 (Osorio et al., 2014a)。而由于给围产期奶牛补充蛋氨酸观察到

在肝脏里显著的改变，最近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全面的 DNA 甲基化作用和特定区域重要的 TF

甲基化作用、过氧化物酶体物-活化受体 α(PPARα; Osorio et al., 2016a) 被确定。这种基因调

节的独特性或围产期奶牛内的 TF 最初是由 Drackley (1999)提出的，从此以后这个核心受体已

经成为奶牛营养基因互作有趣的研究领域(Bionaz et al., 2013)。因此，在围产期通过 DAN 甲

基化作用，蛋氨酸和 PPARα 表达上调之间的联系是围产期奶牛补充蛋氨酸，持续改善生产性

能（例如：奶产量和干物质采食量）另外合适的解释机制。 

自从高通量转录组分析的初次应用，如围产期奶牛肝脏的基因芯片平台动力学适应性的改

变(Herath et al., 2004)，若干研究已经应用了更为先进的技术如 RNA 程序(RNA-seq)包含完全

的转录组(Loor et al., 2013)。这些技术的应用已经揭示了在肝脏涉及复杂网络的生物学特征，

通过大量的调节机制旨在准确地反应围产期新陈代谢和生理的线索(Loor et al., 2006; Bionaz 

and Loor, 2012)。从伊利偌伊大学最初给围产期奶牛补充蛋氨酸的试验(Osorio et al., 2013)，

到执行肝脏转录组的基因芯片的分析(Osorio et al., 2012)。这个研究显示：在围产期给奶牛补

充蛋氨酸在肝脏中有 2663 个基因转录组发生改变[不同的表达基因（DEG）]（图 3）。这些 DEG

的功能分析表明：不仅仅预料到对半胱氨酸、蛋氨酸和谷胱甘肽整个的影响，也略微知到对氰

丙氨酸和牛磺酸代谢的影响。另外，在该实验的对照组中对基因网络的较大影响与氨基酸代谢

有关，在围产期这种适应性的改变，氨基酸代谢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从营养-基因互作观点，这

种基因芯片分析的结果巩固了一个事实：在围产期日粮营养如蛋氨酸通过基因表达改变分子的

组成和随后促进它们生产性能的效果会对奶牛有深远的影响。 

前面已经提及奶牛营养基因互作的重要性(Bionaz et al., 2015)。怎样通过日粮营养经由与

TFs 互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基因的表达成为了相当新的研究领域。不过，特定 TF 对氨基酸或

具体到蛋氨酸的直接反应尚未知，氨基酸与 TFs 之间的 

161



 

潜在互作已经论述过 (Osorio et al., 2016b)。上面论述过蛋氨酸会在新陈代谢、炎症和抗氧化

物质的另一个复杂层面上对转录组产生改变。尽管奶牛通过补充蛋氨酸改变了基因表达是始终

如一的和显而易见的，但由这种营养引起改变实际的分子机制仍然不清楚。 

 

奶牛蛋氨酸的基因调控模型 

 

经由补充蛋氨酸改变转录组的建议模型如图 4。这个模型仍旧是很好地展示了蛋氨酸是

SAM 的前体物，转而会导致 DNA 和组蛋白甲基化作用的改变。然而，蛋氨酸经由中间代谢物

或细胞膜运输者通过特定 TF 对基因表达的影响知之甚少。 

. 蛋氨酸的中间代谢物，例如：蛋氨酸循环的下游产物半胱氨酸有潜力与未知的 TFs（例

如：锌手指蛋白）互作，或是通过二硫键成为一种 TF 的最终构象结构的必需品，和增加类似

TF 的可获得的功能结构；然后这种影响会导致转录组改变。 

. PPAR 属于 TF 的家族能捆绑和被日粮营养和成分激活（亦即：TF 向心配合体依存物） 

(Bionaz et al., 2015)。在 PPAR 的案例中，众所周知通过增加与新陈代谢和炎症相关的基因转

录 TF 对脂肪酸做出反应(Bionaz et al., 2013)。类似于 PPAR，在这个家族的其他 TF 有可能对

蛋氨酸做出潜在的反应，然后在基因表达上产生变化，但这种 TF 仍未知。 

. 近几年，在细胞生理的进展已经扩展了我们对细胞膜氨基酸运输者的理解，这些运输者

显然可能产生了双重的感受器-大型装载运输功能，“运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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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向导以有效感受氨基酸。作为这个感受器的部分，转录组可以有潜在可能性地开始一个细

胞信号的串联通过一个 TF 产生转录组改变。 

. 蛋氨酸用于作为 SAM 的前体物是被公认的，围产期奶牛补充蛋氨酸，这种甲基供体引起

DAN 甲基化作用的显著改变(Osorio et al., 2016a)。直到现在蛋氨酸对组蛋白甲基化作用的影

响和随后的基因表达在奶牛上仍然未做评估。 

 

组蛋白甲基化作用 

 

在细胞核，DNA 通常大量地浓缩在称为染色质的结构里，主要由组蛋白组成，提供卷轴供

DNA 卷缠在周围。然后，包含在 DNA 中的基因信息有两个存在状态：难以获得或卷缠在组蛋

白周围，可获得或松散的。染色质改编是 DNA 缠绕或不缠绕组蛋白的主要机制，这些动力修

改由酶推动，包括：乙酰化、氧化磷酸化、泛素化和甲基化(Singh et al., 2010)。后者是通过蛋

氨酸能改变奶牛的基因表达潜在机制（图 3）。当前，在奶牛上组蛋白甲基化作用用于免疫细胞

(He et al., 2012)的数据有限，主要与亚临床乳房炎有关(He et al., 2016)。这种工作在乳房炎关

联病原菌和组蛋白甲基化作用之间的互作提供了细微差别，然而日粮对组蛋白甲基化作用的影

响还没有研究。 

应用荧光蛋白在分子层面上追踪生物活动已经非常普及，影响到生物的化学结构和特性、

生物技术和细胞生物学。在奶牛的营养基因互作环境中，由 Bionaz et al. (2015)首先提出和评

论应用荧光蛋白。在牛乳腺上皮细胞（亦即：Mac T 细胞）的营养基因互作方法中首次应用这

种技术被发表(Osorio and Bionaz, 2017)。应用荧光蛋白的优点是，能够在特定的细胞过程中，

不必杀死或提取细胞而收集每一个时间点上的“真实的”现实数据。 

最近，在马萨诸塞州立技术学院我们利用双荧光蛋白系统开发追踪组蛋白高空间甲基化和

牛的颞骨解决方案。这个荧光蛋白接受器允许为特定的甲基化位点如组蛋白中的 K9 和 K27 做

分析（亦即：高甲基化作用活动区域）。在这个分析中，我们使用了牛乳腺上皮细胞、Mac T 细

胞，用 4 个水平蛋氨酸（0, 125, 250 和 500 µM）的介质处理 24 小时。最终这种实验的类型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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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通过细胞剖面测量仪，应用相关的荧光强度分析(Kamentsky et al., 2011)，这些数据参见

图 5。K9 的 

 

 

结果显示：处理 12 个小时后，组蛋白甲基化明显增加，用 125 和 500um 蛋氨酸处理 24 个小

时的细胞组蛋白甲基化比对照组显著高(P < 0.01)（图 5A）。与 K9 相比，在 K27 位点的甲基化

作用似乎接受度低；事实上，用500um蛋氨酸处理组甲基化状态比对照组低(P < 0.01)（图5B）。

结果表明：当细胞用 250um 蛋氨酸处理 K9（图 5C）和 K27（图 5D）位点持续改进。这些初

步的数据确认：蛋氨酸通过甲基化潜在地造成组蛋白甲基化，因此改变奶牛的转录组。实际上

组蛋白甲基化不受服用方式的影响，其他未知的因子可能操控蛋氨酸对生物过程的影响。进一

步继续全面分析 DNA 甲基化，区域特定的 DNA 甲基化、蛋氨酸循环的基因表达轮廓和细胞膜

运输者，将会帮助通过蛋氨酸获得与这种生物过程的控制相关的更好的图景。 

上述方法的重要性不限于在实验室的高度控制的环境，而是扩展到与牧场研究试验或杂交

试验的分析互补（图 6）。例如，补充蛋氨酸的奶牛血浆可以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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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用它作为牛细胞（如：肝脏、乳腺）的培养基。在孵化前，组蛋白甲基化受体的基因信

息可以导入牛细胞，如此这些专用的蛋白存在潜伏期。通过荧光显微术模式组蛋白甲基化作用

数据不仅仅被实时追踪，而且这些定性的数据也会经由图像分析软件（如：细胞剖面测量仪）

被转换为定量的数据。能够合并牧场和实验室的数据可能是拓展我们在分子层面理解日粮影响

的新路径，同时牧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重要资源如动物和环境等的变异环境的真实数据。 

 

摘要 

 

近些年围产期奶牛补充蛋氨酸影响的数据收集，已经勾画了这种营养在生产性能、新陈代

谢和基因转录多方面发挥影响的清晰图景。在生产性能和新陈代谢水平，给围产期奶牛补充蛋

氨酸持续改善干物质采食量、产奶量和乳成分，通过增强肝脏功能保持能量平衡，提高抗氧化

能力改善炎症反应。相反，蛋氨酸在基因转录水平方面则知之甚少。然而，给围产期奶牛补充

蛋氨酸改变肝脏基因的大量数据在分子水平十分重大的改变，转而，与良好的新陈代谢和生产

性能有关。将来与奶牛氨基酸平衡相关的研究将会聚焦于这些营养的营养基因互作方面，它们

怎样能影响和操纵奶牛基因的组成和因此与这些生产性能和健康状况有关。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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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氨酸及其前驱物对围产期奶牛营养的肝脏功能扮演重要角色 

William M. Seymour 

Ruminant Technical Manager 

Novus International, St. Charles, MO 

巫立新译 

 

引言 

 

蛋氨酸对于脊椎动物是一个必需和多功能的营养素。除了扮演合成蛋白质的角色外，蛋氨

酸还作为其他许多抗氧化物质和防治脂肪肝成分的甲基供体和前驱物发挥作用，包括：半胱氨

酸、牛磺酸、谷胱甘肽、金属结合蛋白化合物、胆碱、肉毒碱、肌酸和 S-腺苷蛋氨酸（SAM），

是一种共同的甲基供体 (Lehninger, 1977)。蛋氨酸前体物 2-羟基-4 甲硫基-丁酸（HMTBa）及

其异丙酯（Metasmart 美斯特）也能提供该功能(Zanton et al.,2014)。另外这些成分对瘤胃发

酵和微生物蛋白的合成有益 (Lee et al.,2015; Baldin et al.,2015)。 

蛋氨酸对于奶牛营养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的研究注意力集中在蛋氨酸作为乳蛋白合成、

支持乳脂合成和新陈代谢平衡的一种限制性氨基酸 (Polan et al., 

1991; McCarthy et al.,1968)。最近的大多数研究扩展到蛋氨酸的其他代谢功能，包括：支持肝

功能的角色、氧化平衡和免疫(Osorio et al.,2013)。非反刍动物缺乏蛋氨酸发生脂肪肝疾病，包

括：细胞抗氧化剂的耗尽（谷胱甘肽）、甲基供体、SAM、一般肝性炎症和纤维变性(Schugar 

and Crawford,2012)。本文将聚焦于蛋氨酸在围产期奶牛营养上扮演的角色。 

 

围产期奶牛面临的挑战 

 

在奶牛产犊面临的主要代谢和免疫挑战时，必需的营养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蛋氨酸的状态

会潜在地与围产期奶牛三种重要的代谢指标有关：能量平衡（脂肪代谢）、蛋白平衡和氧化平衡

(Pedernera et al.,2010)。任何这些领域的代谢障碍可能导致亚临床和临床机能失调或疾病（脂

肪肝、酮病、犊牛的被动免疫缺陷、奶牛的免疫功能和疾病抵抗力降低）(Bell,1995; Overton 

and Waldron,2004; Drackley,2011; Lean et al.,2013)。由于与代谢功能紧密相关的原因不得不

将其列入奶牛场管理的考量中，干物质采食量是奶牛接近产犊和仅仅在产犊后最重要的因素。

DMI 受管理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如：存栏密度、热应激、瘤胃适应性、钙代谢和疾病挑战的总

水平。必需处理这些因素以在围产期从补充必需营养如蛋氨酸中获得最大价值 (Overton and 

Waldron,2004; Lean et al.2013)。 

肝脏功能对新产代谢起重要作用，尤其对围产期奶牛至关重要。在产后开始的 3-6 周，一

般荷斯坦奶牛将动员 40-60kg 体脂肪和 20-25kg 体蛋白 (Bell, 1995; Komaragiri and 

Erdman,1997)。两者肝脏均参与，并调节大多数这些激烈的代谢活动，旨在调动和管理营养流

动到乳腺和支持像肠道器官。因此，任何肝功能的降低均会损害泌乳和繁殖性能。已经证明蛋

氨酸是正常肝脏功能和几种健康方面所必需的 (Katoh,2002; Schugar and Crawford,2012)。 

 

产前蛋白质状态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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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生长、初乳合成、乳腺、肝脏和肠道对氨基酸需求的增加与产前干物质采食量自然的

减少同时出现会导致蛋白负平衡(Jaurana et al.,2002)。最好保持最低限度以避免体蛋白储备的

动用。大量的研究测试表明：产前补充蛋白影响随后的奶牛成绩(Lean et al., 2013)。 

Kokkonen (2014)指导了一个由 47个处理比较构成的 15个公开发表的研究综合荟萃分析。

产前日粮粗蛋白水平从干物质的 9.7%到 20.6%，日粮 RUP 从 DM 的 2.9%到 10.6%。在随机

研究效果分析中包含交叉因子（补充的时间长度、产后测量的时间长度、牧草基础、能量摄入

和胎次）。在每一个研究中排出敏感性偏向的分析，以达到从数据分析和结果比较分析所有的数

据集。产前给奶牛补充增加蛋白饲喂较高纤维，乳蛋白合成和 DMI 增加；混合牧草日粮包括麦

草秸秆，但倾向于降低奶牛饲喂玉米青贮日粮主要补充豆粕。作者推测：玉米青贮日粮支持较

大的瘤胃微生物蛋白产量，使用豆粕来源的蛋白基于玉米和豆粕蛋白的成分可能导致蛋氨酸的

限制(Kokkonen,2014)。 

Osorio et al.(2013,2014)一个最近的研究检测：在妊娠后期和泌乳早期补充两种中的任意

一种蛋氨酸源（HMTB 异丙酯和瘤胃保护蛋氨酸）对奶牛的影响。对照组日粮蛋氨酸相对于赖

氨酸限制。每天补充添加 7g 任何一种来源的可代谢蛋氨酸，改善了抗氧化能力(P<0.04)和倾向

于(P<0.07)降低了急性阶段炎性蛋白的反应（一种肝脏功能的指示器），增加了血浆肉碱和改善

了白血球功能。产后干物质采食量和乳成分产量显著改善(Osorio et al.,2013)。这些结果证明：

在围产期和泌乳早期补充蛋氨酸的有益反应和与蛋氨酸代谢指示物反应的关联(Osorio et 

al.,2014)。 

 

产前、产后补充蛋氨酸对奶牛生产性能影响的文献摘要 

 

这里回顾了具有 14 个处理与对照比较的 10 个公开发表的研究摘要。数据表达了基于产前

（8-28 天）每头牛每天补充各种不同来源（瘤胃保护 DL-蛋氨酸和蛋氨酸类似物两种）的可代

谢蛋白(mMeT）的数量。在研究中产后也补充蛋氨酸，产后补充的水平更符合生产成绩的数据。

产前补充的 mMet 从 3-12g/头日；平均奶产量为 28.6-43.1kg/头日；产后从 28 天补充到 140

天。基于回归分析乳蛋白产量和 DMI 数据最佳。产后多项式最大的反应为 7.5g/头日 mMet(分

别为 R2 = 0.44 和 0.32) 。乳脂率和奶产量的配合度低。尽管这些数据集和分析不充分，得出

的结论表明：如同之前 Luchini and Loor(2015)建议的：在围产前期最佳补充水平为 5-10g/头

日 mMet。 

 

摘要 

 

在围产期蛋氨酸的状况影响奶牛生产成绩。近期的研究确认：蛋氨酸对代谢过程的影响远

超过乳蛋白合成的基础需要。各种结构的蛋氨酸被证实有效支持改善了奶牛的生产成绩。产前

补充 5-10g 可代谢蛋氨酸将支持产后最佳的生产成绩，不过进一步的研究毋容置疑是需要的。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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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在奶牛生产性能和代谢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考量到氨基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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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拿大魁北克谢布鲁克大学，农业和农业食品 

2 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家畜研究，6708 WD 

巫立新译 

 

介绍 

 

传统上，维持蛋白需求（rqt）包括体被毛、内源性尿和代谢粪便的蛋白损失；NRC (2001)

已经增加了一个十二指肠内源性蛋白的需求。大多数当前的模型用可代谢蛋白(MP; 例如 NRC 

(2001)，CNCPS (Fox et al., 2004), van Duinkerken et al. (2011))基于对维持 MP 需求在一个

极好的但相对老旧的来自于 Swanson (1977)评估基础上平衡奶牛日粮。然而，近来代谢粪便蛋

白（MFP）需求已经由 Norfor (2011) and Systali (Sauvant et al., 2015)重新评估，同样内源性

尿的需求也由 Systali (Sauvant et al., 2015)做了重评。关于单个的氨基酸（AA）需求，NRC 

(2001)委员会认可“当前的知识太有限，模型结构和模型评估两者均要放入奶牛 AA 需求数量模

型”（阶乘函数的方法）。他们因此已经接受了均衡的方法。与法国的系统类似(Rulquin et 

al.,2001)。这种方法规定 AA 的需求是基于观察到的乳蛋白浓度或与产奶量相关的在 MP 中提

供的 AA 比例两者之间的经验关系。 

相对照，其他模型(如：CNCPS (Fox et al., 2004), AminoCow (Evonik AG 

Industries, Hanau, Germany))已经采用了阶乘函数的方法。用阶乘函数法评估 AA 需求查看 3

个步骤：1）确认和量化奶牛每天分泌出的真蛋白（TP）数量，或作为体增重积累的蛋白，或

胎体“输出”需要由外源供应平衡的蛋白；2）确认这些真蛋白分泌或积累增加的 AA 构成；3）确

定支持功能蛋白质所消化的 AA 利用效率。随着我们对 AA 代谢知识的理解过去的 10 多年使用

已经增加了，适当地应用这种知识去更新 MP 的阶乘函数评估和高产奶牛对 AA 的需求。为此，

当前述评的目的是综合近些年来 AA 代谢进展的知识以更新 MP 的评估和允许更好地应用阶乘

函数确定 AA 需求以改善日粮配方。讨论将限制在必需 AA（EAA）和单纯的泌乳、成年、没有

体重（BW，全文用 kg 表示）和成分变化的非妊娠奶牛。数值案例将用 700kg 体重、产奶量

45kg/天、3.2%乳蛋白（3.0%真蛋白 TP）和 27kg/日干物质采食量（DMI）。 

 

输出蛋白 

 

代谢性粪便损失远远大于维持需要的部分，在用 NRC (2001)和 CNCPS (Fox et al., 2004)

模型对我们的案例奶牛进行评估分别为维持需要的 67%和 87%（表 1）。然而，这个评估是基

于 DMI，不能真实地表现维持需要。因此，我们建议用 Sauvant et al. (2015)推荐的“非生产功

能”术语表述这个奶牛生理学固有的功能分类，但不支持生产功能如生长、妊娠或产奶。 

体被蛋白包括毛发的损失和生长、皮屑、从表皮蹭落的皮屑和鳞片、伴随着皮肤分泌的一

些含 N 混合物。他们相当于少于 2%的 MP 维持需要（表 1），这个已经在 Swanson (1977)之

后被注意到。没有足够的信息更新这个评估，将保留：体被输出蛋白的评估为 0.20 g CP/BW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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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Swanson, 1977)。转移这个关联到 MP 需求，我们无论如何需要转换到 TP 和按照供应的

MP 用于支持功能蛋白质的效率分配它。虽然供应的 MP 转换到输出蛋白的效率取决于 MP 相

关需求（这个将在后面讨论）的供应是变量，转换效率的值通常使用 0.67。这个值似乎正确地

体现了当 MP 供应量与需求和使用相关的平衡生态学，当需要时存在 MP 需求的评估修改建议。

因此，在当前的模型，每天体被蛋白 MP 需求（g MP/天）=0.26 g MP × BW0.60，运用 TP/CP

之比 0.859（基于 AA 成分：参见下面部分）和效率因子 0.67(0.20 × 0.859 / 0.67)。 

 
 

内源性尿 MP 需求评估使用的大多数模型也是基于 Swanson (1977) 2.75 g/BW0.50评估每

天 CP 损失，被 4.1 MP g/BW0.50 需求按 0.67 的效率所分离（TP/CP 之比例不计算在内）。然

而，不清楚哪个 AA 成分将被分配到这个输出“蛋白”中（事实上，输出的是含 N 的混合物，衍

生自 AA，但不再是蛋白质）。CNCPS (Fox et al., 2004)建议应用空体的 AA 成分。尝试较好地

界定这个输出“蛋白”的 AA 成分，一个文献综述指出了尿 N 的成分数量。强迫接受文献在这个

领域是勉强的(Dijkstra et al.,2013)。在尿中主要的 N 碎片贡献给了非生产功能是：内源性尿素、

内源性嘌呤衍生物（PD）、肌酐和肌氨酸、马尿酸和 3-甲基-组氨酸（考虑到组氨酸潜在的需求）。

每日内源性尿素的分泌已经被量化为 10 mg N/BW (Hutchinson and Morris, 1936; Biddle et al., 

1975; Marini and Van Amburgh, 2005;Wickersham et al., 2008a and b)。评估肌酐分泌，我们

用专门的繁育、生长或泌乳奶牛建立了一个数据库（从 1979 年到 2015 年发表的 27 个试验

141 个处理）:尿分泌的肌酐平均每天 9.46 mg N/BW（25.5mg 肌酐/BW）。肌氨酸分泌是以肌

酐的 0.37 估值(Blaxter and Wood, 1951; Nehring et al., 1965; Bristow et al., 1992)。每天尿分

泌的内源性 PD 预测平均为 27.1 mg N/BW0.75(483µmol: 回顾自 Tas and Susenbeth, 2007; 

Fujihara and Shem, 2011)。每天尿分泌的 3-甲基-组氨酸(µmol)预测为 50.5 + 3.54 × BW (Harris 

and Milne,1981)。应用来自 Spek et al. (2013)的数据库，“探明”内源性尿 N 分泌的计算方法是

尿液非尿素分泌量减去自 MCP 吸收的 PD 值加内源性尿素，此估值作为上述的描述。上述估

值的总和表示了“探明”内源性尿 N 分泌的 54%。另外一个在尿中分泌的重要的 N-片断是马尿

酸。马尿酸从瘤胃日粮发酵酚类化合物发起在肝脏里形成解毒的苯甲酸。虽然这个分泌不能完

全定义为“内源性的”，但也大概包含了先前内源性尿液分泌的估计值。确定非尿液尿素 N 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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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在 25.7%(Nehring et al., 1965; Bristow et al., 1992; Kool et al., 2006)。这增加了“内源性

的”尿分泌。评估和探明的值在一个类似的范围（评估和探明的值分别为 29.7 和 33.4 g N/日），

但有一个强势的偏斜。在数据库里，尿液尿素N的分泌的比例与潜在的马尿酸分泌是最相关的。

用这个相关性评估马尿酸分泌，预测内源性尿 N 分泌平均值为 33.2g N/日，相比上述 84 个处

理探明值为 33.4g N/日。有一个小的重要的偏斜，但没有足够的信息纠正它，表明在尿 N 分泌

的成分上我们的认知有一个重要的缺口。在这个数据库里的体重（BW）范围，发现了在内源性

尿 N 分泌与 BW 之间非常小的显著关联性。然而，除了马尿酸外，多数的评估是基于 BW，内

源性尿 N 分泌与 BW 的相关性平均在 53mg N/BW。有趣的是，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在 Systali 新

的法国模型里预测，每日内源性尿 N 降到平均 50mg N/BW(Sauvant et al., 2015)。因为这些化

合物是：1）表达为 g N/日，没有必要转换 CP 到 TP；2）代谢的终端产物，我们考虑如同 Sauvant 

et al. (2015)，使用的效率是 1.0。因此，在当前的模型，由于内源性尿液损失每日 MP 需求（g 

MP/日）=0.33 g MP × BW (0.053 × 6.25 × 1)。 

在这些模型里评估包括 MFP 的需求大多不同：Sauvant et al. (2015)报告了这些情况，在

模型之间用具有奶牛特征的数据库评估 MFP 的需求（g MP/日）各不相同：18.2 ± 3.4 

(NorFor,2011), 19.8 ± 3.7 (Sauvant et al., 2015), 23.1 ± 5.4 (Van Duinkerken et al., 2011), 

23.5± 0.5 (NRC, 2001) 和 38.0 ± 8.9 (CNCPS, Fox et al., 2004)。NRC (2001)观察到的最低

SD 是由于这个评估仅仅是基于 DMI，而其他模型包括一个或其他方法，对消化率的评估是沿

着胃肠道进行的。在 NRC(2001)和 CNCPS (Fox et al., 2004)评估 MFP 需求一个引人注目的

观察是：两个模型没有将粪便中评估的 CP 转换到 TP，也没有应用效率因子以获得最终的 MP

需求评估值。事实上，包括 MFP 的定义已经有些模糊，并改变了多年。我们相信：MFP 的损

失将包括沿着胃肠道所有的内源性蛋白分泌和在小肠未被消化的部分。内源性蛋白能流动到十

二指肠作为自由蛋白或合成瘤胃微生物。然而，内源性蛋白将不包括自尿素合成的细菌 N，如

同尿素的利用不强加于 AA 的需求一样。这个概念注意到，由 Ouellet et al. (2.39 g N/kg DMI: 

Ouellet et al., 2002 and 2010)获得的奶牛回肠流入的内源性蛋白估值，加大肠分泌进粪便的内

源性分泌物估值会恰当地表示 MFP。大肠分泌进粪便的内源性分泌物相当于小肠内源性分泌物

流经回肠的 0.6 倍，基于羊的观察(Sandek et al., 2001)：假定流进大肠的内源性分泌物一半源

自尿素和一半来自 AA。自小肠分泌物流进回肠的内源性蛋白预计在 0.81g N/日(Ouellet et al., 

2007)。然而，这些结果受限和与 DMI 的表达有关。这已经清楚地表明：MFP 与未消化 DM 的

关联性比 DMI 更好(Swanson, 1977)。Marini et al. (2008)发布的方程式尝试计算日粮消化率，

总的肠道消化 N 和日粮 N 之间的相关性截距被解释为代谢粪便 N：这个方程式包括 NDF（日

粮中的 OM%）和碳水化合物发酵比率。然而，这个 MFP 评估包括合成自尿素 N 的未消化细

菌蛋白：因此，仅计算合成自内源性 AA-N 的未消化细菌蛋白，Ouellet et al. (2002 and 2010)

用一个平均的碳水化合物发酵比率评估获得 MFP 产出的截距和斜率。整个因 MFP 的 MP 需求

（g MP/日）=[12.7 + 0.15 ×NDF (%DM)] × DMI，TP/CP 的比率用 0.732（基于 MFP 的 AA 成

分:参见下一个部分）和效率因子为 0.67。 

如同先前的讨论(e.g. Lapierre et al., 2007)，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包括十二指肠流出的内源

性蛋白需求，只要他们也不包括来自 MP 和 AA 净供应的量。其实，这些蛋白主要合成自动脉

提供的 AA，如同流进小肠被消化的碎片不体现需求而被送回血液循环。因此，只有流到回肠未

消化的部分表现为需求，已经包括在 MFP 部分。好啦，这个流量不代表新的 MP 和 AA 输入奶

牛，需要从十二指肠流量中移出以评估真实的 MP 和 AA 净供应量。基于 1980 和 2013 年之间

的 12 个研究试验，十二指肠内源性蛋白流量(g CP/d)= 96.1 + 7.54 × DMI (Lapierre et al., 2016)。 

概述，用当前的模型，用 0.67 的效率，非生产性功能 MP 需求(g MP/d) = [0.26 g MP × 

BW0.60] + [0.33 × BW] + [(12.7 + 0.15 ×NDF (%DM)) × DMI]，BW 和 DMI 为 kg。MP 的供应

量需要包括直接相关的乳蛋白分泌。乳蛋白产量（MPY）是容易测量的，应当表现为 TP。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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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 的平均效率，牛奶的 MP 需求(g MP/d)= MPYTP / 0.67。非生产功能的 MP 需求和牛奶

MP 需求案例参见（表 1）：当前的模型比 NRC 或 CNCPS 需求低，但我们不得不注意：流经

十二指肠的内源性蛋白估值必须从 MP 供应量估值中去除。 

 

氨基酸组成 

 

校正因子 

 

组成蛋白质的多数 AA 可利用值是在水解 21 或 24 个小时后获得的含量；然后，这些与蛋

白质的 CP 相关联的 AA 总和被假定为代表 TP/CP 比例。事实上，这两个假设是不正确的。首

先，得承认：蛋白质水解 21 或 24 个小时是实验室分析简化时间和成本的折衷。已经知晓，24

小时长时间的水解，酸不稳定 AA 如丝氨酸和苏氨酸，它们从蛋白质释放出来后被部分破坏

(Rees, 1946)。换句话说，因为肽键的束缚支链氨基酸（BCAA）异亮氨酸、亮氨酸和缬氨酸难

以分裂，所有的 BCAA 水解 24 小时后释放不充分(Blackburn, 1968)。用 24 个小时水解获得的

含量对排序或比较饲料成分是有用的。然而，我们想通过水解获得相关的 AA 消化流量有可能

有差异，举例，它们的肝门静脉净吸收测定作为游离 AA 进入血液循环，由于用 24 小时水解获

得的一些 AA 含量比它们在消化道流经的真实含量低(Pacheco et al., 2006)。另外，通常牛奶

AA 成分用于模型确定 AA 需求，它的主要结构是从基于乳蛋白成分和每一个少量乳蛋白的 AA

成分计算获得的(e.g. CNCPCS, Fox et al., 2004)。所以，当设定一个阶乘函数方法去平衡 AA

供应和需求，用一个方法（24 小时水解低估一些 AA）获得的 AA 成分为除了牛奶之外所有的

供应和需求预测、应用一个完全有差异的理论接近牛奶值、预测主要成分的需求和假设真 AA

成分，这是不合逻辑的应用。 

在开始水解前获得原料中蛋白的真 AA 数量，建议用涉及同时发生的释放和衰减多次水解

外推法(Robel and Crane, 1972)：从 4 到 141 小时用 5 次水解。这个方法进一步探索到从 2 到

141 个小时 19 次水解(e.g. Rutherfurd et al., 2008)。结果与 24 小时获得的“真实”蛋白质中 AA

推断值比较。有其他的从 4 到 10 次的多次水解后获得的最大 AA 含量值与 24 小时的值比较

(e.g. Rowan et al., 1994)。另外，对照也被制作为理论值计算基于蛋白质的主要结构(比如：溶

菌酶: Darragh et al., 1996;我们未发表的工作，用牛血清蛋白)。我们也试验了 6 个饲料多次水

解次数（三倍，13 次，从 2 到 168 小时，未发表）。比较 24 小时“真实”含量的比率结合理论最

大值比率和推断 24 小时测量值，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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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考量与蛋白质的化学组成有关。当肽键断裂开，一分子的水被增加到每一个释放的

AA 里：1kg 完全水解的蛋白质将会产生± 1.15 kg 的游离 AA。因此，在水解后获得的总 AA 含

量因过高估值 CP 而超过 TP/CP 比率的大约 15%。每一个 AA 的重量将被按照无水分子的 AA

分子量（无水 AA=AAA）/AA 分子量比率校正。这个方法当前用于 NorFor 系统（2011）。因为

24 小时水解产生的丢失 AA 比率用 WM AAA/MW AA 产生的比率全面校正每一个 AA。全面校

正因子能应用于 24 小时水解浓度以获得“真实”的 AAA 校正值（AAAc）。虽然冗长，当建立模

型时，如果在对蛋白质分析同样的因子是符合逻辑的，更多的工作需要确定。（例如：RUP，十

二指肠蛋白）。自我们实验室开始的结果表明：相比饲料成分 RUP 部分分担了同样的因素。 

 

蛋白功能的 AA 组成 

 

表 3，对每一个功能蛋白质的 AA 成分基于每一个蛋白质类型的新陈代谢定义和表 2 的全

面校正因子再回顾，给出了所有 AA 的数据，但需要量仅仅能对 EAA 确定，不是奶牛合成的。

因此，精氨酸需求不能确定，因为大量的精氨酸由奶牛合成。Williams (1978) 和 van Amburgh 

et al. (2015)：体被蛋白的 AA 成分评估使用头、皮、蹄和尾联合成分。这不完全准确，但这个

函数对总 AA 需求的贡献较低，这是我们能发现最好的。至于内源性尿的分泌、内源性尿素的

分泌是假设有完全空体的 AA 成分(Williams, 1978; Rohr 和 Lebzien, 1991; Ains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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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1993; Van Amburgh et al., 2015)。3-甲基-组氨酸分泌要求组氨酸反而由其他内源性尿液

的 N-碎片分泌，不要求 EAA 的直接输入：PD 是自天门冬氨酸、谷氨酸和甘氨酸合成的；肌氨

酸和肌酐来自精氨酸和甘氨酸（作为其他许多代谢功能，它需要 S-腺苷蛋氨酸，但作为其他代

谢途径这不代表净蛋氨酸需求）；马尿酸合成自甘氨酸。MFP 的氨基酸成分是基于瘤胃和皱胃

分离的 AA 成分（Ørskov et al. 1986)和在猪回肠流经的内源性成分(Jansman et al., 2002)，假

设 70%的 MFP 是来自十二指肠流经的未消化部分和其余的 30%来自肠道(Ouellet et al., 2002 

and 2010)。牛奶 AA 成分是基于牛奶中各种蛋白的主要结构(Farrell Jr et al., 2004)。在奶牛中

的蛋白质碎片贡献了 81.4%的酪蛋白（作为总蛋白的%：34.5%αs1-酪蛋白; 7.6% αs2-酪蛋白; 

29.9% β-酪蛋白; 9.4% κ-酪蛋白)和 18.6%的乳清(作为总蛋白的%: 4.0% α-乳清蛋白; 10.7% β-

乳球蛋白; 1.15% 白蛋白; 1.90% IgG;0.29% IgA; 0.26% IgM; 0.29%乳铁蛋白)，基于 1986 年

-2012 年发表的 14 篇报告。 

 

效率 

 

MP 的利用效率 

 

比较 NRC (2001)、CNCPS 和我们新的评估效果，在上述部分的 MP 需求计算中已经使用

了 0.67 的效率。然而，很好地认识到 MP 各种利用效率的变化与 MP 需求的供应相关(Doepel 

et al., 2004, Metcalf et al., 2008)。其实，Sauvant et al. (2015)建议效率的变化围绕着 0.67 的

中性点；不过变化不仅仅与 MP 供应相关，也与 MP 供应/DMI 比率有关。在这个部分，将使用

数据库对效率的变异做一个密切的关注，Martineau et al. (2016)的研究报告：给泌乳牛瘤胃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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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酪蛋白。日粮特征用 NRC (2001)评估。如同先前的建议(Lapierre et al., 2007)基于 AA 新陈

代谢，一个单一的“联合”效率将被用于非生产功能和乳蛋白生产。此外，作为新的法国系统

Systali (Sauvant et al., 2015)建议，指定内源性尿分泌效率为 1.0，这些产品存在于终端产品的

代谢途径。计算联合效率作为 MP 供应分离出的 TP 输出比例(内源性尿液从两个成分中移出）。

在这个数据库，联合效率平均为 0.64 ± 0.13（范围从 0.35 到 1.01）：意即同意使用通常的平均

效率，但范围清楚地指出这个效率实际上是变数。总的 MP 供应和总的输出 TP 之间是关联的，

内源性尿素需求从两个成分中移出被首先检验过。作为对一个变数效率的预期，有一个显著的

二次曲线关系(P<0.05;图 1A)。我们然后研究了在联合效率和 MP 供应、MP/NEL 供应或 MP 供

应/DMI 任一之间的线性关系。当公式不包括研究，MP/NEL 供应(调整 R2=50%)和 MP 供应

/DMI(R2=60%)两者与联合效率比单独 MP 供应(R2=31%)有一个较好的线性关系。由联合效率

与 MP/NEL 供应比率或 MP 供应/DMI 之间关系的类似模式确定掌握，由于这两个参数之间高

的相关性(r=0.98)。因为，在生物学上，对 AA 利用的能量供应比 DMI 将会更多，我们宁愿使

用 MP/NEL 供应比率。加之，MP/NEL 比率的截距和斜率有和没有研究包括线性模型都是十分

类似的，表明线性比二次曲线模型更加稳健。因此，在这个数据库里用 NRC (2001)评估日粮特

征，MP 供应的联合利用效率支持 TP 输出线性下降(P<0.001)，MP/NEL 供应比率增长：效率

= 1.06 (±0.04) - 0.0078 (±0.0007) × MP/NEL 供应(g/Mcal)。这个关系需要用较大的数据库验

证，但关系的实质将保留。 

 

 

AA 的利用效率 

 

强烈建议 AA 代谢使用 MP 联合利用效率的想法。实际上，检验奶牛 AA 代谢，通常倾向

于观察：主要被肝脏异化的 1AA 组（组氨酸、蛋氨酸、苯丙氨酸+酪氨酸），分解代谢即使有也

极少出现在外周组织包括乳腺；与之相反， 2 AA 组（异亮氨酸、亮氨酸、赖氨酸和缬氨酸）

在净基础量上几乎不能被肝脏移出，但被肠道、周边和乳腺组织异化(Lapierre et al., 2012)。因

为负责 AA 分解代谢酶的结构局限，这些酶在 AA 分解代谢时不能出现在蛋白合成的现场，当

然不能输出这些蛋白质。举例，苯丙氨酸显然没有在乳腺分解代谢即使超量供应(Lemosquet et 

al.,2010)。因此，没有生物学的原因为苯丙氨酸指派一个利用效率，或其他 1AA 组，有区别于

非生产功能和泌乳，其转化出现于身体的某个场所即肝脏里。因此，使用类似于 MP 的方法，

EAA 的利用效率也可以评估。同样的数据库和假设作为 MP 效率检验使用。由输出蛋白 x AA

成分评估 AA 的输出参见（表 3），自消化流量(NRC, 2001)评估供应量；如同 MP，内源性尿需

求从两个成分里减去。观察的效率和变化的细节参见（表 4）。最大效率的观察可能与研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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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包括这个数据库，这里 MP 缺乏是对照组。不过，效率比 1AA 组高可能与组氨酸和蛋氨酸

各自的消化流量被低估有关。当这些采用 CNCPS v6.5 (van Amburgh et al., 2015)和来自

Lapierre et al. (2007)推导，观察到的每一个 AA 的平均效率在同样的范围内。 

赖氨酸和蛋氨酸的结果详细地列出它们的效率变异。事实上，这些单个 AA 

 

 

的效率基本上与 MP 的模式相同。AA 输出和供应是二次相关性的（图 2）。联合效率与 AA/NEL 

(R2: 赖氨酸=45%和蛋氨酸=47%)供应的关系比 AA 自身的供应更加线性(R2: 赖氨酸=25%和

蛋氨酸=29%)。然而，MP 的差异在利用效率和 AA/NEL 供应之间有一个显著的二次曲线关系，

令赖氨酸和蛋氨酸的 R2分别略微增加到 49%和 52%（图 3）。然而，在观察到的主要范围，产

生的线性和二次曲线关系具有十分相似的效率。如同 MP 的效率，这些关系需要最近的 AA 供

应估值和大数据库验证评估，但关系的实质将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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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总之，更好地理解 AA 代谢可以改进每日 AA 输出数量、非生产功能和乳蛋白产量的量化。

另外，AA 代谢的认知建议：1）为这些功能用联合效率（除了内源性尿的分泌）；2）使用可变

效率以转化这些输出 AA 到需求。虽然第一个建议 MP 的效率或单独的 AA 与它们的消化流量

有关，似乎 MP 的比率或 AA 供应到 NEL 供应与效率的关联更好：当 AA/NEL 供应比率增加，

效率下降。在整个模型里，不同 EAA 效率最优化将会允许需求的评估更好，在已知的供应下乳

蛋白产量的预测也更佳。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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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奶牛营养中策略性地使用瘤胃保护氨基酸 

 

Robert A. Patton1 

Nittany Dairy Nutrition, Inc. 

巫立新译 

 

引言 

 

当奶牛营养师在牧场工作谈及氨基酸平衡时，常常听到如下几个评论： 

1、 我试着平衡氨基酸，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 

2、 起初我看到乳蛋白增加了，但它很快就消失了。 

3、 我的客户得不到乳蛋白的补偿，所以他们不担心氨基酸。 

4、 我唯一看到乳蛋白反应的是当我使用了（任选一个：鱼粉、血粉、任何一种  由 10 种不同

的动物蛋白构成的混合物，斯特敏 Smartamine，美斯特 Metasmart，Mepron）。其他方法都

不管用。 

这些情况是实情。我确信你也有许多的疑问或听到同样的或类似的评论。为什么是这样的？

我猜测这是因为氨基酸平衡的比例，虽然操作简单，但不总是受直接因素的影响。作为营养师

我们需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氨基酸平衡的反应最佳。请注意我用的是氨基酸平衡而不是瘤胃保

护氨基酸（RPAA），因为不是氨基酸来源而是平衡。请注意我说的没有这么简单。氨基酸平衡

是许多营养互作的结果，我们需要很好地理解它们才有可能获得始终如一的结果。 

虽然这个话题的标题里有“瘤胃保护蛋氨酸”，我们必须承认仅有少量的瘤胃保护氨基酸研究

所提供。当前仅仅蛋氨酸有可利用的商业化产品，有几种不同的产品可利用。近来瘤胃保护赖

氨酸产品已经生产出来。无论如何未来也将需要研究这个产品。验证真正的瘤胃保护赖氨酸，

然后为奶牛继续开发氨基酸平衡的日粮才更有效率。现在当我们谈及瘤胃保护氨基酸，我们不

得不包括为氨基酸做出贡献的瘤胃非降解蛋白（RUP）来源。 

我们打算在这篇文章里做些什么？1）何种情况下氨基酸平衡是关键的； 

2）简要描述我们所知道的奶牛氨基酸营养；3）指出哪儿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和这些缺乏的专

业知识怎样能导致不一致的结果；4）描述我们怎样去平衡氨基酸。 

 

何时氨基酸平衡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的看法，有些时候氨基酸平衡是关键的。它们是： 

1、 当尝试着去减少蛋白质饲喂的数量，籍此降低日粮成本和增加高能量饲料的   

配方空间。我们需要保持注意的是高产奶牛能量通常比氨基酸更加缺乏。低蛋白日粮也将减

少氮排放到环境当中和受到严格规章的威胁。这变成了一个额外的奖励，牧群在环境规章下

可能首先考虑运用氨基酸平衡。 

2、 对于新产牛，最小化 BC 损失和增加产奶量。 

3、 增加乳蛋白。 

 

 

氨基酸平衡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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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乳牛没有要求粗蛋白或过瘤胃蛋白。类似其他的物种，他们有氨基酸的需求（NRC，2001）。

在多数情况下，选择适当的蛋白源和明智地使用瘤胃保护氨基酸，从理论上讲应当可能平衡奶

牛的氨基酸需求同时减少粗蛋白的摄入。Broderick 和他的同事（2008）发表的研究表明：16.1%

粗蛋白（CP）和添加瘤胃保护蛋氨酸日粮的奶产量与 17.3%CP 不补充瘤胃保护蛋氨酸的相同，

两种日粮的奶产量比 18.3%CP 的高（表 1）。当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将会改进这种关系。另一项

在威斯康辛高产牛的研究群体较小(Armentano et al., 2005)。在该研究里日粮的 CP 减少大约

1%，但是蛋氨酸和赖氨酸维持不变。这些奶牛的产奶量保持不变，但乳蛋白有增加的趋势。通

常，我们不会降低 CP 含量低于 16.7%的日粮基础，没有奶产量的损失。然而，依据可利用蛋

白源和降低先前日粮的蛋白质水平，这常常节约了 5~60 美分/头日成本。 

 

 

我们都发现新产牛饲料采食不足，必须依赖于氨基酸(AA)葡萄糖异生作用作为重要的葡萄

糖来源(Vanhatalo et al., 2003)。来自 Santos et al. (1998)的数据建议：我们照例在新产牛第一

周补充更多的生糖性 AA。这在更多的产奶量上获得了始终如一的结果，在泌乳初期和高峰期体

况损失也较少。到底需要多少 AA 必须依据日粮和可利用蛋白质类型的额外计算获得。目前，康

奈尔大学和密西根州立大学在对泌乳阶段更好的 AA 需求进行科学研究。这种计算我们的个人

建议详见下文。 

由于牛奶计价系统更大的变化在于乳蛋白，因此对优化乳蛋白有更大的兴趣。通常，瘤胃保

护氨基酸首先被用于日粮以试图增加乳蛋白含量。尽管这种回应在发表的文献实验中已经被证

明(Rulquin et al.,1993; Schwab et al., 1992a and 1992b)，而在通常的商业化牧场中出现很困

难。这并不意味着日粮的 AA 不平衡以优化乳蛋白，但必须认识到有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乳蛋

白受到基因、泌乳阶段和季节的影响。营养学上，日粮中的淀粉和糖是影响乳蛋白最重要的决

定因素。通常非纤维碳水化合物（NFC）的水平高真乳蛋白的比例也高（NRC，2001）。当 NFC

高时常常奶产量也高，维持较高的 NFC 水平对奶牛场利益显著。其他影响乳蛋白的因素是 AA

平衡和日粮中脂肪的含量。一般脂肪水平高乳蛋白较低(Palmquist and Moser, 1981)。而且，我

们需要意识到尽管新产牛可能对改善 AA 平衡回应较好，对于度过泌乳峰值的奶牛，它们的奶

产量、乳糖和乳蛋白已经稳定在一个代谢固定点。除非 AA 或葡萄糖极端的缺乏，否则乳成分的

变化很难生产。 

来源的变化在 AA 平衡上的反应 

 

上述的讨论，我们已经提示了为什么 AA 平衡不总是成功的几个原因。现在我们将有一些更

深入的讨论。 

 

反刍动物的“问题” 

178



 

反刍动物已经进化到了消耗大量的草和转化这些草到高质量的肉和乳蛋白。因此，反刍动物

不仅仅演化出了具有消化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微生物群，也转化草中的粗蛋白，这是大量的无

法被动物利用的非蛋白氮，转化为微生物蛋白奶牛能利用。这些关系到牧场的经济利益，也令

研究蛋白和 AA 需求非常困难。不可能给牛饲喂游离蛋白质或明确的 AA 日粮观察到奶产量或

体增重。相反，瘤胃微生物的作用已经有可能在没有任何真蛋白的情况下进行生产。多年来研

究者已知：微生物蛋白合成的数量取决于两个因素：实际发酵的有机物数量和适当的瘤胃氨浓

度（NRC，2001）。目前，发酵有机物的数量不可能准确地预测，虽然我们对影响发酵性能的因

素理解的更加准确。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生产中缺乏微生物蛋白是一个会影响到我们获得 AA

平衡结果的因素。作为营养师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总是在饲喂两个系统:一个是微生物，虽然它

们能利用一些 AA、小肽类和需要的氨。另一个是哺乳动物系统，需要供应总的 AA、代谢蛋白

（MP）和必需 AA（这些哺乳动物体内不能合成或不能合成足够的数量）。 

 

哺乳动物的“问题” 

 

许多营养师有意识增加 AA 的供应以获得较高的乳腺流量而因此产生更多的乳蛋白。遗憾的

是这不可能发生。奶牛摄入的 AA 能增加蛋白，但大部分蛋白质是脱氨基而用于提供能量。事实

上，围产期的奶牛胎儿生长大约 50%的葡萄糖依赖于 AA(Bell et al., 1995)。没有疑问，在泌乳

中期于能量和蛋白分泌两者之间有 AA 的竞争。在这些情况下，蛋白质可以作为供能而不是氨

基酸。显然这是非常昂贵的，更何况如今的蛋白价格比能量更加贵。当对能量的需求比 AA 更多

时，肝脏主动对过量的 AA 脱氨基，增加尿液氮的分泌和乳中尿素氮（MUN）。至少部分氮将循

环进唾液和即刻进入瘤胃壁成为瘤胃内容物（NRC，2001）。可惜，不可能显示这种尿素循环模

型。同样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赖氨酸和支链氨基酸不直接增加葡萄糖供给而是增加尿液排出。

结果更多的氮排放到环境当中。 

我们都认识到：奶牛接受 AA 自两个来源，微生物蛋白冲刷进真胃和逃避瘤胃降解的蛋白

（亦即：瘤胃非降解蛋白 RUP）。这两种来源在小肠必须以游离 AA 的形式被吸收。在影响 RUP

数量和该蛋白的 AA 组成这两者的因素上有些讨论（NRC，2001）。这再一次要求营养模型去计

算 RUP 和 AA 组成进而预测动物总的氨基酸经济性。在奶牛上也似乎有些疑问，如同其他物种

当他们有较大的缺乏比仅仅有些缺乏时，对 AA 的利用率更加有效(Hanigan, 2005)。是否这是

一个保护机制或是对能量需求更大的反应也未知。 

虽然肝脏扮演了一个限制血液 AA 浓度的角色(Berthiaume et al., 2001)，乳腺有很大的能力

去改变血液的流量和在 AA 供给经常或多或少时具有协同作用去获取 AA，当血液浓度低时用于

合成乳蛋白(Bequette et al., 2000;43 Vanhatalo et al., 2003)。通过这一机制的演进保护了犊牛

来自乳蛋白的巨大变化。 

 

需求的“问题” 

 

由于微生物产生的蛋白和不可能饲喂游离蛋白日粮的问题，奶牛的 AA 需求也是必须阐明的

话题。2001 NRC 给出了作为 MP 比例的 AA 需求，这是基于之前法国研究者建议的类似系统。

蛋氨酸和赖氨酸是最可能限制的 AA，或者在典型的北美日粮是限制性的(Schwab et al., 1992a 

and b)，在青草为主的日粮组氨酸是限制性的(Vanhatalo et al.,1999)。这已经被灌注梯度水平

的这些AA进入泌乳牛的十二指肠观察到乳蛋白比例增加所证实。首先需求比例是令人满意的，

这些是唯一的营养物质，需求是由比例确定的而不是重量。在实验数据中我们(Patton et al., 

2003)发现：与乳蛋白相关的既不是 MP 比例中的蛋氨酸也不是赖氨酸（图 1 和图 2）。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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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试验尝试通过用自血粉的瘤胃保护蛋氨酸（RPMET）和赖 

 

 

 

氨酸增加 MP 中的蛋氨酸和赖氨酸比例以增加乳蛋白，已经获得少许的或中等的成功

(Bucholtz et al., 2008)。另外的试验有了类似的结果(Benefield et al., 2006)：由于比预期的 DMI

高，评估重量的需求过量，这可能是失败的原因，但在这些案例中这当然不是 MP 中蛋氨酸或

赖氨酸比例低导致的。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倾向于平衡 AA 的重量。在任何实例中，营养科学还

没有建立一个 AA 需求与高乳蛋白产量始终如一相关的运算公式。显然这种关系需要与商业化

奶牛场的状况密切相关。 

聚焦于为什么生产的结果与科学实验的预测结果不匹配是值得做的。许多人猜测：大的不同

是由于在研究中严谨的控制和较好的管理。虽然这可能有影响，我猜想这是试验设计造成的较

大差异。大多数 AA 平衡试验进行的时间较短，无论是 2~4 周的拉丁方实验，或者是短期的灌

注试验。在较短的时期，奶牛可能做出许多代谢的调整以维持生产。这些试验尽管设计显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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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差异的可能性，经过较长的一段时期却出现了不同的结果。这可能说明当 AA 平衡“配制的较

好”，最初的蛋白增加而之后下降。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CP 少于 16.7%不可能长期平衡日粮而仍

然维持生产。 

 

模型的“问题” 

 

由于预测微生物蛋白和 RUP 的 AA 组成以及数量的复杂性，我们必须用一个模型整合所有

这些因素。我们需要花片刻时间谈谈这些模型。我们看看 3 个最广泛使用的模型（(AminoCow, 

CPM 和 NRC)，我们发现有区别。作为一个案例，一个简单的日粮用同样的 CP、ADICP、NDICP、

NDF、ADF、fat 和 ash 营养成分输入所有三个日粮配方程序。程序默认值后计算预测流入小肠

的可代谢蛋白（MP）、微生物蛋白、蛋氨酸和赖氨酸。这个比较参见（表 2 和表 2a）。注意：虽

然 CP 是相同的，预测的 MP、微生物蛋白，蛋氨酸和赖氨酸的流量、两者的数量和占 MP 的比

例则不同。类似的情况存在于如果我们考虑蛋氨酸和赖氨酸可代谢 AA 的需求（表 2b）。这是否

意味着一个模型比另一个更好？不是的!有很多奶牛 AA 流量的研究，这些模型的作者都意识到

诸如此类的“问题”。而且，尽管他们都同意模型是完美的，这些作者都相信他们的模型能最好地

描述营养的情况。有总比瞎猜好。 

也应当保持注意：不同的模型要求不同的录入值。通常这些测试没有因为成本的考量而依赖

默认值作为上述的比较。定义默认值是平均的，他们可能或不可能完全反映饲料的饲喂。研究

只不过没有确定是否这些录入增加了模型的准确性或只是更复杂。 

所有的模型是不完美的，发展是永恒的。对于任何给定的配方一个或所有的这些模型都不是

准确的。这只是模型的本质。营养师需要做的是选择一个模型并学会理解它。然后他们应当去

系统地应用 AA 平衡，当做出改变时注意奶牛的反应。如果他们怀疑一个模型始终偏向于预测

AA 平衡的反应过度或不足，他们需要考虑微生物蛋白、RUP 的预测，或者 AA 需求可能影响

AA 平衡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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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I 问题 

 

在最后我们解决最大的问题，但幸好这也是最容易搞定的。如果你去平衡 AA，你必须知道

真实的干物质采食量（DMI）。（表 3）显示了准确日粮的 MP、可代谢蛋氨酸和赖氨酸的评估值，

我们已经比较了模型的不同，这次我们仅用 NRC 模型，但 DMI 预测用其他模型。首先，我们

需要承认：每一个模型对 DMI 的预测已经发表了许多研究；因此我们能确信真实多于猜测。然

而，对同样奶牛采食量的预测相差 2.724kg（>6 磅）！如此多的 DMI，产奶量要相差多少？显然

DMI 的这种差异所改变的 AA 流量比模型预测的差异更大！ 

 

 
 

有关系，但问题不同，即一个组 TMR 的问题。多数的日粮是为“高产牛”而平衡的，大体上

在 40-55kg 产奶量。这些奶牛通常只占牛群的 15-20%。对于所有其他的奶牛都是被过度饲喂，

不仅仅是 AA，而是所有的营养可能除了纤维。在这个日粮中 AA 平衡可能引起高产牛的反应，

这种效果将被其他的 80%的奶牛所稀释，而观察不到清楚的反应。简单真实的是 AA 平衡仅仅

是一个有利于奶牛生产者商业导向的科学技术，试图增加饲料效率。这些是奶牛生产者乐于跟

踪每天的 DMI 和牛群，并按照生产情况而饲喂。 

带回家的讯息是：如果你不知道牛群合理确定的 DMI，请不要平衡 AA。它不会有效的。 

 

这意味着什么？ 

 

到此为止，这可能都似乎太难和太复杂。这不是我们先前试图讨论的重点。要点是因为有如

此多的东西会影响 AA 平衡的反应，只是试一次和决定它不工作是不足够的。更准确地说作为

专家，我们需要考虑所有其他的意外事件，然后确定一些不受干扰的混杂影响。总之我们需要

学习稍稍调整日粮以使我们的客户获得最多。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鼓励客户测量 DMI。 

它将花费时间和研究去理解一些 AA 平衡的复杂性。理解这些曾经发生的意外事件，AA 平

衡能相当容易地完成而令营养师的工作量最小化，并优化客户的利益。 

 

怎样平衡氨基酸？ 

由于所有不同牧群的情况均可以应用 AA 平衡，我们将给出一个通常的方法依照上述提及的

关键情况运作 AA 平衡。 

 

减少日粮粗蛋白（CP）的方法： 

1、 测量 DMI，获得奶牛的体重、牧群真实的产奶量和蛋白。 

2、 选择一个你便于使用的模型。AC、CPM 和 NRC 都已经被研究确认。 

3、 比实际获得的增加 1.362kg（3 磅）奶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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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可利用蛋白源，包括：RPAA、平衡 AA 必需+1 种蛋氨酸、+1 种组氨酸和+5 种其他氨

基酸。我们倾向于使用瘤胃保护蛋氨酸作为蛋氨酸源和机榨豆粕作为我们的赖氨酸源，这是

选择而不是要求。 

5、 至于 AC，满足 MP 需求。对于 CPM 和 NRC，MP 的数量可能缺大约 100g。对于 AC，不

必担心 RDP 除非短缺大于 0.363kg（0.8 磅）。CPM 忽略肽平衡；若非蛋白氮（NPN）源限

制到 100g（0.25 磅），肽平衡将无效(Argyle and Baldwin, 1989)。NRC 满足 RDP 需要。 

 

新产牛 AA 平衡的方法： 

以下是新产牛群平衡日粮的方法（从 14-18DIM）。这已经在许多地方取得成功。 

这将是一个测量 DMI 例外的规定。对于新产牛群我们将假设初产牛和经产牛混群，荷斯坦

奶牛在 14 天（DIM）将平均产 35.40kg（78 磅）奶，娟珊奶牛将产 25.88kg（57 磅）奶。使用

模型预测这些奶牛和 DIM 的摄食量。 

 

1、 基于上述的产量和泌乳日龄输入新产牛日粮。 

2、 注意 MP 的重量超过需求。对于 CPM 和 NRC 添加 100g。 

3、 由于葡萄糖异生作用超出的 MP 需求数量可以用下列方法计算： 

葡萄糖需求=奶产量*0.05/0.5；（或乳糖数量除以 0.5，改编自 Orskov ，1986) 

   日粮葡萄糖供给（w/o 来自 AA 的葡萄糖异生作用）=日粮淀粉磅数*0.5（日粮淀粉不可能自

NRC 获得。它可以粗略地估值为：0.7*NFC。对于 NRC，NFC 也需要计算。） 

4、 减去自日粮中提供的葡萄糖。这等于葡萄糖的数量必须来自 AA 的葡萄糖异生作用。 

5、 来自 AA 的葡萄糖数量，AA/0.55=必须提供的过量 MP 数量。（假定 MP 转化为葡萄糖的效

率是 55%）。如果 MP 单位是 g，将上面的数字乘以 454。 

6、 添加蛋白源，最好是高 RUP 源如玉米蛋白粉、机榨豆粕或高质量的混合 RUP 源。我们倾

向于不使用纯血粉和纯鱼粉，因为在泌乳阶段存在采食量问题。 

 

使乳蛋白最大化： 

1、 测量 DMI，获得奶牛的体重、牧群真实的产奶量和蛋白。 

2、 用你舒适的计算机模型输入日粮。评估日粮的实际乳蛋白产量并且与预期的乳蛋白比较。 

3、 确定日粮的淀粉水平在干物质（DM）的 23.5~25.5%之间。（CP 估计将高出 2%。NRC 使

用 NFC 在 38.5~42.5）。 

4、 如果实际的乳蛋白产量和饲料消耗显示 AA 的 g 数不足，那什么事情是错误的。我们将要降

低我们获得 AA 平衡反应的预期。（至于 NRC 的 g 数可以据 MP 的需求乘以 2.5%蛋氨酸、

7.4%赖氨酸和 2.8%组氨酸计算。实际上我们减少 0.4%效果更好。） 

5、 确定蛋氨酸、赖氨酸和组氨酸的所供给的需求数量。 

6、 调整蛋氨酸与赖氨酸的比例为 1：3，既不要超过也不要偏低。 

 

摘要： 

1、 平衡日粮 AA 是不困难的，但要给我们工具，这不是简单的。可能需要额外的计算。 

2、 由于供应 AA 到奶牛小肠的复杂性，必须使用模型预测其供应。 

3、 选择一个你便于使用的模型。学习使用它以获得你期望的结果。 

4、 三种情况下 AA 平衡是关键的：1）减少蛋白消耗，2）平衡新产牛日粮，和 3）增加乳蛋白。

使用 AA 平衡是减少日粮蛋白最好的方法。 

5、 不要尝试 AA 平衡，除非每个牛群的 DMI 是已知的。 

6、 由于许多东西会影响 AA 平衡的反应，尤其是来自 NFC 的能量，核实确认来自 NFC 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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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是足够的。来自脂肪补充的能量将会降低乳蛋白率，尽管可能产生更多的奶。 

7、 投入时间和研究以理解 AA 平衡的复杂性将会给客户带来更多的利润同时减少营养师的负

担。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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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的骨骼肌肉健康需要的营养乳蛋白的作用 

 

A. E. Thalacker-Mercer 

康奈尔大学营养科学部 

巫立新译 

 

肌肉萎缩和灰色社会 

 

在美国，超过 65 岁年龄的人口在增加，人类对寿命的期盼同时也在增加(cdc.gov)。虽

然人们活的寿命更长，生活质量却不是必然地提高；由于代谢性疾病和与肥胖相关的身体损

伤实际上可能令生活障碍的年数增加。基于《自然》刊物 2012 (Scully, 2012)发布：当我们

年老了，每天生计（例如，穿衣、沐浴、洗衣移动、烹饪等）活动损伤(≥ 1 活动)的患病率

增加，表明随着衰老增加了身体的机能障碍和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这与随着年龄增长

相关代谢疾病(例如，癌症和糖尿病)的患病率下降形成反差。总之，年龄较大的人面临着每

日完成生活活动的能力降低和独立自主的丧失。 

骨骼肌肉在整个人类健康和独立自主方面扮演了重要的和必需的角色。骨骼肌肉是身体

活动、锻炼、骨架支持、新陈代谢过程和内分泌功能必需的。一个年轻成年人的身体大约含

有 35-45%的骨骼肌肉。然而，当我们年老了，年龄在 70 岁骨骼肌肉下降到大约占身体重

量的 25-30%。骨骼肌肉损失开始于生命的第三个十年(Lexell J, 1988)并直到生命终止。有

趣地是，男性损失骨骼肌肉、强度和增加脂肪的比率比女性更大(Goodpaster et al., 2006; 

Janssen et al.,2000，图 1)。骨骼肌肉变化与年龄有关，如：肌肉无意识的损失（肌肉萎缩）

和有关强度的降低，较年长的成年人(Rantanen et al., 1999)增加了跌倒和骨折的风险，既

丧失了移动能力又失去了独立性(Bales and Ritchie, 2002; Doherty, 2003)并造成身体残障。

随着年龄增加在体内骨骼肌肉周围并发肌肉萎缩、肥胖和组织纤维化联合可能增加机能障

碍和代谢调节障碍(Zoico et al., 2004)。 

 

有许多内源性（例如，肌肉神经病变、自分泌变化、旁分泌、内分泌因素、炎症、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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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线粒体功能障碍和蛋白质代谢变化）和外源性因素（例如，身体活力降低和饭食摄入变

化）影响骨骼肌肉的退化。这些因素使肌肉萎缩、机能下降和代谢机能障碍，最后形成肌肉

疲软、移动性丧失、代谢疾病和最终丧失独立性。 

最好的治疗使老年人的肌肉健康最佳是必需的。遗憾的是，最好的治疗以预防肌肉衰退

或增强肌肉还没有清楚的定义。饮食蛋白和支链氨基酸，尤其是亮氨酸是其中被推荐的治疗

肌肉衰退的方法。 

 

日粮蛋白质和氨基酸需求 

 

蛋白质平衡对维持肌肉是重要的。由于蛋白质摄入不足所致的蛋白质代谢不平衡通常

导致如此的临床症状：肌肉萎缩、肌肉生长受损和功能衰退。膳食中足够的蛋白质对整体

的人类健康状况乃至人类的寿命都是必不可少的。当没有真正的身体蛋白质贮存，膳食摄

入的蛋白质不能满足身体的需求会导致蛋白质负平衡（比如：蛋白质合成低于分解）。推荐

膳食补充（RDA）蛋白质是 0.8g/kg 体重/日。然而，个人应激增加（例如：传染病、创伤

等），骨骼肌肉蛋白质快速降解，供应蛋白质需求增加致使骨骼肌肉退缩。有一些共识：年

长的成年人可能也需要较高水平的日粮蛋白质摄入。 

氨基酸是内生性蛋白质的基本构建模块。氨基酸来自于外源性的膳食蛋白质、氨基酸

来源和自内源性的蛋白质分解。以每日为基准，300g 的内源性蛋白质被合成和分解；每天

我们身体总蛋白质的 3-4%在发生转变。每日蛋白质消耗的总目标是蛋白质平衡的结果。蛋

白质的平衡是蛋白质合成和分解的平衡。氨基酸在身体中有各种各样的用途，包括：蛋白

质合成、能量生产和葡萄糖合成、非蛋白质衍生和非肽激素产生。在摄食状态，氨基酸通

过日粮来源提供。然而，在禁食状态，骨骼肌肉蛋白质分解提供给整个身体需要和功能所

必需的氨基酸。 

 

老年人骨骼肌肉合成障碍 

 

老年人对摄入的膳食蛋白质和亮氨酸有一个合成代谢减弱的反应，亮氨酸是刺激骨骼

肌肉蛋白质合成代谢必不可少的氨基酸。在老年人健康敏感性的研究上证明：年老的（比

年青的）成年人骨骼肌肉对膳食蛋白质摄入低于 20g 蛋白质合成反应出现障碍，但观察年

轻人和老年人摄入 25-30g 蛋白质的单一膳食合成代谢相同 (Paddon-Jones and 

Rasmussen, 2009)。另外，当与年轻人比较，年老的成年人对氨基酸（7-10g 必需氨基酸，

Cuthbertson et al., 2005; Katsanos et al., 2005)有合成代谢减弱和障碍的反应。此外，我

们的实验室研究表明：骨骼肌肉基因表达的轮廓表现了对年老成年男性膳食蛋白质反应的

适应性，年老成年人摄食日粮包含的膳食蛋白质在 RDA 之上有一个与蛋白质合成和修改相

关的较低基因表达，同时消耗的日粮包含的膳食蛋白质在 RDA 之下，年老成年人骨骼肌有

一个与蛋白质分解（亦即降解）相关的较高的基因表达(Thalacker-Mercer et al., 2010)。 

Paddon-Jones et al.,用 NHANES（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集表明：美国人倾向于

一个扭曲的蛋白质消耗膳食模式，晚餐消耗的蛋白质太多，早餐消耗的太少(Paddon-Jones 

et al.,2015)。Mamerow et al. (Mamerow et al., 2014)。扭曲的蛋白质消耗膳食模式导致 24

小时部分混合肌肉合成率比平均分配日粮包含膳食蛋白质的低（亦即：全天每一顿消耗的

膳食蛋白质均等）。基于这些和其他的研究，调查者已经建议了一个新的膳食蛋白质摄入模

式以最大化刺激年长成年人骨骼肌肉蛋白质的合成，最大化合成代谢反应的首要目的是膳

食蛋白质和/或亮氨酸的摄入。研究者建议：年长的成年人在早餐、中餐和晚餐摄入 30g 膳

食蛋白质（每天消耗 90g 蛋白质）。建议年长的成年人 30：30：30g 蛋白质膳食已经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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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临床医生的关注，包括：怎样使年长的成年人一天三次消耗如此高数量的膳食蛋白质，

临床医生的挑战在于年长的成年人按时消耗膳食蛋白质。 

 

乳蛋白使老年人肌肉蛋白质平衡最大化 

 

    尽管有些研究已经调查了长期使用乳制品有益于骨骼肌肉健康，短期研究已经证明：

乳制品比其他蛋白质来源可能对骨骼肌肉蛋白质和肌肉群合成增加最大化提供了必需的底

物。研究表明：当结合坚持锻炼，牛奶和乳清蛋白（与大豆蛋白相比）产生更多的瘦肉身体

肌肉（包含骨骼肌身体成分测量）。对于更年轻的成年人获得瘦肉身体的潜力更大，是由于

伴随着坚持锻炼结合牛奶蛋白消费（500ml）比大豆蛋白在氮值、等能和主要营养素匹配的

情况下对肌肉蛋白合成的刺激和净蛋白平衡更好(Wilkinson et al., 2007)。此外，对于年轻

成年人蛋白质合成的最大刺激可能归因于乳制品中的乳清蛋白；乳清蛋白在坚持锻炼后比

酪蛋白和大豆蛋白能更好地刺激蛋白质合成和净蛋白质平衡(Tang et al., 2009)。同样，在

年长成年人，乳清蛋白比酪蛋白和大豆蛋白水解物刺激肌肉蛋白积累更加有效(Pennings et 

al., 2011)。一个研究综述检验改变瘦肉身体蛋白源的效率，Phillips et al. (Phillips et al., 

2009)证明：在年轻和年长的成年人两者中，牛奶和乳清蛋白结合坚持运动训练导致获得更

大的瘦肉块。由 Radavelli-Bagatini et al. (Radavelli-Bagatini et al., 2014)的研究进一步确

认支持：消耗≧2.2 份/天乳制品（1.5 份牛奶/天）比消耗≤ 1.5 份/天乳制品（0.8 份牛奶/天）

的年长妇女四肢骨骼肌肉更多。同时这些研究有希望支持乳制品的益处，尤其是乳清蛋白

对骨骼肌肉蛋白质代谢和潜在肌肉群，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乳和乳清蛋白分别含有 77 和

108mg 的亮氨酸/g，大豆蛋白含亮氨酸 62mg/g；因此，牛奶和乳清蛋白的有益影响可能归

因于牛奶和乳清蛋白含有较高的亮氨酸。尽管如此，研究支持：乳制品对维护年长成年人

的骨骼肌肉是有益的。 

 

年长者肥胖症—面临的挑战和乳蛋白扮演的角色 

 

    30-35%的年长者（年龄在 65-85）肥胖。肥胖和肌肉萎缩是肥胖年长者两个与跌倒和

不可移动风险增加相关的因素，与没有肌肉萎缩的肥胖年长者相比步行速度和抓握强度降

低。年长者热量限制引起重量损失同时引发身体瘦肉损失继而发生脂肪损失有争议。因此，

有 必 要 为 年 长 者 提 出 治 疗 方 案 以 减 少 脂 肪 的 同 时 维 持 骨 骼 肌 肉 (Smith and 

Mittendorfer,2015)。高钙日粮显示促进脂肪细胞的凋亡。另外，乳蛋白中包含的支链氨基

酸是再分配膳食能量自脂肪组织到骨骼肌肉重要的因素。牛奶中含有的高钙和支链氨基酸

支持潜在的治疗,将会最小化肥胖症和最大化瘦身(Zemel, 2004;Zemel and Miller, 2004; 

Zemel et al., 2004)。 

 

牛奶和其他乳制品对年长者蛋白质产生大有希望 

 

    在骨骼肌肉蛋白质代谢和身体成分方面增加的负面变化，年长者面临很多的生物和社

会变化的挑战，影响他们的活动能力并消耗必要的日粮蛋白质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挑战包

括但不仅限于经济状况的变化；牙齿的负面挑战（牙齿脱落和对食物的敏感性）；渴望准备

食物的无能为力和丧失；和单份食物的准备。 

    乳制品是一种高质量的蛋白质来源（表 1），观察解决老年人面临的饮食挑战，包括经

济负担能力。乳蛋白来自简单的服侍，仅要求极少的准备，尽管老年人面临牙齿的挑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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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饮用，因为牛奶是液体和软质的。正在研究关于蛋白质摄入 30：30：30 平衡的膳食模

式，尤其是老年人，共同的目标是通过每天高质量蛋白质最大化骨骼肌肉蛋白质合成。总

之，常见的乳制品提 

 

供给老年人较好的日粮蛋白质食物来源以考虑到老年人面临的问题。 

    在老年人膳食中使用乳制品和高蛋白质有一些担心。消费高蛋白质和/或乳制品通常的

挑战和/或担心包括乳糖不耐受和患有慢性肾脏疾病。乳糖不耐受发生是由于乳糖酶较少产

生的，酶是消化乳糖必需的。有报道乳糖不耐受高发于非洲和美洲本地人（~75%）以及亚

裔美洲人（~90%）。然而，乳制品的乳糖含量各异（表 1）；乳制品蛋白质能基于含有或不

含乳糖而选择。除了乳糖外，人们通常会关注太多的蛋白质的消耗。膳食蛋白质太高会导

致肾结石和/或由于额外的代谢压力而损害肾脏功能。患者有慢性肾脏疾病需要限制他们的

蛋白质摄入。 

(http://www2.kidney.org/professionals/KDOQI/guidelines_ckd/p6_comp_g9.htm)。 

 

未来的方向 

 

   研究已经表明：乳制品与增加更多的骨骼肌肉和/或维持老年人的骨骼肌肉有关，建议富

含乳制品的膳食可能对肌肉健康最佳。不过，确定是否由于富含乳制品的膳食对增加肌肉

合成代谢和相关的骨骼肌肉质量和功能证据不充分。此外，上述的研究点已经主要聚焦于

特定的蛋白质或氨基酸（亦即：亮氨酸）对骨骼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影响。然而，有可能在乳

制品蛋白源中有其他的生物活性混合物对骨骼肌肉健康和代谢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实

验室起初的数据表明：其他的营养物质，除了亮氨酸，对老年人的骨骼肌肉健康是必需的。

认识到乳制品为老年人骨骼肌肉健康提供了独特的营养物质对制定富含乳制品膳食以最优

化治疗肌肉萎缩是至关重要的。 

 

小结 

 

    总之，在美国和全球超过 65 岁的人口在逐年增长。老年人年事渐高受到日常生活活动

障碍、功能性活动下降和与骨骼肌肉健康损害相关的身体挑战日益增加。适当的治疗以减

缓骨骼肌肉衰减是必需的，定义也已经清楚了。乳制品蛋白质提供了一个在肥胖老年人能

量限制期间最大化骨骼肌肉蛋白质代谢、增加和对肌肉潜在的保护有前景的治疗方法。长

期改善老年人骨骼肌肉和整体代谢健康还有待研究。尽管需要增加关于乳制品蛋白质对长

期肌肉健康的研究，乳制品是老年人一个理想的蛋白质膳食和其他营养的来源，特别是对

年事渐高克服生理和社会学上所面临的挑战。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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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立新译 

 

在泌乳期间 5-羟色胺调控乳腺生理机能 

 

5-羟色胺在全身许多组织合成，不能穿越脑-血屏障。5-羟色胺是由 L-色氨酸两步合成。第

一步是经由速率限制酶，色氨酸羟化酶（TPH）产生 5-羟色氨酸（5-HTP）。第二步是通过芳香

族氨基酸脱羧酶将 5-HTP 转化为 5-羟色胺 (Wang et al., 2002)。TPH1 是在非神经组织产生 5-

羟色胺的速率限制酶，而 TPH2 是在非神经组织产生的 5-羟色胺酶。我们的实验室和其他人已

经揭示：5-羟色胺调节乳蛋白基因表达，也与退化过程的拆卸紧密联系 (Matsuda et al., 2004; 

Stull et al., 2007; Hernandez et al., 2008; Pai and Horseman, 2008)。此外，我们已经解释：

在啮齿动物、牛和人类乳腺上皮细胞乳腺表达了一种独特的 5-羟色胺受体模式(Hernandez et 

al., 2009; Pai et al., 2009)。牛乳腺上皮细胞至少有 5 种 5-羟色胺受体亚型（5-HT1B, 2A, 2B, 

4 和 7;Hernandez et al., 2009）。我们实验室断定：在一个啮齿动物模型中，在乳腺内 5-HT2B

受体亚型调节着 5-羟色胺的调节者甲状旁腺激素关联蛋白（PTHrP）的产生 (Hernandez et al., 

2012; Laporta et al., 2013a; Laporta et al., 2014a,b)。而且，我们证实：在老鼠泌乳期间，5-

羟色胺激活各种各样钙泵和乳腺里的转运蛋白以刺激钙从血液运输到乳中 (Laporta et al., 

2014a)。钙转运到乳腺是认为存在 Ca2+汇入通道和随后通过顶部血浆薄膜 Ca2+ATP 酶泵入乳

中 (PMCA2; Cross et al., 2014)。 

当前在人类和啮齿动物的研究中涉及到在泌乳期间 PTHrP 对母体 Ca 激素的调节。我们实

验室已经证实：在泌乳期间 5-羟色胺对调节钙转运到乳腺的必要性。我们也揭示了：产前产后

血液循环的 5-羟色胺浓度是与奶牛泌乳第一天的血液循环钙浓度呈现正相关(Laporta et al., 

2013b)。此外，我们也证实：5-羟色胺对泌乳期间乳腺产生 PTHrP 是必需的。乳腺衍生物 PTHrP

是动员骨骼组织的钙以支持泌乳至关重要的(Wysolmerski, 2010)。因此，对奶牛乳腺 5-羟色胺

-PTHrP 轴调节机制的描述，能引导开发出新颖的减少美国奶牛群体亚临床低血钙（SCH）和

临床低血钙（CH）治疗干预措施。 

 

低血钙症和围产期 

 

围产期（产前 3 周和产后 3 周）是奶牛生命中非常危险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奶牛极易感

染各种疾病，负面影响动物的健康，乃至整个生产。尤其关注的是奶牛在该时期开始泌乳对钙

的需求增加而无力维持适当的血钙浓度。乳腺对钙的需求增加导致血液循环钙浓度降低，会导

致临产低血钙症的发生（产褥热）。临产轻度瘫痪是一种奶牛最常见的代谢疾病，娟珊牛比荷斯

坦牛更常见 (Oetzel, 1988; NRC, 2001)。在此期间低血钙症与多数其他的疾病相关(Oetzel, 

1988)。由于在泌乳初期不适当的血钙浓度，依据低血钙症的程度动物经历了一系列的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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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s et al., 1996)。临床低血钙症（CH）或产褥热，定义为总的血钙水平低于 1.4mmol/L，

亚临床低血钙症（SCH）定义为总的血钙水平为 1.4-2.0mmol/L(DeGaris and Lean, 2008)。大

约 25%的青年牛和 50%的年长牛将经历 SCH，在美国所有 5-10%的奶牛将发生临床低血钙症

(Goff, 2008)。近期的数据显示：大约多达 25%的初产牛和 47%的经产泌乳牛受到 SCH 的影

响，增加了淘汰的风险 (Reinhardt et al., 2011)。奶牛经受临产低血钙症的折磨显示降低 14%

的产奶量和更加易感其他围产期疾病如：酮病、胎衣不下、真胃移位和肌肉无力，产褥热平均

的治疗费用在 334 美元（2204 元）/头 (Oetzel, 1988)。然而，奶牛可能会受到增加代谢失调

或疾病的影响而导致 CH 和/或 SCH 的发生，成本大幅增加。SCH 影响大约 50%的第二泌乳期

奶牛和更多的奶牛，治疗成本大约在 125 美元（825 元）/头。总的来说，在娟珊牛 CH 和 SCH

更加普遍，或许是由于每单位体重它们的产奶量更高 (Oetzel, 1988)。特别是，为了补偿血钙

的降低，增加肠道钙的吸收和/或必然出现钙从骨骼重吸收。钙从骨骼重吸收是这个时期使用的

主要模式。尤其奶牛表现为钙从骨骼重吸收的延迟。 

围产期自始至终充足的血液循环钙浓度对产奶是必需的，但大量的钙从母体钙池里进入到

奶和初乳中。奶牛经受 SCH 在围产期患上其他疾病的风险较大，包括：难产、胎衣不下、真胃

移位、子宫炎、乳房炎和亚临床酮病 (Chapinal et al., 2011; Chapinal et al., 2012;Martinez et 

al., 2012)。先前的数据列举 SCH 对其他疾病的负面影响预估：从牛群中完全消除 SCH 会分别

减少子宫炎和产后子宫炎发病率 66.6%和 91.3% (Martinez et al., 2012)。此外，在围产期定期

提前预先处理 SCH 发展到其他代谢疾病和疾病 (图 1; DeGaris and Lean, 2008; Chapinal et 

al., 2011; Chapinal et al., 2012)。 

 

预防 SCH 和 CH 是重要的，因为产褥热的早期症状通常不易检测到。由于 SCH 和 CH 的

早期症状很短暂，难以察觉和有效治疗。低血钙症的经济影响是极大的：美国 920 万头奶牛在

亚临床和临床低血钙症的费用分别为 125 美元（825 元）和 300 美元（1980 元）/头，治疗和

奶产量的损失估计每年在 9 亿美元（59.4 亿元）。若以威斯康星 127 万头奶牛计算，对于每一

个威斯康星奶农每年的低血钙症平均费用为 12000 美元（79200 元，Oetzel, 2013）。这种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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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纯经济的，也有动物福利的关注，直到被鉴别出来许多奶牛不能站立或行走。潜在的比身体

和低血钙症波及的经济上更麻烦的是在泌乳生产中临床症状几乎难以识别，奶牛不显示很明显

的临床症状 (Oetzel and Miller, 2012)。 

在美国当前有预防的策略在应用，然而通常难以有效地实施。主要的预防目标是通过在干

奶末期对日粮配方进行处理。两个主要的策略是低钙日粮（LCD）和调整日粮的阴阳离子差

（DCAD）。通过饲喂 LCD 刺激一个短暂的低血钙，诱导钙从骨骼重吸收和增加小肠吸收，以

增加可利用的钙储备(Horst et al., 1997)。为了预防产褥热，日粮中每天补充 8-10g 钙已经显示

很好的效果，但 LCD 中这样小的量却难以实现，主要是因为基本的苜蓿草料中钙含量较高 

(Horst et al., 1997)。相反地，DCAD 策略的操作是增加日粮阴离子吸收的可利用性和通过利用

日粮阴离子盐降低吸收日粮阳离子的数量 (Goff, 2008)。毫无疑问这种策略有助于产褥热的预

防(Charbonneau et al. 2006)，有两个主要的关注点：一个是盐降低了适口性、减少了饲料采

食量和诱发奶牛与能量相关的围产期疾病。重要的是，新的 DCAD 产品比以往的更加适口。第

二个问题是阴离子盐十分昂贵，增加了该时期已经够昂贵的成本。另外，低 DCAD 日粮通常在

产前 3 周实施，造成奶牛在干奶栏分为两群。进一步的工作是饲喂维生素 D3 或口服钙/代谢物

管理，但大量实施不现实和过度取决于管理时间 (Martín-Tereso and Verstegen, 2011)。另外

的策略是聚焦于饲喂钙药丸或胶囊方法以减少 CH 和 SCH。最近，数据显示：给奶牛口服钙药

丸效果不同 (Martinez et al., 2016a, b)。在初产牛上看到负面效果，当仅在产后 0 和 1 天口服

药丸注意到反弹效果 (Martinez et al., 2016a)。然而，给经产牛口服 4 粒药丸 SCH 减少和人工

授精怀孕改善，当口服 7 粒钙药丸 SCH 进一步减少(Martinez et al., 2016a,b)。另一个最近的

研究在产后给予皮下注射钙结果仅仅提升了产后处理 24小时后的钙浓度，在疾病或淘汰风险、

产奶量或繁殖性能上没有显著的影响(Miltenburg et al., 2016)。基于当前的可利用管理低血钙

策略，有空间改善这些动物的健康。这些预防策略的改进取决于对统御奶牛体内钙激素生理机

制的深刻理解。我们的实验室已经证实：钙动力学的关键调节操作，5-羟色胺可能作为一个新

颖的预防低血钙症治疗指标有着显著的影响。 

 

关于钙和 5-羟色胺的新理念 

 

我们的实验室已经证明：5-羟色胺对于泌乳啮齿动物乳腺 PTHrP 合成和乳腺上皮细胞生长

催乳是必需的 (Hernandez et al., 2012;Laporta et al., 2013a; Horseman and Hernandez, 

2014)。我们也已证明：在怀孕到泌乳过渡期给老鼠补充 5-羟色胺前驱物 5-HTP，增加了产后

血液循环 5-羟色胺、PTHrP 和钙浓度，也增加了乳中总钙含量 (Laporta et al., 2013a)。此外，

我们观察到补充 5-HTP 的老鼠股骨细胞增加，表明：由于骨骼钙代谢产生的这种反应。 

 

 

在老鼠哺乳期间乳腺 5-羟色胺的产生是母体血液循环 

5-羟色胺浓度的显著来源 

 

应用老鼠模型在泌乳期间我们选择在乳腺删除 TPH1 解释了：乳腺是产生 5-羟色胺的主要

来源。5-羟色胺在身体的许多组织产生。因此，血液循环的 5-羟色胺浓度包含来自许多组织的

5-羟色胺。在泌乳期间乳腺的 5-羟色胺可以是自分泌的、旁腺的和内分泌的形式。泌乳期间母

体乳腺缺乏 TPH1，泌乳 10 天平均的血液循环 5-羟色胺浓度大约为 700ng/ml，野生类型的平

均为 1500ng/ml (Wea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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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In Review)。此外，在泌乳期间当 TPH1 在乳腺过度表达，母体血液循环 5-羟色胺浓度

增加到大约 2000ng/ml。这些结果支持这种假设：在泌乳期间乳腺产生的 5-羟色胺对血液循环

5-羟色胺浓度有显著贡献。 

 

开始泌乳奶牛排出池中钙 

 

初乳和乳合成快速耗尽来自母体血液循环中的钙，因此钙必需自母体骨骼动员以维持适当

的血液循环浓度。血液循环中的钙浓度被几个激素严密调节和控制，将包括：维生素 D、降血

钙素、甲状旁腺激素（PTH）和 PTHrP。从骨骼贮存释放的钙仅能在血液循环中的钙浓度降低

到动物的最小临界钙时被触发，经由一个经典的负反馈回路。在乳合成期间日粮中的钙不足以

维持母体钙平衡。事实证明：在泌乳头 30 天奶牛将损失 9-13%骨量作为对低钙水平的部分正

常生理反应。泌乳期间的骨损失是哺乳动物用于支持奶牛和特别是乳腺需要钙合成乳的一个进

化策略 (Wysolmerski et al.,1995; Wysolmerksi, 2010; Goff, 2014)。 

 

我们对老鼠的研究显示：在乳腺中 5-羟色胺是 

钙传感器、泵和转运蛋白的关键 

 

我们利用老鼠模型在缺乏 TPH1 情况下的研究表明：非神经 5-羟色胺在维持母体钙平衡方

面的必要性。TPH1 缺乏老鼠很少到没有血液循环 5-羟色胺。我们已经证明：给这些老鼠腹腔

注射 5-HTP 与野生类型相比恢复甚至提高了血液循环 5-羟色胺浓度。我们的结果也证实：无

TPH1 的老鼠总钙浓度降低，腹腔注射 5-HTP 钙浓度能恢复(Laporta et al., 2014a,b)。收集野

生类型泌乳 10 天、TPH1 缺乏的老鼠和 TPH1 缺乏的老鼠注射 5-HTP 的乳腺 RNA 排序分析，

5-羟色胺是细胞对钙反应的关键 (Laporta et al., 2015)。对上述特种钙泵和乳腺呈现的转运蛋

白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乳腺缺乏 TPH1 时几种钙泵和转运蛋白的 mRNA 丰度是减少的，外

部的 5-HTP 令其恢复(Laporta et al., 2014a)。这些结果表明：外部的 5-羟色胺是泌乳期间维持

血液循环钙浓度和乳腺钙转运的关键。 

 

泌乳期间乳腺功能如同一个“甲状旁腺的附件” 

 

乳腺产生 PTHrP 激素，捆绑骨骼上的受体以驱动骨骼重吸收释放钙到血液循环系统 

(Wysolmerski et al., 1995; Wysolmerski,2010)。正常的钙生理机能不能由甲状旁腺激素（PTH）

维持经典的式样。仅仅在泌乳期间乳腺产生 PTHrP，允许乳腺行动作为甲状旁腺的附件支持泌

乳过程的平衡。钙传感受体（CaSR）出现在乳腺上皮细胞，在泌乳期间对控制母体钙浓度扮演

着一个关键的角色。泌乳期间比在未受孕和怀孕期间 CaSR 于乳腺的表达更高 (VanHouten et 

al., 2003)。在泌乳期间乳腺产生 PTHrP 是负责从骨骼中动员钙，而不是典型的骨骼内分泌调

节器 PTH (Wysolmerski et al., 1995;VanHouten, 2005; Wysolmerski, 2010; Wysolmerski, 

2012)。我们实验室有一个创新的发现：在啮齿动物模型中，5-羟色胺是泌乳期间钙从骨骼释放

以维持母体钙平衡必需的（图 2）。这是经过乳腺 PTHrP 诱导出现的 (Hernandez et al., 2012; 

Laporta et al., 2014a, 2014b)。此外，我们证实：5-羟色胺是 CaSR 表达的关键。这个发现表

明：5-羟色胺是乳腺传感全身钙浓度和随后内分泌激素反应释放到骨骼组织的决定性因素。 

193



 

 

泌乳期间乳腺与骨骼系统协调释放钙 

 

骨骼系统通过两个细胞类型之间的交流维持它的结构和功能角色，成骨细胞（OB）负责骨

骼的形成；破骨细胞（OC）负责骨骼的再吸收，也就是钙动员。在非泌乳状态下 PTH 调节这

些机能。人类和啮齿动物的研究已经表明：在泌乳期间 PTH 在骨骼上的功能是分开的 

(Wysolmerski, 2010; VanHouten and Wysolmerski, 2013)。在泌乳期间，PTHrP 信号通过相同

的 G-蛋白耦合受体（PTH1R）如同 PTH 一样在 OB 上以降低 OB 细胞的增殖和正调节基因负

责 OC 分化。在啮 齿动物和人类，乳腺是循环系统创立的主要 PTHrP 来源(Thiede, 1994; 

Wysolmerski et al., 1995; Wysolmerski, 2010; VanHouten and Wysolmerski, 2013)。乳腺衍生

PTHrP 而不是 PTH，这是泌乳期间负责诱导骨骼动员钙关键的激素 (Wysolmerski et al., 1995)。 

 

为了评估荷斯坦奶牛乳腺 5-羟色胺-PTHrP 轴的效用， 

我们进行了几个观察性研究 

 

我们观察到：在泌乳过程中 5-羟色胺的浓度是动态的，在产犊时（泌乳 0-2 天）降低，泌

乳 10 天后反弹 (Moore et al., 2015)。奶牛的整个 5-羟色胺浓度平均大约为 1700 ng/ml。不

过，应当注意：波动的浓度取决于妊娠和泌乳的阶段， 

5-羟色胺不同的生理功能可能与奶牛不同的生理阶段有关。汇总这些结果联系啮齿动物的数据

支持我们的假设：5-羟色胺和 PTHrP 是调节荷斯坦奶牛体内钙平衡关键的扮演者。我们也在小

群的经产荷斯坦奶牛上证实：5-羟色胺和 PTHrP 浓度是彼此正相关的，与总的钙浓度负相关 

(Laporta et al., 2013b)。 

 

在泌乳后期、非妊娠期静脉注射（IV）5-HTP，增加了经产荷斯坦奶牛 

血液循环 5-羟色胺浓度和改变了钙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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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 5-羟色胺在奶牛钙体内平衡的作用，我们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试验：给泌乳后期的

奶牛每天 1 小时连续 4 天静脉注射不同浓度（0, 0.5, 1.0 和 1.5 mg/kg）的 5-HTP，以确定对

钙产生显著变化的 5-HTP 最佳必需剂量。在注射后近似于 2 个小时范围内，所有三个剂量的

5-HTP 显著增加了血液循环中 5-羟色胺的浓度(Laporta et al., 2015)，观察到生理盐水对照组

的浓度在注射两个小时后回到基准线浓度。增加 5-羟色胺浓度，我们在注射后同样的时间检测

了血液循环总的钙浓度。虽然最初是反直觉的，我们的数据表明：对于 5-HTP 处理的反应总的

钙浓度立刻降低(Laporta et al., 2015)。为了确定 5-HTP 注射后血钙浓度的走向，我们在开始

注射前和注射结束后两小时测定了尿和乳钙浓度。结果表明：随着 5-HTP 处理剂量的增加尿钙

输出降低。这显示：注射 5-HTP 不会导致钙在尿中丢失。我们之后注意到：最高 5-HTP 剂量

增加了总乳钙浓度。这支持了这种假设：5-羟色胺通过增加钙转运到乳腺和随后进入乳中导致

短暂的低血钙。在泌乳期间增加钙转运到乳腺是 PTHrP 刺激骨骼钙动员的关键，因为其通过乳

腺产生 PTHrP 之感应降低了血钙浓度的。 

 

在产犊前使用 5-HTP 预防低血钙症：在围产期 

5-HTP 如何影响钙和带来差异？ 

 

为了确定是否提高新产牛 5-羟色胺浓度将会改变产后的钙浓度，我们给预产前 7 天到产犊

的经产牛每天静脉注射 1.0mg/kg 的 5-HTP。数据显示：与生理盐水对照组相比产前静脉注射

5-HTP 增加了产后总钙浓度 (Weaver et al., 2016)。在瑞士的合作研究也表明：在他们的系统

5-HTP 增加了产后钙浓度 (HernandezCastellano et al., accepted)。而且，我们测量了脱氧吡

啶若琳（DPD），这是一个在奶牛的尿中 OC 活力和骨钙再吸收的标记物。这些数据证明：奶牛

在产前接受 5-HTP 增加了产犊时的骨再吸收，从而改善了产后钙浓度。此外，我们检测到：该

假设也适用于娟珊牛。有趣的是，娟珊牛对 5-HTP 的反应与荷斯坦牛不同。在产犊前娟珊牛的

钙浓度降低了，随后在产犊时钙浓度开始增加。与对照组相反，直到产犊后 1 天娟珊牛没有达

到总钙浓度的最低点(Weaver et al., 2016)。而且，5-HTP 处理的娟珊牛乳中的钙浓度比生理盐

水的高，这与荷斯坦牛看到的相反。随着娟珊牛数量的增长，努力的方向将聚焦于理解其生理

机制，在泌乳期以维持体内平衡和流动稳定。我们的数据建议：在钙代谢和其他营养的潜在代

谢方面娟珊牛与荷斯坦牛大不相同。这些数据表明：5-羟色胺正面影响荷斯坦和娟珊牛的钙体

内平衡，但 5-羟色胺-钙轴显示的潜在机理不同，有待将来研究。 

 

负 DCAD 和 5-羟色胺的相互关系 

 

产前用 5-HTP 处理能增加产后钙浓度，我们想通过 5-羟色胺机制确定是否负 DCAD、控

制钙体内平衡是一个通常的预防 SCH 和 CH 的疗法。为此，在产前 21 天到产犊我们给荷斯坦

牛饲喂正 DCAD（+130 mEq/kg）或负 DCAD（-130 mEq/kg）日粮。从产前第 9 天到产后第

6 天分析血液循环 5-羟色胺浓度，我们确定：负 DCAD 增加了产后血液循环 5-羟色胺浓度 

(Martinez et al., 未发表结果)。这显示：产前奶牛接受负 DCAD 日粮改善了产后钙浓度可能是

由于 5-羟色胺调控了钙的体内平衡。从研究测试的初步结果我们假设：5-HTP 和负 DCAD 日

粮在产后钙浓度上有协同作用。我们初步的结果表明：5-HTP 联合负 DCAD 日粮处理结果最大

化增加了产后离子钙浓度（(Slater et al.,未发表）。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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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证明：5-羟色胺在调控啮齿动物母体钙运输、钙体内平衡和乳腺产生 PTHrP 方

面扮演关键的角色。此外，我们的数据证实：在啮齿动物模型泌乳期间乳腺钙运输表达和乳腺

衍生物 PTHrP 的诱导是母体钙体内平衡的关键调整者。而且，我们的啮齿动物模型表明：在泌

乳期间乳腺是 5-羟色胺重要的来源。我们在荷斯坦奶牛上观察的数据显示：在产后早期 5-羟色

胺、PTHrP 和钙是相互关联的。另外，我们最初的探索性试验：在奶牛泌乳后期 5-HTP 对母

体钙体内平衡的影响支持这种假设：5-羟色胺诱导短暂的低血钙促使钙进入乳腺以刺激骨钙再

吸收。产前用 5-HTP 处理荷斯坦奶牛结果改善了产后钙浓度。这也显示：娟珊牛对 5-HTP 处

理反应不同，将来的研究将定位于了解它们的生理机能与荷斯坦奶牛的对比。在奶牛业用当前

的辅助治疗预防 SCH 和 CH 的方法是在产前饲喂负 DCAD 日粮以增加血液循环 5-羟色胺浓

度。我们最初的 5-HTP 和负 DCAD 互作检验数据显示：两者联合处理在改善产后钙体内平衡

方面有协同作用。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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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生素、矿物质营养 

 

奶牛维生素 D 代谢及其对日粮需求的影响 

Corwin D. Nelson and Kathryn E. Merriman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巫立新译 

 

前言 

 

维生素 D 最早发现于近一个世纪前，是乳脂中预防佝偻病的一种因子(McCollum et al.，

1922)。在随后的几年里，它也被发现在暴露于阳光下的皮肤中合成，并与钙的稳态有密切关系。

维生素 D 在钙稳态中的作用引发了对其在奶牛产褥热预防中的应用研究，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

有助于将产褥热降至最低(Horst et al.，2005)。然而，解决奶牛产褥热的办法并不仅仅是确保

奶牛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D。原因是维生素 D 本身没有生物活性。它必须首先在动物体内代谢为

1,25-二羟维生素 D3 (1,25(OH)2D3)，然后 1,25(OH)2D3 激活细胞内控制基因表达的受体

(Haussler et al.，2013)。了解维生素 D 的代谢是如何调节和如何影响生理功能是解决产褥热的

关键(Horst et al.，2005)。同样，了解维生素 D 的动态变化途径对于解决亚临床低钙血症的问

题至关重要，这一问题目前仍然在奶牛群中普遍存在。 

除了有助于骨骼形成和维持钙平衡，维生素 D 还有助于其他几个对奶牛生产和健康至关重

要的生理过程。早在维生素 D 预防佝偻病的发现之前，阳光和鱼肝油就已经被用来治疗佝偻病;

两者都是维生素 D 的来源。同样的治疗方法也被用于肺结核。事实证明，维生素 D 的受体存在

于活化的免疫细胞中，并控制多种免疫反应(Hewison, 2010)。在牛，1,25(OH)2 D3强烈增强一

氧化氮和 β-防御素抗菌肽的产生,这是对细菌有毒的分子(Nelson et al .,2012)。有充分证据表

明，维生素 D 也有助于牛的生殖性能和乳房发育(Kemmis et al., 2006; Panda et al., 2001; Ward 

et al., 1971)。因此，确定奶牛对维生素 D 的需求必须考虑的不仅仅是它对维持钙平衡的贡献。 

在传统的维生素 D 内分泌系统中，血液中 1,25(OH)2D3的浓度在肾脏中受到控制，以应对

人体对磷酸钙的需求(Horst et al.，2005)。血液循环的 1,25(OH)2D3依次作用于靶组织，如骨

骼、肾脏和肠道，以控制钙的流动。然而，维生素 D 的代谢在许多维生素 D 的非钙生成功能中

以胞内和旁分泌的方式进行调节(Hewison, 2010)。例如，在免疫系统中 1,25(OH)2D3在活化的

巨噬细胞中产生，并在巨噬细胞及其周围细胞中发挥作用，影响免疫(Hewison, 2010;Nelson 等，

2010b)。免疫系统中 1,25(OH)2D3合成的调节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内分泌系统。每个系统中维

生素 D 代谢的动态是不同的，因此，每个系统对维生素 D 的需求也可能不同。对于奶牛的营

养，目标是为动物提供一定量的维生素 D3，达到血清 25-羟维生素 D (25(OH)D)浓度，支持维

生素 D 的多种功效。2001 年出版的《奶牛营养需求》第 7 版建议荷斯坦奶牛每天摄入 2.1 万

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3 (NRC, 2001)。然而，在一项对当前实践的有限调查中，大多数奶牛接受

的量是这个量的 1.5 至 2.5 倍，血清中 25(OH)D3浓度在 60 至 70 ng/mL 之间。根据所有现有

的证据，这个范围足以维持奶牛的钙平衡。这个范围是免疫、繁殖或过渡期的最佳选择吗?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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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和肉牛是否接受了足够的维生素 D3? 将来的工作应该考虑这些问题，并进一步探索影响牛体

内维生素 D 代谢的因素。 

 

维生素 D 代谢途径 

 

维生素 D 有两种形式，维生素 D2 和维生素 D3。在牛的血浆中发现了两种形式的代谢物

(Horst 和 Littledike, 1982)。维生素 D2来源于植物中的麦角甾醇，维生素 D3来源于动物体内的

7-脱氢胆固醇。除了瘤胃消化和侧链分解代谢(Horst et al.，1994)外，维生素 D2和维生素 D3在

牛体内的代谢途径是相同的。这两种形式都有助于维生素 D 的整体信号活动，但维生素 D3 是

牛的主要形式(Horst 和 Littledike, 1982)。维生素 D3的代谢途径如图 1 所示。维生素 D 被羟化

成 25-羟 

 

维生素 D(25(OH)D)通过细胞色素 P450 酶在肝脏中表达。酶 CYP2R1,CYP27A1 和 CYP3A4

在哺乳动物中显示了 25-羟化酶活性(Jones et al.，2014)。牛体内 CYP2J2 基因与 25(OH)D 相

关，提示 CYP2J2 基因在牛体内也能催化维生素 D 的 25-羟基化(Casas et al.，2013)。 

 维生素 D3 向 25(OH)D3 的转化没有受到严格的调控; 大多数从日粮中获取或在皮肤中合

成的维生素 D3都能迅速转化为 25(OH)D3(Horst et al.，1994)。25(OH)D3是牛血浆中最丰富的

维生素 D 代谢物，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稳定(Sommerfeldt et al.，1983)。因此，血浆中 25(OH)D3

的浓度可以作为维生素 D 状态的合适标志。牛的正常血清浓度 25(OH)D [25(OH)D2 和

25(OH)D3]通常定义为 20-50 ng/mL (Horst et al.，1994)。在最近对中西部几家奶牛场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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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多数泌乳中期的奶牛补充了 30 至 50 KIU 的维生素 D3，血清浓度在 40-100 ng 

25(OH)D/mL 之间，与日照时间或采样季节无关(Lippolis 2012，未发表)。 

25(OH)D3代谢物是生物活性代谢物 1,25-二羟维生素 D3 (1,25(OH)2D3)的前体。 

其是由 25 -羟维生素 D 1α-羟化酶(1-OHase/CYP27B1)催化转化的，是一种被严格控制的线粒

体细胞色素 P450 酶。血液中 1,25(OH)2D3 的浓度受到严格的控制，一般在牛血清中为 5-

20pg/mL，但在严重的低钙血症中升高到>300pg/mL (Horst et al.，1994)。1,25(OH)2D3的生物

学功能是通过激活维生素 D 受体(VDR)来调节基因表达的。VDR 是一种核激素受体，与视黄醇 

X 受体(RXR)形成异二聚体。DNA 结合域 VDR/RXR 异二聚体识别 DNA 序列，称为维生素 D

反应元件(VDRE)，在维生素 D 应答基因启动子区域(Haussler et al.，2013)。人类和鼠的基因

组预计有近 1000 个基因具有潜在的 VDRE (Wang et al.，2005)。每个基因的调控将取决于

VDR 的存在和启动子的可触及性，但 VDRE 分布广泛认为 1,25(OH)2D3对全身有多种影响。 

25(OH)D3 和 1,25(OH)2D3 都是 CYP24A1 的底物。CYP24A1 或 24-羟化酶，是一种细胞

色素 P450 酶，在 25(OH)D3和 1,25(OH)2D3的 24 位上添加一个羟基(Horst et al.，1994)。24-

羟化酶的表达受多种 VDRE 的控制，因此对大多数 VDR 细胞中 1,25(OH)2D3 浓度的增加反应

灵敏(Haussler et al.，2013)。24-羟基维生素 D 代谢物是不活跃的，所以 24-羟化酶作为

1,25(OH)2D3合成的反馈调节器(Reinhardt and Horst，1989)。24-羟维生素 D 代谢物在肾脏中

经过进一步的侧链氧化，最终形成更多极性代谢物，在胆汁中排泄(Horst et al.，1994)。 

血清中几乎所有维生素 D 代谢物都与维生素 D 结合蛋白(DBP)结合。DBP 是血清蛋白白

蛋白家族的成员，在肝脏中产生(Haddad, 1995)。它除了与维生素 D 结合外，还具有结合肌动

蛋白、活化巨噬细胞、转运脂肪酸等多种功能(Speeckaert et al.，2006)。DBP 在血清中含量

丰富，对维生素 D 代谢物具有较高的亲和力。因此，超过 99.9%的 25(OH)D3 和 99%的

1,25(OH)2D3在血清中被 DBP 结合(White and Cooke, 2000)。DBP 尚未在牛体内进行研究，

但其浓度可能导致 25(OH)D3和血清中 1,25(OH)2D3浓度对维生素 D 系统功能影响较大。 

 

维生素 D 受体的目标 

 

如上所述，维生素 D 的生物活性是通过 1,25(OH)2D3激活 VDR 来实现的。激活的 VDR 上

调的几个基因如图 2 所示。激活的 VDR 在 VDREs 的可控制下调节基因转录。肾脏和肠道中

VDR 的经典靶点是编码钙转运和钙结合蛋白的基因;例如：钙结合蛋白 calbindin-D(9k)、钙结

合蛋白calbindin-D(28k)和TRPV6 (Haussler et al. 2013)。1,25(OH)2D3还能增加骨细胞RANKL

和纤维母细胞生长因子 23(FGF23)的产生和促进骨吸收和矿化(Haussler et al.，2013)。在牛的

单核细胞中，1,25(OH)2D3 增强了诱导型一氧化氮合成酶（iNOS）、趋化因子（RANTES）和

一些 β-防御素基因(Nelson et al .,2012)。它也抑制了抗原 IFN-γ 和 T 细胞的 IL-17 反应(Nelson 

et al.，2011)。乳腺上皮细胞的增殖也受到 1,25(OH)2D3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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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通过细胞周期调控因子 p21 和 p27 调节的(Welsh, 2007)。在牛乳腺上皮细胞，

1,25(OH)2D3上调 β-防御素 4 基因表达，但调节其他几个 β-防御素(Merriman and Nelson, 未

发表)。 

转录反应与细胞中 1,25(OH)2D3 和 VDR 的浓度成正比。引起应答所需的 1,25(OH)2D3 浓

度取决于靶基因中 VDR 和可进入的 VDREs 的丰度(Haussler et al.， 2013)。例如，作为最敏

感的维生素 D 靶基因之一，CYP24A1 对肾脏和肠道上皮细胞中 1,25(OH)2D3 的皮摩尔浓度有

反应。相反，牛单核细胞中的诱导型一氧化氮合成酶或趋化因子等基因需要 1,25(OH)2D3的纳

米极浓度才能引起有意义的应答(Nelson et al.，2011;Nelson 等，2010b)。这种对比是维生素

D 内分泌系统(维持血液钙和磷)与免疫系统内的内分泌和旁分泌机制之间的关键区别。肠道和

肾脏中的钙结合和转运基因，进而影响血液中的钙，受血液循环中的 1,25(OH)2D3浓度的影响。

牛的血浓度通常在 20-50 pg/mL (50-125 pM)之间，在低血钙期间，牛产后血清的血浓度可达

100-200 pg/mL (Horst et al.，1994)。相反，免疫系统的维生素 D 反应基因不受循环 1,25(OH)2D3

的影响。接下来考虑影响血液循环和局部 1,25(OH)2D3的机制。 

 

肾脏维生素 D 代谢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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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中 1,25(OH)2d3 的浓度主要是由肾中的 1α-羟化酶(合成)和 24-羟化酶(降解)表达。这

些酶在甲状旁腺激素(PTH)、FGF-23 和 1,25(OH)2D3 的作用下受到严格的调控，其比例使

1,25(OH)2D3 在维持血液钙和磷酸盐浓度的情况下继续循环(Haussler et al.，2013;Horst 等，

2005)。如果血钙减少，甲状旁腺中的钙感受器就会受到刺激激发甲状旁腺素的生产。甲状旁腺

素随后提高肾 1α-羟化酶表达和抑制肾 24-羟化酶。相反,FGF-23 抑制肾 1α-羟化酶和刺激 24-

羟化酶表达(Haussler et al .,2013)。FGF-23 是由骨细胞在 1,25(OH)2D3 和磷酸盐水平下产生

的。抑制肾钠-磷酸盐共转运体，降低磷酸盐再吸收。最后,1,25 (OH) 2 D3直接抑制肾 1α-羟化

酶和刺激 24-羟化酶调节自己的浓度反馈的方式。 

过渡期奶牛肾脏 1α-羟化酶: 24-羟化酶的比例是至关重要的 (Horst et al ., 2005)。1α-羟化

酶: 24-羟化酶的比例越高越适合牛血液循环 1,25 (OH) 2 D3的增加。该状况促进甲状旁腺素生

产和甲状旁腺素受体信号预计将增加 1α-羟化酶: 24-羟化酶比率。通过饲喂低阳-阴离子差值

(DCAD)的日粮可以实现更高的 PTH 敏感性(Horst et al.，2005)。在酸性条件下，达到低 DCAD

日粮轻微改变肾 PTH 受体的构象，使其更加敏感(Goff and Horst, 2003)。理论上,保持低 FGF-

23 浓度也将增加 1α-羟化酶: 24-羟化酶的比率。FGF-23 是最近发现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

牛身上进行研究，但是限制磷的过量摄入有望抑制 FGF-23 的产生。 

25(OH)D3的浓度也会影响肾脏 1α-羟化酶和 24-羟化酶的水平。如果 25(OH)D3浓度较低，

机体通过产生更多的 PTH 进行补偿(Lips, 2004)，从而刺激 1α-羟化酶和抑制 24-羟化酶。在人

类正常情况下，PTH 升高以补偿血清 25(OH)D3浓度<30ng/mL (Vieth et al.，2003)。相反，25 

(OH) D3浓度上升，1α-羟化酶减少和 24-羟化酶增多，必须保持血液循环 1,25(OH)2D3在正确

的平衡状态(Engstrom et al.，1984)。因此,血液循环 1,25(OH)2D3与 25(OH)D3浓度无关。 

 

肾外维生素 D 代谢 

 

与钙和磷酸盐平衡相关的基因不同，免疫系统中维生素 D 应答基因由本地产生的

1,25(OH)2D3控制(Nelson et al.，2010a;Nelson 等，2010b)。巨噬细胞是 1,25(OH)2D3主要的

来源，控制维生素 D 介导的免疫反应。在牛 1α-羟化酶刺激巨噬细胞通过警钟样受体(TLR)识

别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如：脂多糖、肽聚糖和分枝杆菌脂肽。巨噬细胞 1α-羟化酶支持转换

25(OH)D3 到 1,25(OH)2D3，然后激活维生素 D 介导的免疫反应。基因在体外的反应如诱导型

一氧化氮合成酶、趋化因子和 β-防御素与 25(OH)D3的浓度有关。这种相关性与维生素 D 内分

泌系统形成鲜明对比，而钙和磷酸盐与 25(OH)D3无关。 

在奶牛乳腺炎时 1α-羟化酶在乳房有表达(纳尔逊 et al .,2010)。大多数 1α-羟化酶在乳腺感

染时存在于分泌在牛奶中的 CD14+细胞中(巨噬细胞)。诱导乳腺中的 1α-羟化酶回应细菌感染，

使 25(OH)D3 转换为 25(OH)2 D3，如同在乳腺中的 24-羟化酶负转录调控。一般牛奶 25 (OH) 

D3 <5 ng / mL(McDermott et al., 1985),但乳房内 100μg 的 25(OH)D3抑制奶牛乳腺炎(Lippolis 

et al.，2011)。25 (OH) D3在乳房内的影响可能通过 1α-羟化酶转换 25 (OH) D3到 25 (OH) 2 

D3，1,25 (OH) 2 D3-中介诱导一氧化氮和 β-防御素生产。同时，注射 25(OH)D3对血清 25(OH)D3

或 1,25(OH)2D3浓度无影响。此外，在乳腺炎期间血液循环中 1,25(OH)2D3不增加，表明维生

素 D 信号仅局限于感染的乳腺。 

除了刺激 1α-羟化酶，TLR 配体是牛巨噬细胞 24 -羟化酶表达的强力抑制剂(Nelson et al.，

2010b)。在新分离的静息牛单核细胞中，10nm 的 1,25(OH)2D3上调 24-羟化酶的表达~50-100

倍。然而，如果用 LPS 刺激单核细胞，则用 1,25(OH)2D3上调 24-羟化酶的表达在静息单核细

胞中仅提高< 10倍。病原体对24-羟化酶的抑制似乎可以抑制巨噬细胞中1,25(OH)2D3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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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抑制地产生 1,25(OH)2D3 是免疫系统维生素 D 代谢和肾脏维生素 D 代谢之间的关键差异; 

1,25(OH)2D3的局部浓度不像血液循环浓度那样受到严格控制。 

总而言之，免疫细胞中 1,25(OH)2D3 控制基因的表达是由 1α-羟化酶、24-羟化酶和

25(OH)D3 的丰度决定的。病原体中信号的强度(即 TLR 或 IFN-γ)导致巨噬细胞 1α-羟化酶和

24-羟化酶。维生素 D 调节反应的大小，如一氧化氮和 

β-防御素，如果 25(OH)D3 浓度不足则是不够的。支持维生素 D 介导免疫的牛体内 25(OH)D3

的阈值尚未确定。来自人类的流行病学数据表明，血清 25(OH)D3与免疫功能之间存在相关性，

血清浓度< 32 ng/mL 不足以产生免疫(Adams et al.，2007)。 

除了免疫细胞外，乳腺上皮细胞和胎盘也是 1,25(OH)2D3合成的额外来源，对奶牛具有重

要意义。在小鼠，1α-羟化酶在乳腺组织表达，在乳房发育和退化(Welsh, 2004)。培养的牛乳腺

上皮细胞也表达 1α-羟化酶和回应 25 (OH) D3治疗。胎盘产生足够量的 1,25(OH)2D3以影响血

液循环池里的 1,25(OH)2D3。血液循环中的 1,25(OH)2D3也随着女性雌激素治疗的增加而增加。

然而，1,25(OH)2D3在牛妊娠和生殖生理中的作用尚不清楚。无论如何，补充维生素 D 改善了

奶牛的繁殖性能(Ward et al.，1971)，并且在怀孕期间血液循环中的 1,25(OH)2D3 水平升高

(O'Brien et al.，2014)。因此，生殖生理学也应该考虑到维生素 D 代谢。 

 

营养的影响 

 

由于维生素 D3 可以在暴露于阳光下的皮肤中合成，其生物活性是通过严格调控的过程来

调节的，如果不满足适当的条件，维生素 D 补充就不会产生明显的剂量反应。因此，确定日粮

维生素 D3的需要量一直很困难。与其严格关注补充维生素 D3对给定结果的影响，还不如强调

确定支持维生素 D 代谢的各种结果的血清 25(OH)D 浓度。 

对牛钙维持所需血清 25(OH)D 浓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正常情况下，在小牛和正在泌乳的

奶牛中，血清 25(OH)D 浓度为 20 至 100 ng/mL，以维持正常的钙和磷酸盐平衡。在泌乳开始

时，奶牛的血清 25(OH)D3浓度较高，可能有助于支持对肾脏的迫切需要 1,25 (OH) 2 D3的合

成。然而，奶牛在产后数小时和数天血浆 25(OH)2D3 (~300 vs. 400pg/mL)和~ 175 ng 的血浆

25(OH)D3比通常奶牛血清 25(OH)D3 ~40 ng 不是太高(Wilkens et al.，2012)。此外，在该研

究中，与血清 25(OH)D3 正常的奶牛相比，血清 25(OH)D3 水平较高的奶牛在不饲喂低 DCAD

日粮时，其游离钙和总钙水平较低。产后期间，肾 1α-羟化酶对于 25 (OH) D3可能有一个饱和

点。今后的实验应以测定血清 25(OH)D3 的最大值为目标以有利于过渡牛。与此同时，血液钙

浓度在 20 -50 ng/mL 之间，血清 25(OH)D3 浓度在 100 ng/mL 以上似乎不能给围产期奶牛带

来太多好处。 

免疫作用的最佳 25(OH)D3浓度尚未确定。25(OH)D3浓度对巨噬细胞宿主体外防御反应的

影响表明，至少 100 ng/mL 对巨噬细胞的防御反应有线性益处(Nelson et al.，2010b)。然而，

血清中 25(OH)D3/mL ~175 ng 的犊牛在实验性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感染的严重程度方面并不

比血清中 25(OH)D3/mL ~30 ng 的犊牛好(萨科等，2012)。这项研究并没有表明在这一范围内

是否存在最大的益处，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血清 25(OH)D3与牛传染性疾病结局之间的关系。

维生素 D 不足可能会损害免疫力，因此，在获得更多数据之前，建议血清 25(OH)D3浓度至少

为 30 ng/mL，以支持牛的免疫功能。 

日粮维生素 D 的推荐，奶牛的营养需求(NRC, 2001) 第七版引用了 Ward 等人(1971)的一

项研究，该研究发现每周口服 300,000 IU 维生素 D3 的产后奶牛发情早 16 天，受孕早 37 天。

该研究没有血清 25(OH)D3 数据。NRC(2001)还引用了一项研究(Hibbs 和 Conrad, 1983)，与

没有补充维生素 D2或补充了 8 万国际单位维生素 D/天的奶牛相比，补充了 40000 IU /天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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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D2的奶牛的产奶量和饲料摄取量最大。然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维生素 D2在提高总血

清 25(OH)D [25(OH)D2和 25(OH)D3]方面远远不如维生素D3有效(Hymoller and Jensen, 2011)，

所以等量的维生素 D3对牛奶的生产可能没有相同的影响。 

总的来说，理想的牛血清 25(OH)D3浓度可能在 40-80 ng/mL 之间。根据在奶牛群中观察

到的变化，针对低于 40ng/mL 的较低范围，可能导致某些血清 25(OH)D3 浓度低于 20 ng/mL

的动物。根据现有数据，超过 100 ng/mL 似乎没有好处。一项对美国中西部奶牛群的有限调查

显示，生产商向正在泌乳的荷斯坦奶牛提供每天3万至5万国际单位的维生素D3 (Lippolis 2012, 

unpublished)。在 18 个月的时间里，从这些牛群中收集的 320 份血清样本中，平均 25(OH)D3

浓度为 70 ng/mL。90%的样本在 40 到 100 ng/mL 之间。在白天或月份(3 月、6 月、9 月或 12

月)外出的时间收集这些样本，血清 25(OH)D3 与日粮维生素 D3 无显著相关性。这些因素对血

清 25(OH)D3 的影响不能成立，但在另一项研究中，血清 25(OH)3 在饲喂 1 万或 5 万 IU 维生

素 D3/天的泌乳期奶牛之间没有差异(McDermott et al.， 1985)。因此，与 3 万 IU/天相比，供

应 5 万 IU/天的奶牛，或 NRC 建议的 2.1 万 IU/天，可能不会带来显著优势。无论如何，给奶

牛提供 20,000 到 50,000 IU 的维生素 D3/天应该会产生血清 25(OH)D3浓度在 40-80 ng/mL 之

间。 

小牛和肉牛大概也需要血清 25(OH)D3 浓度在 40-80ng/mL 之间。在室内饲养和喂食代乳

品的犊牛分别提供 1700、11000 或 17900 IU 的维生素 D3/kg 日粮，其血清 25(OH)D3 约分别

为 30、90 和 180 ng/mL (Nonnecke et al.，2010; Sacco et al.,.,2012)。由于全乳或初乳喂养

的小牛血清 25(OH)D3在 7 天内从 20 ng/mL 下降到 10 ng/mL 以下，因此应密切关注刚喝牛奶

的小牛的维生素 D 状况(Rajaraman et al.，1997)。因此，在有限的日照条件下，犊牛应至少提

供 2000 IU/kg 日粮 DM，但不应超过 11000 IU/kg 日粮 DM，以使血清 25(OH)D3 浓度达到

40~80ng /mL。 

美国 NRC 建议肉牛 275 IU /公斤的日粮(NRC,2000)，牛肉在美国南部(低于 35°N),数量应

该足够了(Webb et al.，1988)。然而，北方各州的肉牛在冬季或日照有限的情况下，可能需要

额外补充以使血清 25(OH)D3高于 20 ng/mL (Hymoller et al.，2009)。饲喂 NRC 推荐剂量的维

生素 D3，牛血清平均为 20 ng/mL 25(OH)D3 (Pickworth et al.，2012)。在去除补充维生素 D70

天后且仅偶然暴露于阳光下，25(OH)D3 血清浓度低于 10 ng/mL。在相同条件下，给予 1,860 

IU 维生素 D3/kg 日粮(~15,000 IU/d 或 50 IU/kg 体重) 70 天的小公牛平均血清 25(OH)D3为 67 

ng/mL。根据这些数据，肉牛可能需要 15 至 50 IU/kg 体重，视环境条件而定，才能使血清

25(OH)D3保持在 30 ng/mL 以上。 

 

结论 

 

在牛体内，维生素 D 的作用不仅仅是促进钙和骨骼的形成。活跃的维生素 D 激素也有助于

免疫、生殖和乳腺生理。多种组织和因素也有助于维生素 D 的活性。肾脏维生素 D 代谢的调节

已经被很好地理解，但是 FGF-23 在牛中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其对血液循环 1,25 (OH) 2 

D3 浓度的影响。免疫细胞利用不依赖于肾脏的 25(OH)D3，但免疫功能的最佳 25(OH)D3 浓度

尚未确定。同样，虽然维生素 D 对生殖和泌乳均有影响，但尚未确定最佳血清 25(OH)D3浓度。

根据现有数据，中等浓度的血清 25(OH)D3在 40-80 ng/mL 之间是理想的。一般的经验法则是，

如果阳光照射有限，每天补充 30 至 50 IU 的维生素 D3/kg 体重的牛应达到这个范围。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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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W. P. Weiss1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OARDC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Wooster 

巫立新译 

 

引言 

 

给奶牛提供足够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是高产和健康必需的。然而，饲喂过多的微量元素增

加饲料成本和可能不利于生产和奶牛健康。遗憾的是量化可获得微量元素的供应和它们的需求

是极其困难的，这与饲喂的日粮高度不确定有关。本文提供建议：根据情况的变化战略性地优

化日粮配方以提供足够但不过量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当在写本文时（2018 年 1 月），NRC 正

在更新出版过程中。即将发行的 NRC 可能或不可能反应该文的意见。 

 

矿物质供应 

 

出现在 NRC(2001)的主要变化是计算微量元素的吸收量而不是总的微量元素。这是主要的

进步，因为我们知道来自某些原料的微量元素吸收的比来自其他原料的更多。然而可吸收的微

量元素的利用有局限性： 

.测量许多微量元素的吸收是极其困难的； 

.实际吸收的数据有限；因此大多数吸收系数（AC）是预测的； 

.吸收受动物的生理状态和许多日粮因素的影响（许多因素还不能量化）； 

.大多数微量元素，AC 非常小，因为它是在分母（亦即：日粮微量元素需求=吸收的量/AC），

AC 一个小的数字的变化就会影响到日粮的需求量。 

 

基础日粮中的微量元素浓度 

 

大多数微量元素营养关注于好的分析方法，能在商业化范围内可处理而又成本合理。假设

饲料样品具有代表性，一个标准的饲料分析将会提供准确的 Ca, P, Mg, K, Na, Cu, Fe, Mn 和

Zn 的浓度数据。实验室也能例行测量硫化物和氯化物，但这些通常分开测定。大多数实验室不

能例行测定 Cr、Co 和 Se，因为通常饲料中的浓度比商业化实验室可靠的测定量低，或因为常

规样品取样过程引起污染如钢制饲料粉碎机（主要关注 Cr）。尽管我们能获得基础日粮准确的

总的微量元素浓度数据，但必须仔细评估和应用这些数据。饲料中的微量元素浓度其实大多数

量微小。例如，平均 1 吨玉米青贮（35%干物质）仅含大约 2.5g 铜（相当于 1 个便士 2.5g 的

重量）。 

取样错误是大多数营养的棘手问题，当浓度低，取样错误通常较大。我们做过一个调查，

微量元素的取样变异大于真实的变异。这意味着从单一样品获得的微量元素浓度数据应当非常

令人怀疑。土壤中的微量元素浓度是影响牧草中大多数微量元素浓度的主要因素。因此，随着

时间的过去（经历几年）从农场或从小的区域范围内农场的集群获得的样品平均值比单一样品

应当更能真实地评估牧草微量元素的真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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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态分布（典型的钟形曲线）大约一半的样品小于平均数或平均浓度，一半的样品大于平

均数，大约 95%的样品在±2 平均标准差（SD）以内。意即：若知道平均浓度和 SD 就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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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描述数据。这个信息帮助进行风险评估。若某饲料平均Mg浓度和SD分别为 0.4%和 0.01%，

是正态分布，则饲料样品 Mg 的浓度 95%在 0.38-0.42%。有这个信息将可以大概计算饲料 Mg

的分析值，因为即使如果样品平均是 2 或 3 单位的 SD，将不会影响日粮或动物。然而，当分

布有偏差，平均值和 SD 不可能较好地描述数据分布。饲料中的许多微量元素不是正态分布（图

1 和 2）。通常的分布有个长尾，因为浓度不可能是小于 0，但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非常高。

由于土壤污染一些样品的微量元素浓度很高。数据偏差越大，用平均值和 SD 描述饲料越没有

价值。中位数是样品微量元素浓度一半的较低，一半的较高，正态分布的平均数和中位数是相

等的。由于微量元素和一些常量元素的浓度，中位数常常是小于平均数，因为他们的分布有偏

差。大多数情况下以该平均值作为微量元素浓度（比如：饲料原料数据一览表）高估了大多数

样品的微量元素浓度。对于有偏差的数据分布，中位数比平均数描述数据分布更好；然而，用

中位数浓度简单地替代平均数浓度不能解决与偏差描述相关的所有问题。 

当数据分布更加偏差，特定饲料包含的过量微量元素风险增加。显示在图 2 中 Mn 的数据

是一个好案例。Mn 的平均值和 SD 分别为 55ppm 和 23。假如是正态分布，预计样品中的 2.5%

大于约 100ppm（55+2SD 单位），样品中的 2.5%小于约 9ppm。然而，没有样品小于 9ppm，

有 5.2%的样品大于 100ppm。若你的特定样品主要混合着豆科牧草，每 100 个样品中的 5 个

Mn 的浓度非常高，你的样品比预期的基本上包含更多的 Mn。日粮中过量的 Mn 对奶牛不是问

题，但过量的 Cu 就会有问题了（下面讨论）。图 1 中的玉米青贮 Cu 平均浓度和 SD 分别为

6ppm 和 1.8。正态分布中大约 2.5%的样本 Cu 大于 10ppm。然而，大约 5%的样本 Cu 大于

10ppm（亦即：两倍的风险）。若你的日粮配方假定玉米青贮 Cu 是 6ppm，但实际是 12ppm，

玉米青贮在日粮中比例较大，日粮中的 Cu 长期（几个月）超量可能会有问题。底线是原料数

据表中牧草（和可能其他的饲料原料）的平均微量元素浓度应当用作提醒值。因为大量的样品

变异很大，来自单个样品的数据不能用。最佳的建议是使用在一个限制地理区域内生长的牧草

总的微量元素中位数值。 

 

饲料原料中的微量元素有营养价值吗？ 

 

基本上用于奶牛的饲料原料都含有一些微量元素。问题是这些微量元素对奶牛的生物学利

用率如何？尽管营养专家缺乏测量数据，基于个人的经验营养专家在基础日粮或至少是牧草设

定微量元素浓度为 0 并不罕见。若饲料原料中的微量元素对奶牛没有生物学利用价值这种方法

是合理的。然而现存的关于饲料原料中的大多数微量元素的吸收系数大多不确定，大多数饲料

原料中的部分微量元素对奶牛的利用率是清楚的。自野生反刍动物组织如鹿含有的微量元素表

明：基本的微量元素吸收是存在的。 

NRC（2001）预测来自基础成分的 Cu、Mn 和 Zn 可吸收率分别是 4、0.75 和 15%。来自

基础成分的吸收系数（AC）通常比微量元素硫酸盐结构的 AC 低，即使大多数微量元素包含于

植物细胞中是有机的结构。基础成分的微量元素 AC 低可能反映了对土壤污染的调整。在基础

饲料原料尤其是牧草中的一些微量元素，在土壤中依附于饲料原料，这些微量元素常常是氧化

物的形式（有效性低）。饲料原料大多数灰分（ASH）和微量元素浓度比 NRC 典型的微量元素

AC 值要低。大多数的微量元素浓度比中位值高应该打折，但是目前打几折不能准确计算，但

是这些饲料原料仍然包含一些有效的微量元素。 

在美国基于大多数玉米青贮、苜蓿、玉米粉和豆粕不添加微量元素的泌乳牛日粮平均（记

住使用的是平均数）含有 7-9ppm Cu、25-35ppm Mn 和 30-40ppm Zn（特殊的牧场可能这些

范围差异较大），基础成分供应了需求的 Cu、Mn 和 Zn 的大约 80%、235%（不要相信这个）

和 75%（NRC，2001）。基础日粮供应的无机微量元素会导致配方中的微量元素大量的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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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铬（Cr） 

Cr 是必需的营养，然而 NRC（2001）没有提供定量的推荐量。此外，饲料日粮或来自其

他原料补充了多于 0.5ppm 的 Cr，在美国丙酸铬目前是不合法的，转运葡萄糖进入细胞对胰岛

素是敏感的。因为分析困难（比如：饲料在化学分析前的研磨会有 Cr 污染）我们在原料上没有

好的 Cr 的数据。一些牛的研究显示：补充 Cr（饲喂日粮干物质的 0.4-0.5ppm）降低了胰岛素

对葡萄糖耐受测试的反应 (Sumner et al., 2007;Spears et al., 2012)。提高胰岛素降低了肝脏

葡萄糖的产生，提高了骨骼肌和动物脂肪组织对葡萄糖的摄入。这些活动降低了乳腺获得葡萄

糖用于合成乳糖的数量，当补充 Cr 常常观察到产奶量增加可能是这种活动模式使然。对补充

Cr 的大多数生产研究（使用丙酸铬、蛋氨酸铬、吡啶铬和酵母铬）在产前数周和大多数使用 6

周。添加量多种多样，但大多数是 6-10mg/天（大约 0.3-0.5mg Cr/kg 日粮干物质）。来自 14 个

试验的 30 个处理产奶量反应的中位数为 1.86kg/天（其中的 SD 反应为 1.59kg/天）。大约 75%

的处理对比奶产量增加多于 0.91kg/天。尽管基于这些初步的所有的综合分析研究是必需的，当

在泌乳早期补充大约 0.5ppm Cr 增加至少 0.91kg/天是很可能的。这种反应是否在整个泌乳期

观察得到还未知。来自于奶的潜在投资回报用奶的价值扣减饲料和添加剂的成本，假设产奶反

应中位数为 1.82kg/天，预测增加 DMI 1.27kg。此时，产奶量反应假设仅仅出现在产后 42 泌乳

日。 

 

钴（Co） 

   现行 NRC 对 Co 需求的表达是浓度基础（亦即：日粮干物质的 0.11ppm）而不是基于可吸

收的钴 mg/天。这样做是因为 Co 大多数（可能仅仅是）为瘤胃细菌所需求，它们需要的数量

功能是能获得多少能量（亦即：饲料）。尽管饲料 Co 浓度的数据是非常有限的，NRC 的需求

量是总钴，在许多案例中基础日粮成分将会提供足够的 Co。在 WA 指导的研究基础日粮包含

0.2-0.4ppm 的 Co(Kincaid et al., 2003; Kincaid and Socha,2007),但来自 WA 的基础日粮包含

1 和 2ppm 的 Co(Akins et al.,2013)。当日粮包含 0.22ppm 的 Co 时（大约是当前推荐量的两

倍），数据用于生长肉牛 (Stangl et al.,2000)是基于肝脏 B12 最大化。对于奶牛，Co 的添加量

（来自 Co 的葡萄糖酸盐）增加到 3.6ppm(Akins et al., 2013)，肝脏 B12 浓度继续增加。在这

个研究中，提高肝脏 B12 不会转化到任何健康和生产利益，表明：最大化肝脏 B12 可能不是

必需的。增加 Co 的添加量奶产量的反应是多变的。一个研究报道：当 Co 的添加量从 0 增加

到大约 1ppm 时，经产牛的奶产量线性增加，但不影响头胎牛。年长的奶牛倾向于肝脏中的 B12

浓度较低，这可以解释胎次的影响。基于当前的数据，NRC（2001）的需求不会产生肝脏 B12

浓度最大化。所有研究，当日粮总的 Co（基于加上了添加量）大约在 1-1.3ppm，观察到了奶

产量反应。在一些地方，基础日粮可能提供了更多的 Co。 

铜（Cu） 

NRC（2001）对 Cu 需求的表达是基于可吸收的 Cu mg/天，遍及了宽泛的奶产量（18.16-

68.1kg）。在正常情况下，可吸收的 Cu 需求范围在 7-15mg/天。随着奶产量的增加，NRC 对

Cu 的需求略微增加，因为 Cu 在奶中有较低浓度的分泌。然而，奶产量增加通常 DMI（和 Cu

的摄入量）增加，比奶中分泌的 Cu 增加的幅度大。因此，Cu 的日粮浓度需要满足需求可能当

奶产量增加时实际降低了。干奶牛比泌乳牛需要的 Cu 少（mg/天），但由于干物质采食量的差

异，干奶牛日粮中 Cu 的浓度比那些泌乳牛更高。 

储存在肝脏的铜和肝脏中 Cu 的浓度，当前考虑评估 Cu 的状态设定一个黄金标准。成年

牛肝脏 Cu 浓度基于 DM 认为在 120 和 400mg/kg“合适 ”，或基于活体重大约在 30-

110mg/kg(McDowell, 1992)。过量添加 Cu 会导致 Cu 中毒。因此，合适 Cu 状态的范围，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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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基于肝脏 Cu 的浓度或活体重分别在最小（110 或 30 mg/kg）和最大（400 或 120 mg/kg）

之间。娟珊牛和荷斯坦牛推荐的肝脏 Cu 浓度范围一样。然而，当饲喂同样的日粮，娟珊牛比

荷斯坦牛常常 Cu 的浓度较大。当牛饲喂的日粮缺乏 Cu 肝脏 Cu 浓度降低，由于日粮 Cu 供应

增加，系统浓度增加，这是一个良好的标志矿物状态的重要标准。 

所有的微量元素都有降低其吸收的拮抗剂，但这些往往不出现在现实的情况下。所有的微

量元素是有毒的，但大多数微量元素的摄入要产生毒性需要很高的剂量。然而，铜在微量元素

营养上是独特而重要的，其低剂量摄入即有毒性，应当谨慎规定其添加量。在另一方面，铜在

现实世界中有大量的拮抗物，在几种情况下需要强制过度添加。NRC 的需求量是假定没有拮抗

物(例如：日粮 S 在 DM 的 0.2%）；然而，以下几种情况存在时会导致铜的吸收降低： 

.硫的过度摄入(有日粮和水提供）； 

.鉬的过度摄入（若硫也存在过量时影响更严重）； 

.还原铁的过度摄入（可能降低铜的吸收和增加需求）； 

.牧草消耗量（可能与土壤中的黏土摄入有关）；和 

.饲喂黏土-作为“粘合剂”。 

大多数这些拮抗物没有定量的模型，不能提供特定推荐量。当日粮硫数量较大为 0.25-

0.30%，应当饲喂额外的可吸收铜。在日粮硫浓度较高时（0.4-0.5%），奶牛可能需要饲喂 NRC

需求的 2-3 倍的硫酸铜。作为泌乳荷斯坦奶牛平均的正常指导，在水中 S 每 100mg/L（ppm）

估计增加日粮 S 浓度 0.04 个单位的百分点。例如：若日粮有 0.26%的 S，水中有 500mg/L 的

S，采食日粮总 S=0.26+5*0.04=0.46%。注意：有些实验室报告的 S 浓度不是 S。若你的实验

室报告硫酸含量，乘以 0.333 获得 S 的浓度。大多数情况下日粮 S 少于 DM 的 0.25%。日粮包

含高比率的谷物酒糟和日粮中的牧草施用了大量的硫酸铵可能 S 的含量较高。水中 S 的浓度取

决于水源。水应该定期取样分析（至少每年一次）以确定水是否增加了日粮 S 的负担。 

尽管拮抗物的出现对饲喂添加可吸收 Cu 或使用 Cu 以抵抗拮抗物作出了解释，然而找不

到数据显示：在正常情况下当前的 NRC 需求是不够的。因为这种不确定与 AC 和实际需求有

关，当制定日粮时，应该选用一些适当的安全系数。在正常情况下，饲喂 NRC 需求的 1.2-1.5

倍合乎风险管理的情理，也应该防止奶牛一生中 Cu 在组织中的过度积累。泌乳牛 NRC 需求吸

收 Cu 平均大约在 10mg/天。使用 1.2-1.5 倍的安全系数，日粮配方应该提供可吸收 Cu 在 12-

15mg/天。饲喂典型的荷斯坦奶牛日粮没有任何拮抗物，使用硫酸铜作为 Cu 源，日粮应该配制

包含 12-15ppm 的总 Cu（亦即：基础+添加）。若使用的 Cu 源比硫酸铜的可利用率高，但因为

AC 较大安全系数将会是同样的，因为补充的 Cu 较需求的量较少，在日粮中总的 Cu 浓度会较

低。 

若拮抗物出现，NRC（2001）就过高估计了供应的 Cu 的吸收，提供的 Cu 需要超出 NRC

的需求量。一般荷斯坦奶牛饲喂的日粮中含有大量的拮抗物，总的日粮可能需要 Cu20ppm，或

可能更多，所提供的可吸收Cu为12-15mg/天。一些特定的Cu添加剂受拮抗物影响较小(Spears, 

2003)，在有拮抗的情况下，应该使用这些 Cu 源。 

必需饲喂足够数量的 Cu 以保持奶牛的良好健康，然而过度的 Cu 对奶牛不利。急性 Cu 中

毒反应有可能出现，但更关注 Cu 过度饲喂的长期影响。当奶牛过度饲喂 Cu，肝脏 Cu 浓度增

加。若短期内 Cu 过度饲喂（即：几周），改变肝脏中的 Cu 无足轻重，但当 Cu 过度饲喂几个

月，肝脏中 Cu 的浓度可能变得危险上升。娟珊牛 Cu 中毒风险较高，因为其在肝脏中积累的

Cu 数量比荷斯坦牛高 (Du et al., 1996)，然而，中毒反应可能出现在荷斯坦牛上。 

干奶牛 Cu 状态较好（或过多），饲喂日粮总 Cu 大约 20ppm，肝脏每日平均积累率 0.8mg/kg 

DM(Balemi et al.,2010)。尽管牛奶包含 Cu，因为 DMI 的差异（和之后的 Cu 摄入量），肝脏 Cu

的积累可能类似于泌乳牛日粮饲喂的 20ppm Cu。整个 305 天泌乳期，奶牛饲喂~20ppm Cu(没

有拮抗物）在肝脏可能积累~250mg/kg DM。经过 2 或 3 个泌乳期，肝脏 Cu 浓度将会变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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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高。当肝脏 Cu 浓度高于 2000mg/kg DM 出现典型的中毒症状。肉牛耐受很高的肝脏 Cu 浓

度，许多的研究 

用肉牛的肝脏 Cu 作为上限。然而，肉牛通常生活周期短，对奶牛可能不是好的模式。慢性铜

中毒是亚临床症状，会引起肝脏的衰退，会明显地提高血浆中肝脏酶（AST 和 GGT）的活性

(Bidewell et al.,2012)。积累的证据表明：问题可能开始出现于肝脏 Cu 浓度较低之时（500 或

600 mg/kg DM）。小牛和公牛的 640mg/kg DM 肝脏 Cu 平均浓度比动物的 175 mg/kg DM 肝

脏平均 Cu 所显示的 AST 和 GGT 活性显著地高(Gummow,1996)。什么是因为持续过量饲喂

Cu 而可能导致问题的可接受的 Cu 添加量（比如：Cu 的添加量~20ppm）？ 

 

锰（Mn） 

NRC（2001）版比上一版 NRC 大幅度降低了 Mn 的需求。基于 NRC（2001）版大多数泌

乳牛需要 2-3mg/日可吸收的 Mn，考虑到典型的 DMI 转化为日粮总的 Mn 为 14-16ppm。然而，

2001 NRC 可能过高地估计了 Mn 的 AC。肉用后备牛日粮饲喂 16ppm Mn，在妊娠最后 6 个

月 70%的犊牛骨骼显示典型的 Mn 缺乏症状(Hansen et al.,2006)。泌乳牛研究 Mn 平衡(Weiss 

and Socha, 2005; Faulkner, 2016)，我们预计泌乳牛（在试验中平均泌乳量为 38.14kg/天）需

要消耗大约 580mg 的 Mn 以平衡 Mn。基于这些试验的 DMI，转化为日粮总的 Mn 浓度为

~30ppm。如同上述的讨论，存在不确定和应该应用合理的安全系数（亦即：1.2-1.5 倍的系数）。

对于 Mn，启动点在 30ppm，之后加上安全系数，泌乳牛日粮总的 Mn 应该在 36-45ppm。 

 

维生素 

 

因为数据非常有限，没有“需求量”用于维生素。我们宁愿使用“适宜摄入量”或 AI。这是一个

预防健康问题或导致统计学上降低流行病或严重疾病的维生素剂量。一些维生素增加产奶量，

但因为对产奶量的影响必需考虑经济的语境（亦即：奶价、饲料价格和维生素成本），当设置 AI

时产奶量反应不应该是主要的因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增加产奶量的添加比例不影响健康和有

利可图时不使用维生素。基础成分中的维生素浓度数据是极其有限的或完全不确定的。饲料中

包含的维生素浓度变化非常大（比如：在干牧草中的生育酚浓度会从最小 0 到最大 150ppm）。

因为从基础成分供应的维生素几乎不能确定，AI 通常基于补充的维生素。确定的 AI 可利用的

适当的数据有生物素、烟酸和维生素 A、D 和 E。 

 

维生素 A 

NRC（2001）给出了奶牛适当的平均维生素 A 推荐量（亦即：补充 110 IU/kg 体重）。等

同于典型的荷斯坦奶牛 70,000 IU/天。牛奶含有视黄醇大约 0.3mg/kg；因此，高产奶牛会分泌

大量的维生素 A 进入牛奶中。NRC（2001）数据库中奶牛均产奶大约为 35kg/天（77 磅/天）。

奶牛产奶超过 35kg/天，额外饲喂 1000 IU 维生素 A/天/kg 奶，以弥补多分泌进奶的维生素 A

（大约 450 IU/磅，奶量在 77 磅以上）。以荷斯坦奶牛产 31.78kg/天为例，摄入维生素 A 70,000 

IU/天足矣，但产奶量为 45.4kg/天，应该要摄入 70,000+[(100-77)*1000]=93,000 IU/天。NRC

（2001）没有为干奶牛和新产牛推荐的维生素 A 剂量。 

 

维生素 D 

长期考虑的是维生素 D 对钙平衡的主要功能，但它对细胞和动物的影响远远超出钙，包括

影响免疫功能和健康。2001 NRC 推荐量（补充维生素 D 30 IU/kg 体重或荷斯坦奶牛 20,000 

IU/天）对钙已经足够；然而可能对最佳免疫功能仍不够。30ng 25-羟维生素 D/ml 血浆浓度指

示量足够，泌乳牛可能需要 45 或 50 IU/kg 体重（大约 30,000 IU/天）(Nelson et al.,2016)。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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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几个月奶牛每天在外部场地活动数小时，大概可以合成足够量的维生素 D，但冬季的日照

（在美国）可能合成率不足。 

 

维生素 E 

2001 NRC 泌乳牛和干奶牛维生素 E 推荐量分别为 500 和 1000 IU/天；然而，现有充足的

数据证明在妊娠最后 14-21 天增加补充量到 2000 IU/天。这种添加量降低了泌乳早期的乳房炎

和子宫炎。 

 

其他维生素 

现有的足够而持续的数据设定添加生物素大约 20mg/天。这个添加量通常改善蹄部健康和

奶产量(Lean and Rabiee,2011)。对烟酸有大量的研究但数据模棱两可；一半的研究报告有益，

一半的报告无效。在泌乳早期补充 12g/天比通常添加 6g/天似乎更能看到生产反应（增加产奶

量和乳成分）。大量的数据不支持使用烟酸降低酮病。因此，在多数情况下补充烟酸的 AI 可能

为 0。补充瘤胃保护胆碱通常可以增加泌乳早期的产奶量(Sales et al.,2010)和帮助降低脂肪肝。

通常的添加量为实际胆碱的 12-15g/天，但胆碱必需瘤胃保护。因为目前对健康的数据模棱两

可，胆碱还没有一个 AI，但因为其影响产奶量可能常常是有益的。 

 

结论 

 

充足地供应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改善奶牛的健康和生产性能；过量或不充足的微量营养会有

负面影响。2001 NRC 推荐的 Cu、Zn、Se 和维生素 A 适合大多数情况，只是为了风险管理应

该应用一个适当的风险系数。因为法规规定，Se 没有使用安全系数。至于 Cu，由于大量拮抗

物存在的这种情况，日粮需要提供比 NRC 推荐更多的 Cu，或者应该饲喂高质量的有机铜。尽

管许多情况下要求日粮 Cu 的浓度高，注意补充过量的铜。经年累月 Cu 温和过量会导致肝脏

Cu 浓度高，可能对奶牛健康有负面影响。Mn 的需求似乎比 2001 NRC 推荐的要更高，Co 的

需求也似乎要增加。新产和泌乳期奶牛补充较大数量的维生素 E 有益处，没有大量的日照添加

维生素 D 有益。 

 

摘要 

 

.NRC（2001）中大多数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推荐量似乎合适，但为了降低风险应该使用温

和的安全系数（NRC 的~1.2-1.5 倍）。 

.基础日粮成分包含微量元素，包括饲草有一定程度的有效性和浓度，不应该设置为 0 。 

.NRC（2001）的 Co 和 Mn 推荐量太低，浓度需要大量增加。 

.当心 Cu 长期过量。当长期饲喂低到 20ppm 的日粮浓度可能发生健康问题。 

.给围产期奶牛提供超过 NRC（2001）推荐剂量的维生素 E 带来了健康的益处。 

.在日照限制的情况下，给奶牛提供超过 NRC（2001）推荐剂量的维生素 D 以维持足够的

维生素 D 状态，与奶牛的整体健康有关。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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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粮胆碱：一个属于脂肪肝的故事 

 

C.R. Staples, M. Zenobi, C. Nelson, and J.E.P. Santos.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巫立新译 

 

前言 

 

胆碱 

胆碱已经被确认作为许多种类包括人类、家禽和猪的一种必需的营养。胆碱在大多数的饲

料中浓度较低，在青贮玉米中含量为 0.04%，在苜蓿干草等蛋白原料如豆粕、棉粕（以 DM 计）

含量为 0.3%。饲料中的低浓度表明给家畜提供的数量也低（例如：泌乳猪 3g/头日）。然而，牛

对胆碱的需求量已经确定，给围产期奶牛补充胆碱通常增加产奶量和常常协助降低脂肪肝。不

过，为了让胆碱在反刍动物肠道里吸收，胆碱必需要保护以防止被瘤胃微生物降解为甲烷和乙

酸。几个瘤胃保护胆碱（RPC）产品在全球奶牛业已经商业化使用。商业化的胆碱产品有 25%

和 50%两种含量。自 2003 年至今发表的 16 个试验表明：从妊娠后期（产前 3 周）持续到泌

乳，奶牛补充 RPC 比不补充平均多产奶或脂肪校正乳 2kg/头日。16 个研究报告中的 14 个有

数字上的增加，10 个报告中补充 RPC 产奶量在统计学上有显著增加。在妊娠和泌乳期间非反

刍动物对胆碱的需求增加，因为母畜在妊娠期间转运胆碱到胎儿和进入乳汁 (Zeisel, 2011)。这

对反刍动物可能也是如此。 

由于补充胆碱增加奶产量通常的解释是胆碱扮演了改善肝脏脂质代谢的角色。因为在广泛

的能量负平衡（NEB）期间，能量的利用引起沉积脂肪组织的大量动员造成现代奶牛的肝脏在

产犊后的前几周积累脂肪（甘油三酯，TGA）。过多的脂肪肝损害产生葡糖糖以改变合成牛奶的

效率导致产奶量减少。在妊娠或泌乳期间肝脏中的胆碱浓度显著地降低 (Zeisel, 2000)。胆碱

能帮助肝脏输出部分脂肪。在许多研究里，研究者仅仅是从日粮中移出胆碱常常会引起非反刍

动物的脂肪肝。在平常的报告中，给奶牛饲喂 PRC 降低了肝脏的 TAG，产奶量有正面的反应。

另外，补充胆碱产奶量的正面反应可以部分地归因于节省了能量氧化作用所消耗的葡萄糖，这

样节省的葡萄糖可以合成更多的乳糖。这可能有助于蛋氨酸提高肉碱的合成而引起 NEFA 更多

的氧化而不是以葡萄糖供给能量。 

适当的日粮胆碱的许多好处已确定非反刍动物比反刍动物更多。这些胆碱的角色包括：1）

子宫里胎儿始祖细胞的良好发育改善了大脑和记忆功能的发育(Zeisel, 2011)；2）母体日粮中

消耗适当的胆碱减少了人类初生胎儿缺陷的风险(Zeisel, 2011)；3）减少了成年人亚临床脂肪

肝或肌肉损伤 (Zeisel and da Costa, 2009)；4）给予母鼠适当的胆碱减少了初生小鼠的疾病感

染  (Gebhardt and Newberne, 1974)，母鼠补充胆碱改善了小鼠哺乳护理期间的生长率

(Dallschaft et al., 2015)和改善了母鼠的免疫功能。 

 

产前能量摄入 

在产犊时非常好的体况对最佳的产奶量是非常重要的。在不可避免的能量负平衡状态下，

瘦的奶牛缺乏能量储备以支持泌乳的能量需求，而胖的奶牛在产后常常采食不佳和经历较严重

的能量负平衡进而导致更严重的脂肪肝、降低产奶量和较差的繁殖性能。过度的脂肪储备常常

隐而不发；当奶牛的体况评分变化为 1 时，脂肪贮藏在小肠和肾脏周围的腹部而不被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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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奶期过度的能量摄入会形成腹部（内脏）脂肪而不会改变奶牛的整体体况评分 (Drackley 

et al., 2014)。非泌乳和非妊娠的荷斯坦奶牛在自由采食下饲喂 41%麦秸和 28%玉米青贮的低

能量日粮（1.34Mcal/kg）或 0%麦秸和 50%玉米青贮（DM 基础）的高能量日粮（1.62Mcal/kg）。

这两种日粮饲喂 8 周后，体况是一样的，分别为 3.47 和 3.52。屠宰发现：饲喂低能量日粮的

奶牛腹部脂肪少 25.42kg（31.78kg 比 57.20kg）。饲喂产前日粮更好地匹配维持和妊娠的能量

需求是“正好”（黄金法则）的方法。在正确的温度喝粥、坐在正确高度的椅子上和睡在最舒服的

床上则是恰到好处的。同样的，在整个干奶期后段给妊娠奶牛饲喂不足或过度饲喂能量将会损

害产后奶牛的生产性能。在围产期饲喂领域过去 20 多年的研究里，平衡较好的日粮配方包含

大量比例的低质量饲草如麦秸，常常有但不总是有益于产后的生产性能 (Drackley, 2016)。过

于平常的是奶牛在干奶期过度饲喂。这种方法可能看来似乎无害，因为体况评分显示“正常”，但

研究显示：潜伏的危险象一头狂怒的熊。 

 

科学实验假定和方法 

 

因为在干奶期过度饲喂能量常常导致脂肪肝，由于胆碱在改善肝脏脂肪管理方面扮演了关

键的角色，假定补充胆碱将会有利于干奶期那些过度饲喂的奶牛。 

96 头妊娠非泌乳经产荷斯坦牛（佛罗里达大学）在干奶时（在预产期前 7 周）随机分配到

1-4 种日粮处理中。日粮处理为 2×2 因子。第一个因子是 RPC（25%含量的胆碱）从预产期前

21 天到产后 21 天每天饲喂 0 或 60g/头日。第二个因子是在干奶期随机饲喂 1.63（过多能量）

或 1.41（维持能量）Mcal NEL/kg DM 的日粮。为此，4 个处理为：摄入维持能量不添加 RPC

（MNE）或添加 RPC（MNE+C）和摄入过多能量不添加 RPC（EXE）或添加 RPC（EXE+C）。

切短麦秸（<5cm）、玉米青贮、黑小麦青贮，调整配方到产前日粮的目标能量浓度。在 TMR 中

添加湿啤酒糟（16.7%的日粮 DM），用 Calan 闸门系统管理奶牛。登记记录: 胎次（1.9）、305

天成年等量产奶量（12122kg）、体况评分（3.55）、体重（736kg），四组奶牛体重没有差异。

产犊后所有奶牛饲喂同样的基础日粮（1.67Mcal NEL/kg 和 16.0%CP，DM），产后 15 周实验

结束。日粮配方蛋氨酸含 2.3%可代谢蛋白和赖蛋比为产前 2.9、产后 3.1。测定包括：饲料采

食量、体重和体况、产量、初乳的 IgG 含量和产量、健康状况、奶产量、乳成分、活体肝脏的

甘油三酯含量、子宫健康评估、血液选择代谢物和免疫反应和人工授精怀孕时间。 

用 SAS9.4 版（SAS/STAT，SAS 研究所 Inc.，Cary，NC）的 MIXED 流程分析数据。一

再声明是用于测量时间变量。模型包括产前能量摄入的确定影响（过量比维持）、RPC（添加或

不添加）、产前能量摄入和 RPC 之间的互作、每天或每周的测定和 2 和 3 个方式的互作。奶牛

在处理组内的相互套入和组间影响测量的误差。若有必要在分析前数据转变为常态。二元数据

是使用 SAS 的 GLIMMIX 程序通过逻辑回归分析获得。210 DIM 的妊娠时间间隔使用 SAS 的

PHREG 程序的 Cox 均衡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统计的显著性为 P≤0.05 和趋势为 0.05<P≤0.10。 

 

试验结果和讨论 

 

几乎每一个因变量、每一个主要处理效果的影响均是独立的。奶牛产前饲喂低能量日粮或

较高能量的日粮胆碱的影响是相同的。同样的，产前能量摄入的影响同样不顾及是否补充胆碱。

因此，产前能量摄入和胆碱的主要影响将会分别讨论。 

 

产前能量摄入的影响 

产前的反应。从干奶到产犊的体况评分是不变的。在妊娠最后 15 天的平均采食量（平均

为10.76kg/头日）由于日粮的能量密度没有差异。然而能量的摄入在原计划的两组之间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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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犊两周前，奶牛饲喂 EXE 日粮所消耗的能量在它们维持和妊娠所需能量的 140%，而奶牛饲

喂 MNE 日粮是它们所需能量的 110%(NRC, 2001)。妊娠的最后两周 NEL摄入的模式也不相同

[P<0.01,能量日粮每天的互作（图 1）]。如同其他的许多报告，当接近分娩时能量摄入降低。

然而，奶牛饲喂 EXE 日粮的 NEL 摄入降低速率是饲喂 MNE 日粮的 2 倍，降低的量分别是

0.272kg 和 0.136kg/头日或总量的 4.086kg（34%）和 2.043kg（20%）。作为产前较高 NEL摄

入的结果，非酯化脂肪酸（NEFA）的平均浓度有较低的趋势（252 比 295 µEq/mL, P < 0.10），

奶牛饲喂 EXE 比 MNE 日粮的血浆葡萄糖要高（66.4 比 63.5mg/100 mL, P < 0.05），尽管产前

管理较好的奶牛数值在正常范围内。 

 
 

产后反应。在产后 15 周期间，产前饲喂 EXE 日粮的奶牛比饲喂 MNE 日粮的饲料 DM 少

消耗 1.23kg（22.88kg 比 24.11kg/头日）。这种反应是非常显著的，尽管产前能量过量摄入产后

DM 数值上较低以前也有报道 (Holcomb et al., 2001; Dann et al., 2006; Zhang et al.,2015)。

然而，奶牛饲喂 EXE 和 MNE 日粮产后头 15 天的平均产奶量（未校正乳产量 41.72kg 比

43.18kg/头日，P=0.25）和能量校正乳产量（42.63kg 比 43.67kg/头日，P=0.38）没有差异。

乳脂率（3.88 比 3.78%）和真乳蛋白（2.95 比 2.97%）不受产前能量摄入的影响。奶牛饲喂

EXE 日粮的饲料 DM 转化为 ECM 的总效率几乎达到了显著的趋势（每 kg 饲料采食量产奶为

1.90 和 1.84kg，P=0.11）。就身体储备成本方面改善了饲料转化为牛奶的总效率。在泌乳 4 周

后两组奶牛的体重较低，EXE 组的奶牛仅仅维持了体重，相反 MNE 组直到产后 15 周产量在

31.78kg/头日才恢复了体重。这种身体贮备较大地依赖于产奶，产前饲喂 EXE 日粮的奶牛表现

在平均的 β-羟基丁酸（BHBA；0.52 比 0.43 mmol/L, P < 0.05）和 NEFA（502 比 453µEq/mL, 

P <0.10）浓度也较高。因为血液循环中的脂肪较高，饲喂 EXE 日粮的奶牛比饲喂 MNE 的在

泌乳 7（11.1%比 8.7% DM）和 21 天（10.1 比 76.% DM）肝脏积累更多的 TAG 脂肪。 

脂肪肝常常与酮病和降低繁殖性能有关。研究缺乏产前能量摄入对疾病发病率影响的数据。

由于饲喂 EXE 日粮疾病/代谢失调的发病率包括酮病（16.9 比 10.2%）和泌乳 40 天的子宫感

染（15.2 比 7.1%）达到了≤0.20 显著性的概率。不过，使用超声波检验法检测黄体发现：产前

超能量摄入与饲喂 MNE 日粮相比既不影响泌乳后 26 天（45.1 比 60.6%）也不影响泌乳后 40

天（78.7 比 82.5%）的的卵巢周期循环。两组的第一次人工授精怀孕率为 32%。 

 

补充胆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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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反应。尽管妊娠奶牛在预产期前 21 天开始补充 RPC，由于奶牛的产犊早于预产期，

奶牛平均消耗补充 RPC 的天数仅为妊娠最后的 17 天。在最后 15 天补充 RPC 没有改变平均

ＤＭ采食量（没有补充 RPC 和补充 RPC 分别为 10.49 和 10.99kg/头日）。奶牛的平均体况评

分为 3.51，饲喂 RPC 没有差异。NEFA 和 BHBA 的血液浓度也不受补充 RPC 的影响。 

产后影响。初乳的产量不受补充 RPC 的影响（8.54 和 9.90kg），但补充 RPC 的初乳免疫

球蛋白 IgG 的浓度较高（IgG：78 和 57g 的 IgG/L）。在该研究中饲喂初生犊牛的初乳来源不可

控。尽管如此，犊牛接着之后 12 个月的生长受到子宫里出现的 RPC 所影响。补充 RPC 的母

牛初生犊牛的体重有轻 2.09kg(38.36kg 

比 40.50kg，P<0.10）的趋势,但在 12 月龄时体重多 13.67kg（335.51kg 比 321.84kg，P < 

0.05），即:生长速度比不补充 RPC 的快 37g/头日（0.919kg 比 0.882kg/头日）。在此期间除了

初乳外其他所有的犊牛管理均相同。妊娠的大鼠饲喂更多的胆碱改善了初生幼鼠的胆碱状况 

(Dellschaft et al.,2015)。这同样可能适用于反刍动物。在妊娠期间给非反刍动物饲喂胆碱改善

了后代的生产性能 (Newberme et al., 1970; Zeisel, 2006)。 Cai et al. (2014)报道：自始至终

给妊娠母猪补充甜菜碱（一种胆碱的代谢物，3g/kg 日粮）可能改善了新生仔猪肝脏的葡萄糖

异生作用。尤其是补充甜菜碱母猪初生的仔猪血清中的乳酸和糖原异生作用产生的氨基酸包括

丝氨酸、谷氨酸、蛋氨酸和组氨酸浓度较高。另外，这些仔猪肝组织包含较高浓度的肝糖原（0.16

比 0.13g/g）和 PEPCK1 酶活，即：几个糖原异生作用酶的蛋白表达较高，亦即：丙酮酸羧化

酶（PC）、细胞质磷酸烯醇丙酮酸羧基酶（PEPCK1）、线粒体磷酸烯醇丙酮酸羧基酶（PEPCK2）

和果糖-1,6-二磷酸酶（FBP1）比对照组的仔猪高。在妊娠后期给反刍动物饲喂 RPC 可以激发

产前肝脏的糖原异生作用基因表达的改变，进而引起对之后葡萄糖体内平衡长期的正面影响。

在犊牛上这是否可能是真实的有待将来的研究。 

如同产前出现的一样，产后的干物质采食量不受补充 RPC 的影响，尽管数值上有由于补

充 RPC 增加了 0.545kg/头日；Grummer (2012)的饲喂 RPC 研究综合报告在泌乳奶牛上有同

样的增加。奶牛补充 RPC 在泌乳头 15 周（43.54 比 41.31kg/头日）倾向（P<0.10）于产更多

的奶。这种趋势持续到泌乳的 40 周（37.09 比 35.0kg/头日，P<0.10；图 2）。当在围产期补充

大约 5.5 周 15g 的胆碱，荷斯坦奶牛在泌乳期 40 周时多产生 2.27kg/头日。这与 Elek et al. 

(2008)、 Janovick et al. (2006)、 Lima et al. (2012)和 Grummer (2012)的综合报道类似。尽

管脂肪（3.82 比 3.84%）和真蛋白（2.95 比 2.97%）的浓度不受 RPC 的影响；由于饲喂 RPC

的产奶量较大，因此脂肪和蛋白质产量也较大。较多的产奶量而没有饲料采食量的明显增加意

味着饲喂 RPC 奶牛在泌乳 15 周（-1.18 比-0.53Mcal/天）时较为严重的 NEB。产后 15 周 NEB

的状况在两组之间也不同。奶牛饲喂 RPC 在产后 2（-11.4 比-8.9Mcal/天）和 3（-8.7 比-6.6Mcal/

天）周经历了更为严重的 NEB。在 6 周后两组之间的 NEB 没有出现差异（每周的 RPC 互作，

P<0.01）。尽管有较为严重的 NEB，从产犊到产后 4 周体重损失没有差异（45.85 比 37.68kg）。

另外，血液中的 NEFA 和 BHBA 的平均浓度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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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喂 RPC 是治疗酮病唯一达到显著概率≤0.20 的方法（补充 RPC 与不补充的治愈率分别

为 18%比 9%）。诊断酮病是基于尿液中 BHBA 的分类如“中度”（40mg/100mL）或“巨量的”

（80mg/100mL）。在田间研究应用更多的奶牛（n=369）,初产和经产奶牛从产前 25 天到产后

80 天饲喂 RPC15g/头日（Lima et al., 2012）。由于饲喂 RPC 脂肪校正乳产量增加 1.82kg/头

日（44.63 比 42.81kg/头日）。奶牛饲喂 RPC 发病率较低，尤其是临床酮病（初产牛 4.7 比

13.9%，经产牛 3.5 比 9.8%）。其他衡量奶牛健康的指标表明：当前的研究 RPC 具有正面的影

响。补充 RPC 的奶牛在泌乳 4、7、12 天的直肠温度从 38.78℃到 38.44℃线性降低，相反不

补充 RPC 的奶牛直肠温度从 38.67℃到 38.83℃线性增加。收集泌乳 0、1、3、7 天的血样，

血浆中的总钙浓度<8.5mg/100mL 作为定义亚临床产褥热的标准。奶牛饲喂 RPC 平均总钙浓

度较高（8.72 比 8.46mg/100mL），亚临床产褥热的发病率(用任何 4 天的测量值）从 52.1%降

低到 31.6%(P<0.05)。 

补充 RPC 不影响泌乳 7、14、21 天肝脏的 TAG 平均浓度和模式（补充和不补充 RPC 基

于 DM 的 TAG 分别为 8.2 比 7.4%）。RPC 不影响肝脏 TAG 与 Zahra et al. (2006)、Piepenbrink

和 Overton (2003)的研究一致。不过有几个研究报道：降低了产后早期泌乳牛肝脏的 TAG 浓

度，包括：Elek et al. (2013), Santos and Lima (2009), and Zom et al. (2011)。在当前的研究

中 TAG 值相当的低，可能与 RPC 对降低 TAG 的敏感性低有关。 

饲喂 RPC 的奶牛 NEB 较高不影响奶牛泌乳 26 和 40 天循环检测出黄体的比率。然而，第

一次授精怀孕率对奶牛饲喂 RPC 有偏好(41.3 比 23.6%，P<0.10)，尽管产后 40 周的妊娠率没

有差异（69.8 比 62.5%）。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商业化奶牛场使用初产和经产奶牛(Lima et al., 

2012)研究表明：由于从产前 25 天到产后 80 天饲喂 RPC，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妊娠率在数值上

没有极显著的差异（59.8%比 52.7%）。 

 

摘要 

 

与饲喂以维持相比，在干奶期过度摄入 40%的能量导致产犊前 DMI 较大幅度降低。在产

后 DMI 较低（1.23kg/头日）。奶产量少 1.45kg/头日但统计上差异不显著。血液和肝脏中的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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肪浓度较大和产后体增重延迟。在整个干奶期提供的日粮配方超出了妊娠非泌乳牛的能量需求，

损害了经产奶牛产后的生产性能和代谢状况。 

产前大约 17 天至产后 21 天补充 RPC15g/头日的产奶量（2.22kg/头日，P<0.10）和直到

泌乳 40 周的乳成分较高、产后 2 和 3 周的 NEB 较高但肝脏的 TAG 没有变化、初乳中的 IgG

产量和浓度较高、第一次受精率较高和在整个干奶期不论母畜的能量消耗数量如何犊牛的日增

重较高。在围产期补充 RPC 可以为奶牛业带来增加产奶量和改善肝脏健康的益处。在该研究

中发现：提高了免疫力、繁殖和小牛发育是非常吸引人的并值得将来关注。若这些结果在将来

的研究中被证实，RPC 将成为高产奶牛常规的必需营养。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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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期奶牛饲喂胆碱和蛋氨酸：从虚构中分离出事实 

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奶牛科学系 

Ric R. Grummer 荣誉教授 

巫立新译 

 

引言 

 

非反刍动物的研究已经清楚地证明：胆碱和蛋氨酸营养的相互关联，主要的原因是他们

都有甲基的共同特征。在田间生产中有许多的描述：比如，胆碱能节约蛋氨酸，蛋氨酸能节

约胆碱，如果你饲喂蛋氨酸就不必饲喂胆碱，胆碱是围产期奶牛必需的营养，胆碱只有肥胖

的牛需要和蛋氨酸能预防脂肪肝。这些描述大多数是基于非反刍动物的研究发现。这些描述

也适用于围产期奶牛吗？本文的目的是从虚构中分离出事实。即：重要提示--有关于胆碱和

蛋氨酸在反刍动物相互关系上的少量数据。 

 

胆碱和蛋氨酸常见的生理作用 

 

日粮胆碱和蛋氨酸在瘤胃中大量降解(Sharmaand Erdman, 1988a)，因此必需饲喂最小化

在瘤胃降解和最大化流到小肠的形式。两种化合物包含甲基（-CH3）基团是它们与新陈代谢

相关的主要基础。胆碱是在体内存在于所有细胞膜的磷脂酰胆碱（PC）的构成要素，PC 是乳

脂小球膜的一个构件。PC 也是脂蛋白的构件，脂蛋白负责转运脂肪到全身。作为极低密度脂

蛋白（VLDL）的一个构成要件，PC 是脂肪输出肝脏所必需的。脂肪肝是胆碱缺乏的典型症

状，在围产期间 50%的脂肪肝奶牛属于日粮胆碱吸收缺乏引起的(Grummer, 2012)。 

 
 

奶牛能合成内源性的 PC，而且很明显有足够的内源性合成量，除了在围产期间当脂肪酸

从脂肪组织大量动员，肝脏摄取脂肪酸速度显著增加。磷脂酰乙醇胺的甲基化作用产生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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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PC 的合成（图 1）。蛋氨酸可以衍生出甲基基团。因此两个成分的代谢关系紧密，在非反刍

动物中观察到：蛋氨酸能节约胆碱，胆碱也能节约蛋氨酸。 

最近有一个令人激动的发现：DNA甲基化作用能调节基因表达。因此，胆碱和蛋氨酸能潜

在地参与极大数量新陈代谢途径的控制。这个研究领域是初创期。 

与非反刍动物相比，关于胆碱-蛋氨酸的关系知之甚少。Emmanuel and Kennelly (1984)

指导的一个经典研究表明：28%的蛋氨酸被用于胆碱合成，6%的胆碱池衍生于蛋氨酸。有趣的

是，胆碱甲基团不被用于蛋氨酸合成。Sharma and Erdman (1988b)在甲基化抑制剂出现后，

奶牛产后灌注胆碱比蛋氨酸获得更多的产奶量表明：蛋氨酸甲基基团能用于胆碱合成。 

 

胆碱和蛋氨酸对脂肪肝的影响 

 

在围产期间，由于脂肪酸代谢，肝脏摄取的脂肪酸从 100增加到大约 1300g/天(Overton, 

未发表) 。若没有足够的 PC 用于合成 VLDL 以排出作为甘油三酯的脂肪酸就会导致脂肪肝。

大多数(Cooke et al., 2007; Zom et al., 2011; Lima et al., 2012; Elek et al., 

2013) 但不是所有的(Zahra et al., 2006; Zhou et al., 2016) 研究表明：在脂肪酸代谢

十分强烈的时期，于产前和产后饲喂瘤胃保护型胆碱能减少肝脏脂肪堆积。不能说饲喂瘤胃

保护蛋氨酸或蛋氨酸类似物有同样的效果。在以往的六个研究中(Socha,1994; Bertics et 

al., 1999; Piepenbrink et al., 2004; Preynat et al., 2010; Osario et al.,2013; 

Zhou et al., 2016)，没有报道由于补充蛋氨酸而减少肝脏脂肪。任何声称饲喂瘤胃保护蛋

氨酸能替代饲喂瘤胃保护胆碱以预防或治疗脂肪肝的说法还没有得到证实。以重量计，胆碱

有 4.3倍于蛋氨酸的甲基基团，因此，有可能在这些试验中蛋氨酸的剂量不足以减少肝脏中

的脂肪堆积。第二种解释可能是反刍动物与非反刍动物肝脏 PC 的代谢差异。更多的这种可能

性如下。 

 

胆碱和蛋氨酸对奶产量的影响 

 

13个产前补充瘤胃保护胆碱的综述研究揭示(Grummer, 2012) ：增加了产后干物质采食

量（0.726kg/天）、产奶量（2.225kg/天）、乳脂产量（0.115kg/天）和乳蛋白产量

（0.076kg/天）。补充的终止期从产犊后各种各样的时期到产后的 120天，虽然产后补充少于

30 天与等量补充或多于产后 30天奶牛产奶的反应均没有差异。有趣的是，没有研究监控随后

补充的奶牛生产成绩。不过，最近的一个研究观察到补充终止后带出的饲喂瘤胃保护胆碱对

奶产量的影响(Zenobi et 

al., 2016) 。 

常见的错误认识是：当日粮的蛋氨酸不平衡时奶牛仅仅对胆碱有反应。这显然是不真实

的。来自综合分析的推导反映出尝试着平衡蛋氨酸与奶产量的反应相符(Piepenbrink and 

Overton, 2003; Ardalan et al., 2011; Lima et al., 2012; and Zenobi et al., 

2016) 。 

产前和产后饲喂瘤胃保护蛋氨酸或蛋氨酸类似物的试验监控生产反应的小结见表

1(Overton et al.,1996; Phillips et al., 2003; Piepenbrink et al., 2004; Ghorbani 

et al., 2007; Ordway et al.,2009; Preynat et al., 2009; Osorio et al., 2013; Zhou 

et al., 2016)。奶产量反应不相符。乳蛋白百分比的增加大多数始终如一。最近来自伊利诺

伊大学的研究：在日粮配方中包含可代谢赖氨酸：蛋氨酸比率低于 3时，多数的反应引人注

目(Osorio et al., 2013; Zhou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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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碱和蛋氨酸对繁殖的影响 

 

几个研究已经观察到当饲喂瘤胃保护胆碱大大增加了第一次的受胎率(Oelrichs et al., 

2004, 29 vs 58%; Shahsavari, 2012, 25vs 40%; Zenobi et al., 2016, 24 vs 41%)。然

而，这些研究使用的动物样本太少（每个处理少于 50头）限制了统计的说服力。Oelrichs 的

研究观察到一个显著的改进，Zenobi的研究注意到改善的趋势。两个较大的商业化牧场研究

观察到既没有数据上的显著增加(Lima et al., 2012, 41 vs 48%;每个处理 165头），反而还

有一个显著的降低(Amundson, 2014, 46 vs 40%;每个处理>900 头）。增加受胎率的机制尚不

清楚，但可能与胚胎发育需求胆碱有关。 

从产犊到排卵饲喂瘤胃保护蛋氨酸改变了胚胎的基因表达；一些基因的改变与胚胎发育

和免疫反应有关(Penagaricano et al., 2013)。当母畜从产前 3周到产后 30天饲喂瘤胃保

护蛋氨酸胚胎的脂类含量较大(Acosta et al., 2016)。研究者猜测：改善胚胎的能量状况可

能提高了胚胎的存活率。尽管第一次受胎率没有影响，但产后 31-127天饲喂瘤胃保护蛋氨酸

受胎后的胚胎损失减少了(试验比对照为 0 与 8.9% ;Toledo et al., 2015)。需要更多的研究

评估在围产期补充蛋氨酸对繁殖性能的影响。 

 

头对头比较：胆碱与蛋氨酸 

 

有四个研究利用阶乘因子设计（2*2；4个处理=对照、蛋氨酸、胆碱和蛋氨酸加胆碱）检

验瘤胃保护胆碱和蛋氨酸对围产期奶牛的影响和确定两者之间是否有任何互作。Ardalan et 

al. (2011)从产前 4周到产后 10周饲喂观察到干物质采食量增加（蛋氨酸和胆碱分别为

1.362 和 3.133kg/天），而胆碱仅仅增加了产奶量（2.906kg/天）。Soltan et al. (2012)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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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犊到产后 96 天饲喂观察到：当没有饲喂蛋氨酸比饲喂时，胆碱的干物质采食量增加更大

（1.68kg/天比 0.272kg/天）。当没有饲喂蛋氨酸比饲喂时，产奶量对胆碱的反应也更大

（1.907比 0.681kg/天）。Sun et al. (2016)没有观察到饲喂瘤胃保护胆碱和蛋氨酸之间的

互作。胆碱增加干物质采食量、产奶量和乳脂率，而蛋氨酸增加干物质采食量、产奶量和乳

蛋白率。最后，Zhou et al. (2016)观察到：当产前 21天到产后 30天饲喂后，胆碱影响，

而蛋氨酸对干物质采食量（2.088kg/天）、产奶量（3.995kg/天）和乳蛋白率（0.18个单位）

的影响较大。这些研究之间的差异是难以解释的，但可能与基础日粮、数量和补充的来源、

饲喂的时间长短等的差异有关。 

威斯康星的研究者(Chandler et al., 2015)用肝脏细胞培养研究蛋氨酸和胆碱对代谢的

影响。不出所料，在媒介中增加蛋氨酸浓度减少了蛋氨酸合成酶的表达，这是一种控制形成

蛋氨酸重要的基因。胆碱没有该效果。有趣的是，添加蛋氨酸没有影响 PEMT的表达，这是一

种调控磷脂酰乙醇胺形成 PC的重要基因。这可能是为什么给围产期奶牛补充蛋氨酸没有减少

肝脏脂肪堆积的原因。与这些观察相一致：蛋氨酸没有增进 VLDL（即：脂肪）从细胞的输出

(McCourt et al., 2015)。这些试验第一次直接证明了：胆碱增强了 VLDL从牛肝脏细胞的输

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补充瘤胃保护胆碱减少了围产期奶牛的脂肪肝。最后，胆碱减少了肝

脏细胞的氧化应激，而蛋氨酸没有。 

 

结论 

 

有限的证据表明：在围产期奶牛胆碱和蛋氨酸之间有互作的关系。显然，胆碱和蛋氨酸

两者是必需的营养，应该给围产期奶牛饲喂瘤胃保护的形式。胆碱和蛋氨酸扮演独特的角

色，他们不仅仅是简单地在围产期奶牛日粮中相互替代。比如：蛋氨酸增加乳蛋白率而胆碱

没有。相反，胆碱降低肝脏脂肪而蛋氨酸在试验水平上没有。胆碱增加奶产量蛋氨酸也可

以，但最初的证据没有表明添加它们的影响。尽管如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有足够的文献证

据弄清楚许多在业界的错误概念。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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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碱和Ω-3 脂肪酸协同作用优化围产期奶牛营养：一个假说 

J. W. McFadden 

康奈尔大学动物科学系 

巫立新译 

 

前言 

 

对奶牛和生产者而言，产后奶牛脂肪肝疾病（FLD；亦即：肝脏的脂肪变性或脂肪沉积症）

的发生持续表现出对营养和管理的挑战。主要关注点在于，脂肪肝与降低健康状况、繁殖和泌

乳生产性能有关(Wensing et al., 1997; Bobe et al., 2004)。肝脏脂肪积累，尤其是甘油三脂

（TAG）的形成，可能限制了糖原异生和增加了炎症反应 (Rukkwamsuk et al., 1999; Sordillo 

et al., 2009)。此外，奶牛有脂肪肝罹患其他代谢疾病的风险增加，包括：酮病和真胃移位。例

如：脂肪肝奶牛有感染疾病严重程度增加的倾向，包括：乳房炎和子宫炎(Hill et al., 1985; Bobe 

et al., 2004)。这些结果能够解释为何奶牛肝脏脂肪沉积有不孕症和泌乳后期产奶量下降的倾向

(Rajala-Schultz et al., 1999; Jorritsma et al., 2000)。于此，目前对奶牛 FLD 机制的理解聚焦

于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分泌的评估。提供的证据也支持该假设：瘤胃保护胆碱和二十二碳

六烯酸（DHA）添加物可能代表了一种新颖的最小化围产期肝脏脂肪沉积的营养方法。 

 

脂肪肝疾病的机制 

 

在泌乳早期能量负平衡会促进动物脂肪组织分解以增加血液中非酯化脂肪酸（NEFA）的

浓度。血脂异常又会增加肝内 FA 的摄取，通过乙酰辅酶 A 合成酶将其转化为脂肪酸乙酰辅酶

A。在奶牛，肝脂肪变性的生化机制可能涉及线粒体脂肪乙酰辅酶 A 的 β-氧化作用不足，增强

了甘油三酯（TAG）的酯化反应、TAG 转化为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受限。首先，在从妊

娠期到哺乳期的转变过程中，棕榈酰辅酶 A 完全氧化为二氧化碳的能力没有增强 (Litherland 

et al., 2011; McCarthy et al., 2015)。形成对照，在脂解反应高峰期酸溶产物如三羧酸循环中间

体或酮类的不完全氧化达到最大值(Dann et al., 2006; Litherland et al., 2011)。在过渡时期，血

脂观察还发现，血液循环脂肪酰肉碱的含量显著升高 (Rico et al., 2017b)。作为肝脏 FA 摄取

增加和氧化反应不完全的结果，脂肪酸乙酰辅酶 A 被酯化为 TAG，TAG 酯化是由各种酰基转

移酶包括甘油-3-磷酸酰基转移酶介导的。与非反刍动物实验模型的非酒精 FLD 在人类上相比

(Ferré and Foufelle,2010），肝脏从FA的脂肪生成似乎对FLD奶牛的TAG沉积没有贡献(Pullen 

et al., 1990)。因此，在产后，观察到了奶牛 FLD 模拟中肝脏血浆和脂肪组织 FA、肝脏血浆

(C16:0)和油酸(顺 9，C18:1)的升高也就不足为奇了(Rukkwamsuk et al., 2000)。这些 FA 对

VLDL 合成和分泌的潜在影响如下所述。 

虽然肝脏 TAG 酯化在过渡期上调，同时 VLDL-TAG 分泌量的升高可能限制围产奶牛 FLD

的进展。在患有单纯性脂肪变性的人群中，非酒精性 FLD 的形成没有发展为晚期炎症性脂肪性

肝炎，VLDL 随 TAG 线性增加(Donnelly et al., 2005; Choi and Ginsberg,2011)。然而，相对于

非反刍动物，奶牛在肝脏从 TAG 输出 VLDL 的能力降低(Pullen et al., 1990)。虽然没有测量

VLDL 分泌的方法，我们的非靶向脂质化方法已经证实了血浆 TAG（TAG 60:1, 62:0, and 56:1)

和在从妊娠期到哺乳期转变的奶牛中，富含 TAG 的脂蛋白显著减少(Davis et al., 2018; Saed 

Samii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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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a)。假设产后奶牛的VLDL分泌受限而发生FLD，相对于产前奶牛或临床健康的产后奶牛，

那么 VLDL 输出量有限的一种可能解释是肝载脂蛋白(Apo) B100 浓度有限。VLDL 组装和分泌

需要载脂蛋白 B100(Sundaram and Yao, 2010)；然而，肝脏 Apo B100和血液 Apo B100浓度的

mRNA 表达随着分娩的进行而降低(Bernabucci et 

al., 2004; Bernabucci et al., 2009)。本综述的另一种可能性和重点是肝磷脂酰胆碱(PC)的有限

供应，如同 Van den Top 和其同事的提议（1995）。甘油磷脂和一些鞘脂，含有胆汁的鞘磷脂

(亦即：胆碱-包含的神经鞘磷脂)在富含 TAG 的疏水性核周围的脂蛋白表面形成单层，PC 是脂

蛋白表面单分子中最丰富的甘油磷脂组分。生物医学非反刍动物实验模型中大量的证据表明，

肝脏 PC 水平的降低损害了肝脏 VLDL 的分泌(Yao and Vance, 1988; Fast and Vance, 1995)。

就我们所知，没有额外的证据表明：VLDL 分泌物包括磷脂酰乙醇胺(PE)或鞘磷脂需要任何其

他的甘油磷脂或鞘脂。 

 

磷脂酰胆碱（PC）的代谢 

 

    甘油磷脂的代谢是复杂的。两个主要的甘油磷脂包括 PC 和 PE。有趣的是，PC 的合成涉

及到胞嘧啶二磷酸（CDP）-胆碱路径（亦即：Kennedy 路径）和磷脂酰乙醇胺 N-甲基转移酶

（PEMT）路径（图 1）。鉴于 CDP-胆碱路径利用胆碱作为关键的前体物，PEMT 路径依赖于

转甲基作用循环和甲基供体腺苷甲硫氨酸作为合成甲醇 PE 的先决条件。通常认为：PEMT 是

一种肝脏特殊的酶 (Vance and 

Ridgway, 1988)。虽然胆碱可能为 PE 甲基化作用提供了甲基供体，L-蛋氨酸和甜菜碱是另外

的甲基供体。重要的是，CDP-胆碱和 PEMT 路径显示了在肝脏合成 PC 的合作(Sundler and 

Akesson, 1975)。 

    磷脂酰胆碱（PC）和胆碱包含物鞘磷脂是主要的磷脂质，在人类 VLDL 远少于 PE (Wiesner 

et al., 2009; Dashti et al., 2011)。的确，啮齿动物血浆 VLDL 的总磷脂质由~70% (mol %)的 PC

构成 (Agren et al., 2005)。Fast and Vance (1995)早期的工作证明了：PC 至 PE 新生颗粒类

似于肝细胞器膜磷脂组成的总和之比。特殊类型的 PC（可能 PE）知之甚少，优先需要适合于

VLDL 组装和分泌。尽管人们关注胆碱在 PC 中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认识到两个脂肪酸酰基链

的完整结构和潜在的功能重要性。的确，VLDL 可能包含数以百计不同类型的 PC，早期证据显

示：PC34:2（C 的数量：双键的数量；比如：16:0/18:2）、34:1（比如：16:0/18:1）和 36:4（比

如：16:0/20:4 或 18:2/18:2）在非反刍动物 VLDL 的表面是普遍的(Wiesner et 

al., 2009)。所生产的PC类型可能受特定脂肪酸在CDP-胆碱或PEMT通路中的优先利用控制。

例如：在长链多不饱和FA（PUFA）中，PEMT通路产生的PC富集包括Ω-6花生四烯酸（C20:4）

和 Ω-3DHA (DeLong et al., 1999; Pynn et al., 

2011) 。的确，大鼠肝细胞单独补充乙醇胺活化 PEMT 的推进包括 PC 里的 DHA (Samborski 

et al., 1993)。DHA 在 PC 中的定量是利用 PEMT 的活性度替代测定的(da Costa et al., 2011)。

相比较，由 CDP-胆碱途径合成 PC 是在饱和脂肪中富集的（比如：C16:0 和 C18:0），有 1 到

2 个双键的不饱和脂肪酸分别包括油酸和亚油酸(DeLong et al., 1999; Pynn et al.,2011)。一般

认为，饱和脂肪酸优先存在于 PC 的 sn-1 位置，而不饱和脂肪酸通常位于 sn-2 位置(MacDonald 

and Sprecher,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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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溶血磷脂酰胆碱(LPC)、二酰基甘油和神经酰胺等中间复合物的参与，PC 的合成和降

解进一步复杂化。肝 LPC 酰基转移酶与 LPC 反应生成 PC，而 PC 是由磷脂酶 A2 代谢，在 sn-

2 位置释放脂肪酸形成 LPC。在循环中，LPC 是一种高含量的血清磷脂，而血浆中 LPC 的组

成为 C16:0(40%)、C18:2(20%)、C18:1/18:0(10-15%)和 20:4（10%）等不同种类的混合物（Ojala 

et al., 2007)。二酰基甘油在 CDP-胆碱通路中被胆碱磷酸转移酶利用，鞘磷脂合成酶将磷脂胆

碱从 PC 转移到神经酰胺，形成鞘磷脂。虽然不是本综述的重点，但 LPC、二酰基甘油和神经

酰胺在炎症、免疫和胰岛素介导的葡萄糖利用中具有多种功能 (Gräler and Goetzl, 2002; 

Summers, 2006; Erion and Shulman, 2010)。尽管神经酰胺在奶牛体内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

的评价(Rico et al., 2016; Rico et al., 2017a; Rico et al., 2018b)，LPC 和二酰基甘油的作用尚

不清楚。 

 

奶牛脂肪肝的磷脂酰胆碱生物标记物 

 

对牛血浆脂质组的早期评价已经确定了产后奶牛 FLD 的候选 PC 生物标记物(Saed Samii 

et al., 2017; Saed Samii et al.,2018a,b)。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已经发现在从妊娠到哺乳期的转

变过程中，多个血浆 PC 减少，这与产后 FLD 的发展有关（图 2; Bobe et al., 2004)。这些包括

PC 36:6, 32:3, 34:4, 34:6 和 37:6。相对于产前，这些 PC 种类在从产后母牛的肝脏活检中也观

察到类似的减少 (例如, PC 36:6, Saed Samii et al., 2018a,b)。我们的实验室利用这些脂质特

性作为开发营养疗法的初始目标，旨在提高奶牛 VLDL 的分泌。例如 PC 36:6 可能含有 DHA;

因此，我们认为 DHA 的补充可能增加肝脏 PC 36:6 的合成和 TAG 的输出。这些发现被观察到

的肝细胞细胞膜磷脂层中棕榈酸浓度的增加和二十碳五烯酸(EPA;20:5)和 DHA 在奶牛围产期

的平行减少所支持 (Douglas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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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粮中补充胆碱和 Ω-3 脂肪酸 

 

补充胆碱 

 

日粮胆碱补充已被认为是一种减轻奶牛和人类的FLD潜在的营养疗法，(Cooke et al., 2007; 

Guerrerio et al.,2012; Zenobi et al., 2018)。例如，妊娠晚期添加瘤胃保护的胆碱(0-25.8 g/天)

给采食量受限的多胎荷斯坦奶牛，以剂量依赖性的方式降低肝 TAG 沉积(Zenobi et al., 2018)。

基于他们的发现，我们应用快速蛋白液相色谱法证明，这种饲喂方式提高了血液循环富含 TAG

和低密度脂蛋白(LDL)中总 TAG 浓度，并提高了血液循环中 LDL 的总磷脂水平（表 1）。这些

结果的机制可能涉及胆碱刺激肝 PC 合成的能力，从而为 VLDL 装配提供了关 

 
键的甘油磷脂。最近使用牛新生肝细胞培养所获得的发现表明：补充氯化胆碱主要通过激活

CDP-胆碱通路实现增加 PC 合成和 VLDL 分泌(Chandler and White, 2017)。虽然胆碱可以转

化为甜菜碱来支持 PE 的转甲基化，Chandler 和 White(2017)通过补充氯化胆碱观察到肝细胞

PEMT mRNA 表达降低。的确，PC 产生的 CDP-胆碱通路在鼠肝细胞培养中添加放射性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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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碱的 VLDL 组分中优先检测到(Vance and Vance, 1986)。在氯化胆碱补充剂中，当含有很长

链 PUFA(如 DHA)的优先 PE 底物存在时，肝细胞 PEMT 通路的激活是否能被增强，这是一个

有趣的假设(DeLong et al., 1999; Pynn et al., 2011)。 

 

补充 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 

 

    Ω-3 长链 PUFA 包括 α-亚麻酸(ALA；C18:3)、二十二碳六烯酸（DHA；C22:6）、二十二

碳五烯酸(DPA；C22:5)和二十碳五烯酸（EPA；C20:5）。在人类和各种实验模型中经常观察到

由 Ω-3PUFA 促进的有益效果(Riediger et al., 2009; Kalupahana et al., 2011)。这些包括减少

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的血液循环 TAG(Mori et al., 2000; Schwellenbach et al., 2006)、降低血

浆水平促炎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 和白细胞介素-1β(Endres et al., 1989; Caughey et al., 

1996)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Hino et al., 2004; Erkkilä et al., 2006)。虽然在人类中还不

确定 (Poudyal et al., 2011)，日粮中摄入的鱼油富含 Ω-3PUFA 对脂肪和肝脏组织有胰岛素增

敏作用(González-Périz et al., 

2009)。在以菜籽油为基础的日粮喂养的大鼠中，与补充 ALA 相比，补充 EPA 和 DHA 可以改

善胰岛素敏感性(Andersen et al.,2008)。改善胰岛素作用与 EPA 和 

DHA 补充可能部分是由于脂肪生成的减少和 FA 氧化的增加有关(Kalupahana et al., 2011)。此

外，Ω-3 EPA 和 DHA 为用于合成抗炎症作用的脂质调节剂和保护物从而可通过减轻慢性炎症

而增强胰岛素信号传导提供了物质基础(Serhan and Petasis, 2011)。总的来说，这些与日粮中

DHA 和 EPA 摄入有关的益处已经激发了人们对促进 Ω-3 PUFA 摄入量以预防代谢疾病的兴趣

(Kinsella et al., 1990; Mostad et al., 2006)。 

     补充 Ω-3 脂肪酸也被研究作为减轻人类肝脏脂肪变性的手段。虽然没有完全确定，但功

能机制似乎是多方面的。Ω-3 PUFA 是一种有效的过氧化物酶体增殖激活受体-α 催化剂，用来

刺激 FA 氧化(Pawar and Jump, 2003)。此外，Ω-3 PUFA 通过下调固醇调节蛋白组装成分抑制

脂肪生成(Xu et al., 1999)。补充 EPA 或 DHA 也能改善肝脏的氧化平衡和炎症状态(Li et al., 

2005; Ishii et al.,2009)。如前所述，激活用于 PC 生产的肝 PEMT 通路优先利用 DHA(Samborski 

et al., 1993; DeLong et al., 1999; Watkins et al.,2003)。此外，PEMT 活性的降低使人类对 FLD

易感(Song et al.,2005)。因此，补充 DHA 可能是一种选择性激活 PEMT 的方法促进 PC 合成，

从而支持 VLDL 内 TAG 的分泌。这种方法可能使人(可能还有牛)在炎症性 FLD 期间血浆和肝

脏 DHA/EPA 水平下降(Puri et al., 2009; Arendt et al., 2015)。为了支持这一观点，随机对照试

验显示，肝脏脂肪和循环肝脏酶(即：丙氨酸或天冬氨酸转氨酶)增加了儿童和成年人非酒精

FLD(Nobili et al.,2013; He et al.,2016; Nogueira et al.,2016)。不幸的是，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些

有益的结果是由于肝脏 TAG 分泌增强，还是由于与 Ω-3 脂肪酸消耗相关的其他上述提及的有

益影响有关。 

     

奶牛添加 Ω-3 脂肪酸 

 

在奶牛日粮中补充 Ω-3 脂肪酸(包括 DHA)对生育和泌乳性能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

究。在繁殖方面，给奶牛饲喂富含 ALA 的亚麻籽的妊娠损失低于葵花籽(Ambrose et al.,2006)。

此外,给奶牛饲喂 EPA 和 DHA 可能抑制子宫 F2α 前列腺素合成，延迟黄体的退化,促进生育率

和提高胚胎存活率(Burke et al., 1997;Staples et al., 1998)。关于哺乳期，人们非常重视补充 Ω-

3 脂肪酸以提高其在乳脂中的浓度富集的能力 (Kitessa et al.,2004)。这种反应对生产有益于人

类健康的功能性食品颇有益处(Lock and Bauman,2004)。事实上，牛奶中 Ω-3 脂肪酸的摄入可

能是预防 2 型糖尿病和冠心病的一种方法(Thorsdottir et al.,2004)。其他的研究聚焦于不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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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 DHA 补充以调节反刍动物微生物群和乳脂合成的能力(Petit et al., 2002; Shingfield et al., 

2003; Maia et al., 2007)。我们对添加 DHA 对奶牛新陈代谢和健康影响的理解也在不断发展。

例如，Ω-3 脂肪酸可以增强奶牛的胰岛素敏感性(Gingras et al.,2007)，在泌乳早期提高循环胰

岛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Heravi Moussavi et al.,2007)。虽然 Ω-3 脂肪酸对奶牛体内 TAG 分

泌的影响尚不确定，但最近对日粮中保护瘤胃的 DHA 的评估显示，在奶牛血浆磷脂中 DHA 的

积累(Stamey et al.,2012)。 

 

各种卵磷脂胆碱前体物的皱胃灌注对泌乳性能、代谢状态、肝卵磷脂脂质组的影响 

 

    我们研究小组的一个兴趣是发现新的日粮方法，最大限度地提高奶牛肝脏 PC 合成、TAG

分泌和健康。在康奈尔乳品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个原则性试验研究中,五头经产的泌乳后期荷斯坦

奶牛设计为 5×5 拉丁方实验。奶牛被连续灌胃 6 天含棕榈酸的乳状液(PA; 98% 16:0; BergaFat 

F-100 HP; Berg + Schmidt GmbH & Co.)、PA+胆碱(50 克氯化胆碱)、PA+L-丝氨酸(170 克;1X

十二指肠估计流量)、二十二碳酸（BA；92% C22:0; Berg + Schmidt）、Ω-3 FA(44% DHA, 0.7% 

DPA; 藻类活体来源的 DHA; DSM Nutritional Products, Inc.)。虽然每头牛每天被灌注 301 克

总 FA (12.54 克/小时)，但在 Ω-3 油中添加的棕榈酸和甘油(分别为 40 克和 19 克)的量是平衡

的。此外，每一种乳制剂都含有乳清蛋白、聚山梨酸酯 80、乙氧喹和水。为了证明我们的处理

是合理的(图 1)，棕榈酸是一种神经酰胺合成的有效诱导剂(Rico et al.，2016)，在 PC 的 sn-1

位置检测到 

(MacDonald and Sprecher, 1991)，并优先被 CDP-胆碱通路利用(Vance and Vance, 1986)。

胆碱是 CDP -胆碱通路的主要底物，但也被认为是质子交换膜蛋白(PEMT)限定激活能力的甲基

供体。我们还考虑了胆碱在鞘磷脂合成和降解中的作用。丝氨酸虽然是一种非必需氨基酸，但

也可用于 PC 和神经酰胺的合成(Rico et al.， 2015a)。二十二碳酸是一种超长链饱和 FA，因

其在神经酰胺合成中的优先利用而被选为超长链饱和FA(Rico et al.，2015a;Rico等人2018a)；

然而，超长链 FA 潜在的低消化率是一个问题。据我们所知，我们的工作是对奶牛中氨基酸的

首次深入评价。最后，我们选择富含 DHA 和 DPA 的 Ω-3 FA 治疗，是因为它们具有通过 PEMT

途径改善健康和 PC 合成的潜力(DeLong et al.，1999;Pynn 等，2011;Siriwardhana 等，2012)。

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研究评估了临床上处于正能量平衡状态的健康泌乳后期奶牛，观察到的效果

在有 FLD 风险的泌乳早期奶牛中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与我们的研究相关的是，随着泌乳

的推进，血液循环 PC 浓度升高，血浆神经酰胺浓度和养分分配降低(Artegoitia et al.，2014;Rico

等人，2016)。 

相对于 PA 治疗，Ω-3 灌注液降低了干物质的摄入量(P<0.01)。牛奶产量记录的奶牛皱胃注

入 PA、PA 与丝氨酸同时灌注、或 BA 的比较见(表 2)。这些数据表明 BA 也可能增加血液循环

的超长链神经酰胺，以支持营养物质的分配(Rico et al.，2015b;Rico et al .,2017 年)。与我们

在奶牛身上观察到的 PA 情况相反，Ω-3 FA 的灌注量显著下降(P = 0.03)，而与胆碱共注入 PA

会降低牛奶产量(P = 0.08)。观察到的 DHA 处理干物质摄入量的减少，可能是因为饲料效率没

有得到改善。这可能是由于 Ω-3 FA 能促进饱腹感(Parra et al.，2008)。此外，有一种理论认

为，DHA 和胆碱都能降低神经酰胺水平，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从而减少对乳腺的葡萄糖分配。

补充二十二碳六烯酸确实可以提高体外牛胰岛素敏感性(Gingras et al.， 2007)，并且已经观察

到泌乳中期的奶牛摄入高胆碱牛奶产量较低的趋势(Sharma 和 Erdman,1988)。这种反应可能

解释了观察到的泌乳后期产奶量下降的趋势，但我们认为这种影响将高度依赖于泌乳阶段。在

哺乳早期，胰岛素敏感性的改善有可能减少脂肪分解和减少肝脏对 FA 的吸收。事实上，在围

产期补充胆碱可以观察到较低的血液循环 FA 水平(Pinotti et al.，2003)。因此，有明确证据表

明在泌乳早期补充胆碱可改善肝脏健康和牛奶产量(Pinotti et al.，2003;Zahra 等，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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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组灌注虽然维持了乳脂产量，但与 PA 组奶牛相比，BA 组显著降低了乳脂含量(P = 

0.04)。我们的数据表明，与棕榈酸相比，二十二碳酸的消化率和/或二十二碳酸与乳脂 TAG 的

结合较低。然而，Ω-3 FA 灌注液对乳脂含量的抑制作用要大得多，在数值上降低了乳脂产量。

这些发现尤其有趣，因为我们采用了一种皱胃灌注的方式；因此，我们认为 Ω-3 脂肪酸对生物

加氢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Ω-3 FA 抑制脂肪生成的强大能力可能是原因(Xu et al.，1999)。值

得一提的是较低水平(29 g/天)补充 DHA 不会改变哺乳中期荷斯坦奶牛的产乳量或乳脂肪组成

(Stamey et al.，2012)。 

上述处理未改变血液循环葡萄糖或总 FA 浓度；然而，血液循环 TAG 和胆固醇浓度在 PA

处理中最高，而这些代谢物的水平在 Ω-3 FA 灌注中最低(未发表)。基于先前所述的与非反刍动

物摄入 DHA 相关的益处，这些结果是可以预期的。我们还用生化方法绘制了牛肝甘油磷脂的

图谱。通过治疗，我们观察到数百种脂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图 3)。例如，肝 PC 和 LPC(如生

物标志物 PC C36:6)中 DHA 含量显著升高。DHA 包含 PC 的升高可能表明 PEMT 活性增强(da 

Costa et al.， 2011)。在支持方面，PEMT 活化更倾向于 PUFA 包含的 PE (DeLong et al.，

1999)。事实上，与 PA 组奶牛相比，DHA/DPA 灌注液中含有 3 个以上双键的蛋白质含量增加

了 100 个以上。与此相反，PA 的注入显著增加了相似数量的 PC 包含饱和 FA 或含有 3 个或更

少双键的 FA。这些 PC 可以通过 CDP-胆碱途径优先合成(Vance and Vance, 1986)。我们也观

察到相对于 PA，氯化胆碱或 L-丝氨酸灌注肝 PC 有适度增加。虽然观察到一些例外情况，Ω-3

灌注液增强了 PUFA 的结合(>3 个双键)进入 PC，而饱和 FA、胆碱和丝氨酸饲喂提高了肝脏

PC 含有的饱和 FA，或 FA 具有的 1-3 个双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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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目前的证据支持日粮中补充瘤胃保护胆碱能够增强有代谢疾病风险的产后奶牛的 TAG 处

理能力。我们的数据表明，胆碱激活 CDP-胆碱通路促进 PC 合成的能力可能是原因。然而，作

为优化肝脏 PC 生产和 VLDL 分泌的一种手段，改善营养实践的潜力是存在的，以增强围产期

肝脏健康。虽然研究应该继续集中在甲基供体补充(如胆碱和 L-蛋氨酸)是否提供额外的好处，

乳制品科学的进展应该确定哪些日粮 FA 抑制或促进肝脏 PC 合成和 TAG 输出。此外，发现甲

基供体和脂肪酸共同作用于上调 CDP-胆碱和 PEMT 通路，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 PC 的生产和

VLDL 的分泌，从而预防脂肪肝，这将代表着奶牛营养的范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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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期关于钙体内平衡的新概念 

Laura L. Hernandez1 and Samantha R.Weaver 

威斯康星大学奶牛科学系 

巫立新译 

 

前言 

 

  为了泌乳在围产期自始至终保持足够的循环钙浓度是必需的，但大量的钙从母体的钙池里

进入牛奶和初乳。母体血钙急速而大量的降低引起 5-10%的奶牛罹患临床低血钙症（CH），

另外有 50%的奶牛遭受亚临床低血钙症（SCH）。亚临床低血钙症和临床低血钙症是泌乳早期

过早淘汰的显著风险因素(DeGarisand Lean, 2008; Reinhardt et al., 2011; Roberts et 

al.,2012)。此外，亚临床低血钙症增加了发展为酮病、真胃移位和子宫炎的风险；亚临床低血

钙症抑制了免疫功能、延长了妊娠间隔、降低了怀孕率和整个的生产效率（图 1，Kimuraet 

al., 2006; Goff, 2008; DeGaris and Lean, 2008; Chapinal et al., 2011;Reinhardtet al., 2011; 

Chapinal et al., 2012; Martinez et al., 2012)。 

 
在泌乳期间，日粮钙不足以维持母体钙浓度同时支持奶的形成。因此，在干奶期母体骨钙的

动员激活是预防产后 SCH 和 CH 至关重要的。用 Garrett Oetzel 博士的评估(每头 CH 的治疗

费用 300$/2070￥，每头 SCH 治疗费用 125$/862.5￥，Guard, 1996)：每年美国 920 万头奶

牛的 SCH 成本大约为 5.75 亿美元，CH 成本大约为 3.25 亿美元(NAHMS, 2007; Oetzel, 

2013)。SCH 和 CH 对奶牛的健康和福利是有损害的，美国奶农承受难以应付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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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tzel,2013)。当前公认的治疗和预防 SCH 和 CH 的做法包括：产后口服钙添加剂和产前补

充阴离子盐（DCAD）(Oetzel, 2004; Oetzel, 2013)。然而，产后补充钙和关键时治疗不足以

预防奶牛低血钙症和相关的围产期疾病。在产期使用阴离子盐减少了 SCH 和 CH 的发生率。

不过，大约仍然有大约 25%的奶牛将受 SCH 折磨(Oetzel, 2004)。另外使用阴离子盐策略的

缺点在于成本、降低饲料适口性和在日粮里难于找到低钾的牧草(Oetzel,2004; Goff, 2004; 

Goff, 2008)。缺乏适当的治疗手段以预防低血钙症令大比例的美国奶牛未能得到保护，因为

SCH 的生理机制还不能完全理解致使新的治疗策略缺位。 

 

产奶使奶牛钙池枯竭 

 

初乳和乳合成快速减少母体血液循环中的钙，因此钙必须从母体骨骼中动员以维持适当的

血液循环浓度。血液循环钙浓度被几个激素密切地调节和控制：VD、降钙素、甲状旁腺激素

（PTH）和甲状旁腺激素关联蛋白（PTHrP）。钙从骨骼储备释放出来只能是当血液循环钙浓

度衰减到动物的临界值时被触发，经由一个经典的负反馈回路。在合成乳时日粮中的钙不足

以维持母体钙的体内平衡。事实表明：奶牛在泌乳前 30 天将减少 9-13%的骨骼。泌乳期骨损

失是哺乳动物的一个进化策略以适应支持奶牛乳腺更好地利用钙合成牛奶(图 2;Wysolmerski 

et al., 1995; Wysolmerksi, 2010; Goff, 2014)。 

 

 

 

泌乳期乳腺作为一个甲状旁腺配件 

 

乳腺产生 PTHrP 激素，绑定骨骼上的感受器驱动骨吸收和释放钙进入全身血液循环

(Wysolmerskietal., 1995; Wysolmerski, 2010)。PTHrP 只是在泌乳期由乳腺产生。在泌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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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感应接收器（CaSR）存在于乳腺上皮细胞对控制奶牛 Ca 浓度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与未

妊娠和妊娠期相比，在泌乳期间 CaSR 在乳腺里高度地表达(VanHouten et al., 2003)。乳腺

产生的 PTHrP 是负责在泌乳期间从骨骼中动员钙，相当于典型的骨骼 PTH 内分泌调节器

(Wysolmerski et al., 1995;VanHouten, 2005;Wysolmerski, 2010; Wysolmerski, 2012)。我们

实验室获得了一个新颖的发现：5-羟色胺是啮齿动物泌乳期间从骨骼释放钙以支持体内钙平衡

所必需的。这个现象发生通过乳腺 PTHrP 诱导(Hernandez et al., 2012; Laporta etal., 2014a, 

2014b)。此外，我们证明：5-羟色胺对 CaSR 的表达很关键。这个发现显示：5-羟色胺是乳

腺感知全身钙浓度至关重要的。 

 

在泌乳期间乳腺协调骨骼系统释放钙 

 

骨骼系统通过在两个类型细胞之间的交流维持结构和功能角色，一个是成骨细胞（OB）

负责骨骼的形成；另一个是破骨细胞（OC）负责骨的再吸收从而实现钙的流通。PTH 在非泌

乳状态下调节该机制。在人类和啮齿动物的研究中已经表明：在泌乳期间 PTH 在骨骼里的作

用是无关的(Wysolmerski, 2010; VanHouten andWysolmerski, 2013)。在泌乳期间，PTHrP

信号通过同样的 G-蛋白连接接收器（PTH1R），在 OB 的 PTH 降低 OB 的增殖和向上调节负

责 OC 分化的基因。在啮齿动物和人类的血液循环里发现乳腺是 PTHrP 的主要来源(Thiede, 

1994; Wysolmerski et al.,1995;Wysolmerski, 2010; VanHouten and Wysolmerski, 2013)。在

泌乳期间，乳腺衍生出的 PTHrP 而不是 PTH 是负责诱导骨骼钙动员至关重要的激素

(Wysolmerski et al., 1995)。 

 

在泌乳期间 5-羟色胺调节乳腺生理机能 

 

在许多组织中合成 5-羟色胺遍及整个身体和大脑，无法跨越血脑屏障。从 L-色氨酸合成

5-羟色胺的过程需要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通过速率限制酶，色氨酸羟化酶（TPH）产生羟基色

氨酸（5-HTP）。第二步是通过氨基酸脱氢酶将羟基色氨酸（5-HTP）转化为 5-羟色胺(Wang 

et al., 2002)。TPH1 是在非神经组织产生 5-羟色胺的速率限制酶，而 TPH2 是在神经组织产

生 5-羟色胺的。我们的和其他的实验室已经证明：5-羟色胺调节乳蛋白基因表达，以及出现

在内部转化过程中拆卸紧密连接。(Matsudaet al., 2004; Stull et al., 2007; Hernandez et al., 

2008;Paiand Horseman, 2008)。此外，我们也看到：在啮齿动物、牛和人类的乳腺上皮细胞

乳腺表达了一个 5-羟色胺接收器的独特模式(Hernandezet al., 2009; Pai et al., 2009)。牛乳腺

的上皮细胞成分至少表达了 5 种 5-羟色胺接收器异构体(5-HT1B,2A, 2B, 4 and 7; Hernandez 

et al., 2009)。我们实验室确定：在啮齿动物乳腺中 5-HT1B 接收器亚型调节 PTHrP 产生的 5-

羟色胺控制(Hernandezet al., 2012; Laporta et al.,2013a; Laporta et al., 2014a,b)。我们也证

实：产后血液循环 5-羟色胺浓度与奶牛泌乳第一天的血液循环钙浓度正相关(Laporta et al., 

2013b)。此外，我们发现：在小鼠泌乳期间，5-羟色胺激活各种各样钙泵的运行和在乳腺中

刺激钙从血液转运到乳中(Laportaet al., 2014a)。钙转运进乳腺是认为：通过 Ca2+流入渠道

(ORAI1)和随后由顶端血浆薄膜 Ca2+ATPase 泵进乳中(PMCA2; Cross et al., 2014)。 

 

当前在人类和啮齿动物的研究关系到在泌乳期间 PTHrP 对母体钙体内平衡的调节。我们

实验室已经证明：在泌乳期间，5-羟色胺调节乳腺钙转运是必需的。此外，我们也证明：在泌

乳期间，5-羟色胺也是乳腺产生 PTHrP 所必需的。乳腺产生的 PTHrP 是从骨骼组织动员钙以

支持泌乳至关重要的。因此，描述在奶牛中调节乳腺 5-羟色胺-PTHrP 轴心的机制可以在美国

奶牛领域引领开发新颖的减少 SCH 和 CH 发病率的治疗干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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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实验室已经提出如下的在围产期乳腺从骨骼动员钙的调节模式(图 3)。 

 

 
 

关于钙和 5-羟色胺的新理念 

 

我们实验室最近证明：5-羟色胺是啮齿动物乳腺 PTHrP 合成和乳腺上皮细胞增长刺激乳

腺分泌所必需的(Hernandezet al., 2012; Laporta et al., 2013a; Horseman and 

Hernandez,2014)。我们也证明：在小鼠妊娠到泌乳的过渡期间补充 5-羟色胺的前体物 5-

HTP，增加了产后血液循环 5-羟色胺、PTHrP 和钙浓度，也增加了乳中总钙含量(Laporta et 

al., 2013a)。此外，我们观察到：小鼠补充 5-HTP 增加了股骨中 OC 的数量，表明这个反应

是由于骨骼钙动员。 

 

为了更好地理解 5-羟色胺和母体钙体内平衡之间的关系，我们最近删除了小鼠中的 TPH1 

 

TPH1 促进在非神经 5-羟色胺合成中的限制速率步骤。TPH1 缺陷小鼠几乎没有循环 5-羟

色胺。我们的目标是使小鼠缺乏非神经细胞 5-羟色胺和界定在泌乳期间钙稳态的 5-羟色胺调

节潜在的分子机制。我们证明了：与野生类型的抑制相比给这些小鼠肌肉注射 5-HTP 恢复和

甚至提高了循环 5-羟色胺的浓度。我们的结果也证明：没用 TPH1 的小鼠钙浓度降低，肌注

了 5-HTP 的小鼠钙能恢复。收集了来自野生类型泌乳 10 天乳腺的 RNA 测序分析，TPH1 缺

乏的小鼠和 TPH1 缺乏注射了 5-HTP 的小鼠显示：5-羟色胺是细胞对钙反应至关重要的，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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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各种各样的调节路径还未涉足(Laportaet al., 2015)。在对以上特定的钙泵和乳腺转运进一

步的分析我们发现：在乳腺缺乏 TPH1 和外源性的 5-HTP 回复后，一些钙泵和转运者的

mRNA 丰度降低了(Laporta etal., 2014a)。这些结果表明：在泌乳期间，周边 5-羟色胺对维持

血液循环钙浓度和乳腺钙转运是极重要的。 

 

 

 

为了评估荷斯坦奶牛乳腺 5-羟色胺-PTHrP 轴心的功用，我们进行了一些观察研究 

 

在一个 42 头经产荷斯坦奶牛的小试验中，我们发现：泌乳第一天的 5-羟色胺和 PTHrP

浓度与总钙浓度正相关(Laporta et al., 2013b; 图 4)。另外，我们也发现：在泌乳的过程中 5-

羟色胺的浓度是动态的，在产犊的时间降低（0-2 天泌乳），大约进入泌乳 10 天后反弹(Moore 

et al., 2015; 图 5)。奶牛整体平均的 5-羟色胺浓度大约在 1700ng/ml。然而，浓度的浮动决

定于泌乳的阶段。这些结果与我们的啮齿动物数据合并支持我们的假设：5-羟色胺和 PTHrP

在调节荷斯坦奶牛钙稳态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空胎经产荷斯坦奶牛在泌乳后期静脉（IV）注射 5-HTP，增加血液循环 5-羟色胺浓度和改变

钙动力 

 

为了证明 5-羟色胺在奶牛钙稳态中扮演的角色，我们进行了一个预先的试验：我们为泌乳

后期的奶牛连续 4 天每天静脉注射 1 小时的 5-HTP，不同的剂量 0, 0.5, 1.0, 1.5 mg/kg 以确

定 5-HTP 对产生钙显著变化所必需的最佳剂量。在注射后两个小时，所有三个 5-HTP 剂量显

著地增加了血液循环 5-羟色胺浓度(Laporta etal., 2015)到一个相似的范围，注射后两个小时

观察生理盐水对照组浓度回到基准线。除 5-羟色胺浓度外，在注射后同样的时间我们测定了

血液循环总钙浓度。尽管最初违反直觉，我们的数据证明：总钙浓度立即降低以回应 5-HTP

的处理(图 6a; Laporta etal., 2015)。为了确定注射 5-HTP 后血液循环钙去了哪里，输液结束

后我们测量输液开始后两小时尿液钙浓度。我们的结果显示:高剂量 5-HTP 处理组尿液钙输出

降低（图 6b）。这表明：钙没有在尿液损失。因此，我们探明：在注射期间，最高剂量的 5-

HTP 增加了总乳钙浓度（图 6c）。这支持了假设：5-羟色胺增加了钙转运到乳腺随后进入乳中

而导致短暂的低血钙症。在泌乳期间，增加钙转运进入乳腺是由 PTHrP 刺激骨骼钙动员导致

短暂低血钙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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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犊前使用 5-HTP 预防低血钙症 

 

为了确定提高头胎奶牛 5-羟色胺浓度会否增加产后钙浓度，我们在估计产犊前 7 天直到产

犊给经产荷斯坦奶牛每天静脉注射 1.0mg/kg 5-HTP。我们的数据证明：与生理盐水处理对照

组相比，产前静脉注射 5-HTP 增加了（P=0.04）产后总钙浓度（图 7）。此外，我们测定了尿

液中脱氧吡啶啉（DPD），一个 OC 活性的标记物和骨骼再吸收。这些数据证明：奶牛在产犊

前接受 5-HTP 在产犊时增加了骨骼再吸收（图 8；P=0.01）。这些结果支持证明：产前 5-

HTP 处理能潜在地通过骨骼钙再吸收提高产后钙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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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离子盐 DCAD 和 5-羟色胺的相互关系 

 

考虑到产前 5-HTP 处理能增加产后钙浓度，我们想确定一个用阴离子盐 DCAD 和由 5-羟

色胺机制能控制钙稳态通常的 SCH 和 CH 预防治疗方法。为此目的，产犊前 21 天到产犊，

我们给荷斯坦奶牛饲喂正 DCAD(+130 mEq/kg)日粮，或负 DCAD(-130 mEq/kg)日粮。从产

犊前 9 天到产犊后 6 天，分析上述的血液循环 5-羟色胺浓度。我们测得：负 DCAD 日粮增加

了产前血液循环 5-羟色胺浓度(P = 0.05; 图 9)。这表明：产前奶牛接受负 DCAD 日粮提高了

产后钙浓度（数据没有展示）可能是由于 5-羟色胺控制钙稳态。这次我们未察觉到：是否负

DCAD 通过 5-羟色胺机制运转的唯一性。此外，我们不知道：是否负 DCAD 日粮联合 5-HTP

治疗对产后钙浓度有协同效应。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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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已经证明：在啮齿动物调节母体钙转运、钙稳态和乳腺 PTHrP 产生方面 5-羟

色胺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此外，我们的数据证明：乳腺钙转运表达和在泌乳期间乳腺诱

导 PTHrP 产生是啮齿动物类型母体钙稳态的关键管理者。再者，我们的啮齿模型显示：乳腺

是泌乳期间 5-羟色胺的重要来源。我们在荷斯坦奶牛的观察数据表明：5-羟色胺、PTHrP 和

钙产后早期是相互关联的。并且，我们最初的试验探索到：在奶牛泌乳后期 5-HTP 对母体钙

稳态的影响支持这种假设：5-羟色胺由激发钙进入乳腺以刺激乳腺产生 PTHrP 而导致短暂的

低血钙，提高 PTHrP 是刺激骨骼钙再吸收的关键。产前用 5-HTP 治疗荷斯坦奶牛结果提高了

产后钙浓度。最终，应用当前的治疗干预防止奶牛业的 SCH 和 CH 发生，产前饲喂阴离子盐

（DCAD）增加了循环 5-羟色胺浓度。言而总之，我们在啮齿动物初步的数据和奶牛支持的假

设：在泌乳期间，乳腺 5-羟色胺是诱导乳腺 PTHrP 和 PTHrP 进入乳腺循环以反过来恢复母

体钙稳态极其重要的。这些分子路径的进一步表述能引领奶牛 SCH 和 CH 权威的、创新性的

预防策略。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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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和干预日粮以改善钙代谢 

 

José E.P. Santos1, N. Martinez, A. Vieira-Neto, C. Lopera, and C. Nelson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巫立新译 

 

前言 

 

低血钙症是奶牛常见和重要的疑难问题。通常是依据血液总钙（tCa）或电离的（iCa）钙

(Ca)和临床诊断的体征来定义亚临床和临床症状。奶牛临床低血钙症表现为肌肉疲软和震颤、

无力控制体温、厌食、和或无力站立导致倒卧、昏迷、若未经治疗而死亡。虽然低血钙症（CH）

引起的临床症状会导致死亡，但通常主要是影响产后经产牛，发病率容易控制在 3-5%。另外，

亚临床症状更多的形成会造成随后的死亡。依据上述的定义和血液样品诊断的发生率，亚临床

低血钙症（SCH）能影响 25-40%的初产牛和 45-80%的经产牛。奶牛亚临床低血钙症（SCH）会减

少干物质采食量、抑制先天和获得性免疫功能、危及能量代谢和增加其他围产期疾病的发病率。

奶牛为什么发生低血钙症的原因与初乳合成相关，也与奶牛无力快速恢复血液池的钙、或者由

于骨重构、肠道吸收、或肾脏吸收等综合因素有关。分娩移出乳腺周围大量的钙令血钙降低。

不正确的日粮是低血钙的主要风险因素。调整日粮是改善泌乳早期 Ca体内平衡的机会。改变产

前日粮的矿物质成分，形成一个负阴阳离子（DCAD）日粮以诱导补偿代谢酸血症已经显示可以

减少 CH和 SCH 的风险。此外，调整 Ca、P、Mg的浓度对负 DCAD 日粮的成功有重大影响。其他

控制低血钙症的选择包括：产前低浓度钙日粮（<0.3%）、饲喂沸石粉进行肠道 Ca隔离和产犊后

立即补充 Ca盐。本文回顾了近期在奶牛低血钙症控制方法和减少其影响的研究进展。 

 

低血钙症 

 

奶牛出现低血钙症是因为开始合成初乳和泌乳时无力恢复血钙浓度。通常，在妊娠期的最

后 1-2天钙浓度开始下降(Goff et al., 2002; Kimura et al., 2006)。因为在乳腺里隔离初

乳。在分娩时娟珊牛的血浆钙浓度没有任何下降的经历，因此增强接近产犊时改变钙的概念是

乳腺分泌进入初乳和牛奶的结果，与产犊内分泌变化无关(Goff et al., 2002)。 

通常，奶牛在妊娠后期和泌乳早期 Ca 自我平衡机制十分活跃和敏感以确保低血钙症发生

的程度被控制而不至于死亡。然而，每当这些自我平衡和自我平衡机制在泌乳期失败低血钙症

（CH）就可能发生。因此，产乳热或低血钙症的发生是由于奶牛不能快速适应钙需求的增加而

引起的，并不是因为日粮的缺乏。已知低血钙症主要对经产牛有影响，产前头胎牛几乎从没有

诊断出产乳热。认为年长牛比年青牛更易发生低血钙症，这与大量的初乳合成时年长的牛较少

的钙动员和钙吸收活动机制有关。据评估每一个泌乳周期低血钙症（CH）的发病风险增加 9% 

(DeGaris and Lean, 2008)。图 1显示：初乳产量的变化和初乳中钙的浓度与产前 DCAD 的饲

喂对等( Martinez et al., 2014)。在第一次泌乳时经产牛分泌大量的钙（多于 52%或 9g），几

乎是奶牛整个血浆泌乳池的 3 倍。假设这些评估成年荷斯坦牛血浆的量类似于肉牛或更赛牛，

大约是活体重的 40mL/kg (Reynolds, 1953; Springel, 1968)，那么一般产后牛大概 27L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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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大约 90mg/L 或 2.43g的钙。这就不奇怪，在第一次泌乳期间，额外添加 9g的钙对经产

牛调整他们血液中钙的浓度与头胎牛所面临的挑战相比要更大。 

虽然低血钙症（CH）是悲惨的，但这种疾病通常表现为亚临床症状，血液钙浓度低于正常

值，但奶牛显示非可见的临床体征。通常，大多数研究者定义亚临床低血钙症（SCH）的总钙（tCa）

≤2.0mM 或 8mg/dL (Goff et al, 2014; Reinhardt et al., 2011)，尽管这种定义的根本原

因不清楚。最近，我们报道：奶牛血清总钙<2.15mM（<8.59mg/dL）产后第一个月子宫炎、产后

慢性子宫炎和其他疾病的风险显著增加(Martinez et al., 2012)。更加引人注目的情况是在

产犊后前 3天血清总钙的浓度降低子宫疾病的风险大大增加（图 2）。给干物质采食量低到几乎

为 5kg/头日的干奶牛静脉注射特定的钙螯合物生理盐水诱导亚临床低血钙症（SCH）、降低瘤胃

收缩力、抑制胰岛素释放和增加脂肪代谢(Martinez et al., 2014)。亚临床低血钙症（SCH）

的诱导减少了免疫细胞里的离子钙（iCa），在体外试验抑制了免疫细胞吞噬和杀死细菌的能力。

似乎亚临床低血钙症（SCH）对奶牛造成的损害有一个范围。为此，管理奶牛血钙不仅仅涉及到

减少低血钙症（CH），也能防止亚临床低血钙症（SCH）。 

 

减少低血钙的日粮模式 

 

在产犊后减少低血钙症（CH）和亚临床低血钙症（SCH）的风险有三个日粮战略。这些战略

包括改变产前日粮的矿物质成分或在肠道里增加钙螯合剂和阻碍钙的吸收。 

 

限制日粮钙的摄入 

 

一个最古老的控制奶牛低血钙症（CH）的方法是限制钙消耗的数量和在小肠里的吸收，以

致使在怀孕最后一周钙处于负平衡状态。爱荷华州立大学早在 1970 的研究就证明：产前饲喂低

钙日粮能有效地减少低血钙症（CH）的发生率，考虑了这个代谢紊乱的高敏感性(Goings et al., 

1974)。当给奶牛饲喂了导致钙负平衡的日粮，增加了甲状旁腺激素（PTH）的浓度，这是刺激

骨再吸收、肠吸收和肾脏重吸收至关重要的。 

Yarrington et al. (1974)比较了产前奶牛饲喂钙<10g、磷大约 25g/头日的低钙试验组日

粮和钙 25g、磷 25g/头日的对照组日粮。研究者在产前大约 10天静脉注射 4小时 EDTA 钙离子

螯合盐进入血液挑战奶牛，增加肾脏排泄诱导亚临床低血钙症（SCH）。他们观察到：奶牛饲喂

低钙日粮在 EDTA 挑战后比饲喂对照组日粮血钙更快地恢复到正常浓度。奶牛饲喂低钙日粮骨

重建显著增加，表明：钙的再吸收活动更好。事实上，奶牛饲喂低钙比对照组尿液中的羟脯氨

酸增加了很大的幅度。羟脯氨酸是胶原蛋白的主要氨基酸成分，其在尿液中的浓度增加显示骨

的再吸收。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奶牛甲状旁腺激素主要细胞在接受了低钙日粮后，细胞内的胞

器合成活跃状态特征发生了改变，显示甲状旁腺激素的分泌活力增加。似乎是饲喂诱导钙负平

衡的日粮，当肠道吸收不足时促进了来自骨钙动员的增加以维持血液正常的浓度。在产犊前上

述这些机制可以解释当饲喂低钙日粮时，减少了奶牛低血钙症（CH）的易感性。 

低钙日粮的挑战不得不诱导钙负平衡。在妊娠晚期，奶牛需要吸收大约 20g/头日钙以满足

粪便内源的损失（~10g/天）、子宫和胎儿增长（~9.5g/天）和尿液的损失（~0.5g/天）。多数饲

料和钙源的生物利用率预计在 50-70%；因此，在妊娠最后两周通常采食 10-12kg/头日干物质，

为了诱导奶牛产前钙负平衡，日粮钙含量就不得超过 0.25%以确保肠道吸收少于 20g。显然，实

现这个目标不简单，因为多数饲喂奶牛的牧草、谷物和农副加工产品都含有至少 0.25%的钙。 

 

饲喂沸石粉以螯合肠道的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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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喂低钙产前日粮可以降低奶牛低血钙风险，但获得诱导负钙平衡日粮是个挑战。一种减

少钙利用率的方法是在肠道里饲喂钙螯合剂防止钙的吸收。一个策略已经被研究过，即在产前

日粮中添加沸石粉。沸石粉是由蜂窝孔状的 SiO4 和 AlO4 联锁分子构成的复合结构的化合物。

硅酸铝形成的负电荷转运结构积极地吸引肠道里如 Ca2+ 和 Mg2+这样的阳离子。 

Thilsing et al. (2006)用体外法模拟牛瘤胃状态的系统，研究了沸石粉绑定 Ca、P和 Mg

的能力。添加沸石粉到含有瘤胃液的培养液中减少了上清液中的 Ca和 Mg，但没有影响 P。当以

添加 HCl 的方式降低了瘤胃液 PH 值后，沸石粉有能力绑定 P。研究者提出：当悬浮液的 PH 值

与瘤胃的类似时，沸石粉对 Ca的绑定能力或 P在更加酸的 PH值下，对预防奶牛低血钙会是理

想的。产前在肠道减少 Ca和 P的吸收，将会提高奶牛在泌乳初期动员钙的能力。然而，沸石粉

也限制 Mg，将会对预防低血钙症（CH）和亚临床低血钙症（SCH）不利，给奶牛饲喂低 Mg 日粮

可能潜在地诱导低血镁症。 

饲喂沸石粉的观点已经被一些奶牛试验所评估，结果是大有前景的。通常，在奶牛产前妊

娠期最后两周，饲喂 0.7-1.0kg 的沸石粉，占干物质采食量的 6-10%。在奶牛妊娠期最后两周

饲喂沸石粉增加了产犊当天和产后前几天的血浆总钙（tCa）浓度(Thilsing et al., 2002)。

奶牛饲喂沸石粉可以增加产前血清 1,25(OH)2 维生素 D3 的浓度，这是维生素 D3 的激活形式。

然而，饲喂沸石粉降低了干物质采食量，经常发现给奶牛饲喂大量的矿物质减少了血清中 Mg和

P 的浓度。尽管产前螯合钙似乎有效地改善了泌乳初期钙的代谢，这个动作带来了干物质采食

量和血液 Mg浓度的问题。 

 

改变日粮阴阳离子差 

 

在美国降低奶牛低血钙风险，大多数普遍实施的方法是改变产前日粮的矿物质成分以导致

妊娠最后一周补偿代谢性酸中毒。这个概念是基于奶牛在代谢性酸中毒情况下，会增加甲状旁

腺激素（PTH）敏感性(Goff et al., 2014)和透过酸性盐诱导代谢性酸中毒增加牛肾脏甲状旁

腺激素（PTH）受体的表达(Aris et al., 2016)。通常，在处于代谢酸中毒时比正常血液 PH值，

甲状旁腺激素（PTH）对钙螯合的出现反应最大(Lopez et al., 2002)。 

当饲喂强的阴离子盐时，前提是阴离子吸收的比率和程度大于阳离子盐。在一些案例里，

阳离子盐会被瘤胃微生物利用，比如 NH4Cl。多数情况饲喂的强阴离子是 Cl- 和由 SO42-产生的

S2-。Cl-比 S2-生物活性更强，具有更强的酸化能力。当饲喂 Cl 和 SO4盐时，如 CaCl2，来自分

子的阴离子(Cl-)被吸收的比阳离子(Ca2+)多。这就引起肠道上皮细胞电荷的失衡（增加了负电

荷），强制分泌 HCO3
-进入小肠的量或保留了 H+离子。结果损失了 HCO3

-和增加了 H+的浓度，最终

导致代谢性酸中毒的状况。作为补偿，血液 PH 值出现小幅变化，随着血液 HCO3
-和 CO2 局部压

力的变化引起呼吸率的变化。普遍发现尿酸症，因为作为部分的补偿机制 H+的排泄增加。 

代谢性酸中毒的一个问题是：若未得到补偿，在妊娠后期和泌乳早期可能消弱胰岛素的信

号和恶化抗胰岛素因子的状态。强阴离子过度饲喂，或由于矿物质成分不精确或混合不均匀造

成日粮配方错误，会潜在地产生 Cl 和 SO4 过度摄入而降低血液 PH值，进而影响奶牛的能量代

谢。在一个葡萄糖耐受试验中显示：奶牛饲喂大量的产酸盐损害了葡萄糖的利用和干扰了周边

组织的胰岛素活动(Bigner et al., 1996)。因此，这是关键的：产前日粮配方用负 DCAD 是基

于持续地监控配方的化学成分，而不是表格上所列的矿物质含量值。 

日粮配方实现负 DCAD 遵循一些逻辑概念。首先是限制强阳离子的摄入量。配方优先考虑选

择低 K和 Na的摄入。找到一点配制高 K和 Na饲料日粮的感觉，然后试着饲喂大量强阴离子抵

消对他们的影响。产酸盐已知对干物质采食量有抑制，既可能是因为适口性问题也可能是因为

他们诱导了代谢性酸中毒(Charbonneau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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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合适的饲料选择好了，接着多数日粮将要求饲喂略多于 2 当量（Eq）的强阴离子以实现

一个理想的负 DCAD。一个 Eq 是一个电荷单位，即：一个给定矿物质的原子质量被它的化合价

所除。以 Cl-为例，其原子质量是 35.5，化合价是 1，所以 Cl-的 1Eq是 35.5g。1Eq 的阴离子

比阳离子提供了足够中和能力的电荷。举例：假设产前奶牛日粮的目标 DCAD是-100mEq/kg。负

值表示日粮提供的阴离子 Eq（负电荷离子）比阳离子（正电荷离子）多。换句话说，这个日粮

每 kg的日粮干物质含有的阴离子比阳离子超出 100mEq（或 0.1Eq）。现在，让我们假设预期产

前奶牛的干物质采食量为 12kg。因此，每头奶牛将消耗的阴离子比阳离子多 1.2Eq（12kg x 

0.1Eq = 1.2Eq 阴离子）。为了获得 2Eq的阴离子降低日粮的 DCAD 到-100mEq/kg，那么基本日

粮不可能 DCAD> +100mEq/kg。这就是为什么选择低浓度的 K 和 Na 或者相对低的 DCAD 是关键

的。这将确保包含的产酸盐将是最小的，这样会减少抑制干物质采食量的风险和增加预防低血

钙程序的效率。切记这是关键的：这与日粮的 DCAD 不相关，但被奶牛消耗的总的强阴离子 Eq

与强阳离子相关。若一个日粮包含-100mEq/kg 的 DCAD，但奶牛仅吃 6kg/天，酸化能力将是有

限的，因为与相关阴离子额外的采食量仅为 0.6Eq。另一方面，-80mEq/kg 的 DCAD日粮饲喂奶

牛，干物质采食量 13kg 将导致更加恶化的代谢性酸中毒，因为与相关阴离子额外的采食量为

1.04Eq。 

这是重要的提醒：理想的 DCAD 预防低血钙是未被确认的。多数的建议范围从-50 到-

150mEq/kg，结果每天阴离子消耗的范围在 1.2Eq。减少 DCAD 增加血钙浓度(Charbonneau et 

al., 2006)，这种影响能在饲喂含有+130, -80, -130和 -180 mEq/kg 的荷斯坦奶牛日粮观察

到。不过，如果我们只是看来自奶牛饲喂的负 DCAD（-80到 -180 mEq/kg）数据，DCAD 和血钙

之间的关联不存在，表明：在这个范围内预防低血钙的能力相同（图 3）。 

只是控制 DCAD 是不够的。产前日粮要限制 P 浓度。在产前期间增加日粮 P 的摄入量在

50g/kg 以上会增加低血钙症（CH）的风险(Lean et al., 2006)。增加血 P浓度，减少自骨吸

收的 Ca和 P的释放，起初通过甲状旁腺激素增加过滤和尿 P排泄来控制。另外，由骨细胞和成

骨细胞产生的纤维原细胞增长因子（FGF）23调节血 P浓度(Bergwitz and Jüppner, 2010)。

在高 P 浓度下，FGF23 表现为向上调节，帮助增加尿 P 损失以保持血 P 牢固地在范围之下。然

而，FGF23 压制肾脏 1-α 羟化酶的活性，这个关键的酶负责激活维生素 D3 的合成。因此，若

因为过度饲喂 P致使血液磷酸盐增加，那么 1,25(OH)2 维生素 D3的循环浓度降低，可能引起

低血钙症(Bergwitz and Jüppner, 2010)。为此，推荐产前奶牛日粮应当不包含 P补充物和日

粮干物质 P浓度在 0.30%足够满足妊娠奶牛 P的需求。 

另一方面是日粮中 Mg 的浓度。这是清楚的：NRC（2001）推荐的产前奶牛日粮 Mg 是不够

的。镁是重要的，不仅仅是预防低血镁症，也增强奶牛当被甲状旁腺激素激励从骨中代谢钙的

能力。镁参与甲状旁腺激素的第二信使系统，低血镁损害钙再吸收(Robson et al., 2004)。还

不清楚理想的日粮镁含量是多少，但大多数建议占干物质的 0.40-0.45%。这是基于 40-50g/头

天镁的理想摄入量，所提供的足够可溶性镁以增加瘤胃的浓度将利于被动扩散。当饲喂这种高

浓度以氧化形式为主要来源的镁可能更重要。已知 MgO可溶性差，生物学利用率通常小于 50%。 

最终，当奶牛饲喂的日粮含有负 DCAD时，讨论现存的日粮钙理想浓度。Lean et al (2006)

指导了一个慎重的综合分析和对奶牛在低血钙方面的文献进行了系统地审核。他们表示：当日

粮钙<0.6%临床低血钙症的风险是低的，当日粮钙增加到 1.5%风险增加，之后再降低。当日粮

钙<0.6%或>2.0%时，发现临床低血钙症的风险最低。因为导致代谢性酸血症的日粮依赖于自骨

中钙吸收的增加，饲喂太多钙的证据不足。当日粮含有 2.0%钙减少了临床低血钙症的风险，可

能是跨细胞间转运的结果，因为从瘤胃和肠腔扩散到血管空间，也因为在腔和细胞间质间大的

浓度差，通过细胞连接扩散到血管空间。然而，重要提示：钙是阳离子，肠道吸收大量增加饲

喂的钙，将削弱产酸盐的酸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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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持续饲喂产酸盐和尿液 PH 

 

据我们所知，只有 1/2 的试验评估了产前奶牛持续饲喂产酸盐的影响。(Weich et al., 

2013; Wu et al., 2014)。60 头奶牛从预期产犊前 42 天饲喂 3 个处理的日粮。对照组日粮

(+120 mEq/kg) 在头 21 天是正 DCAD，接着在妊娠的最后 21天是负 DCAD日粮（+120mEq/kg 接

着 -160 mEq/kg），或者是产前 42天饲喂负 DCAD日粮(-160 mEq/kg)。研究者发现妊娠最后 21

天饲喂产酸盐日粮改善了钙体内平衡和产奶量（5.6kg/天）。他们也发现在随后的泌乳期饲喂产

酸盐从 21天延伸到 42 天，没有显著的影响，虽然在延伸期饲喂的日粮少产奶 2.3kg (44.8 比 

42.5 kg/天)。Wu et al. (2014)显示：当产前奶牛在妊娠最后的 3、4、或 6周饲喂-210 mEq/kg

的 DCAD日粮，对产后的生产性能没有差异。这些数据表明：给产前奶牛饲喂多长时间的产酸盐

都存在适应性。 

因为奶牛饲喂产酸盐排泄酸性的尿液，测量尿液 PH 值就成了一种常见的监控饲喂这种日

粮效果的方法。奶牛饲喂日粮后至少 48 小时尿液 PH 才降低并且变得稳定。推荐尿液 PH 值变

化多样，多数是基于个人对预防临床低血钙的观察(6.2 到 6.8; Jardon, 1995)。Charbonneau 

et al. (2006)清晰地表示：当日粮 DCAD降低尿液 PH值也降低。很可能，当尿液 PH值降到 5.0

以下，奶牛对减少干物质采食量做出反应以预防将来的酸中毒状况增加。我们发现在妊娠最后

两周每周测量两次的平均尿液 PH值与产犊后最初 2天的血液钙离子之间有一些或没有关联（图

3）。似乎尿液 PH 是一个好的监控评估代谢性酸中毒程度的方法，但是一旦 PH 低于 7.0，在泌

乳早期与改善血钙就不是必然地关联。在妊娠的最后两周重大的变异性存在，意味着给定的日

粮很重要，尤其是奶牛饲喂非常低的 DCAD日粮（图 4）。因此，基于尿液 PH小的变化应该进行

日粮谨慎的变化，或通过尿液 PH的变化解释奶牛饲喂的日粮。 

 

产犊后补充钙 

 

一种通常的预防临床低血钙症的方法是在产犊后立即实施血管注射或口服钙盐。很多案例，

这些注射解决方案（葡萄糖钙）或口服胶囊或药丸（主要是氯化钙或联合其他的盐）在产犊第

一天或第二天被反复实施。依据是口服钙将增加血液钙的浓度，将预防奶牛发生产乳热。然而，

近几年，用口服产品已经成为了产后奶牛最小化亚临床低血钙症的替代方案。 

Oetzel and Miller (2012)在奶牛产后第一个小时及 8-35 小时反复给奶牛口服包含 43g 

CaCl2 和 CaSO4 药丸。作者观察到血液钙离子的浓度没有变化，可能由于相关处理的采样时间

太晚。通常，口服 43g Cl和 SO4钙盐仅 2 小时即增加血液离子钙。因此，若没有在设定的时

间抽样，观察不到差异。实施口服钙对奶牛的优势在于产犊跛足的奶牛，和基于上一个泌乳期

有较大产奶潜力同当量产奶量的奶牛。跛足奶牛接受口服钙可以减少泌乳第一个月健康事件的

影响程度。如果产犊时口服钙，在产犊第一个月奶牛与上一个 305 天同等产奶量相比至少多产

奶 5%。 

我们最近完成了两个试验，描述矿物质的血液浓度和酸基质的状态。在口服钙盐后测定口

服钙对矿物质和代谢状态的影响、疾病的发病率、繁殖率和生产性能(Martinez et al, 2016)。

在试验 1: 产犊日 18 头荷斯坦奶牛被随机指定接受 0、43、86g 单一剂量的口服钙药丸。在之

前，并在处理后 0.5、1、2、4、8、12和 24 小时血液抽样以描述酸基质状况和矿物质浓度。添

加 43g 钙的奶牛 2 小时钙离子浓度增加，添加 86g 钙的奶牛少于 8 小时钙离子浓度增加（图

5）。钙离子浓度变化，来自于添加 86g钙后从前处理到 0.5小时，在产犊当天经产牛是 0.11 ± 

0.03 mM，头胎牛是 0.25 ± 0.03 mM。 

在试验 2: 荷斯坦奶牛 450头依据头胎和经产牛产犊当天子宫炎低风险（LRM；正常产犊）

或高风险（HRM；难产、双胞胎、死胎、胎衣不下、外阴撕裂）的状况随机分配到不添加钙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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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Con）；产后 0和 1天饲喂 86g/头日钙（CaS1）；产后 0和 1天饲喂 86g/头日钙，接着产

后 2~4天饲喂 43g/头日钙（CaS4）。产犊后 0天饲喂了钙后 30分钟采血样，产犊后 1~4 天饲喂

了钙后 30分钟采血样，产后 7天和 10天测定矿物质浓度、代谢物、血液酸基质的反应。疾病

在产后 30 天评估。精确计量产后 5 个月泌乳期每天的产奶量。评估产后 210 天的繁殖率和存

活率。产犊当天和之前的任何处理，对照组、CaS1 和 CaS4 的亚临床低血钙症(总钙 < 2.125 

mM)分别为 48、49和 36%。口服钙减少了亚临床低血钙症的发病率(Con = 69.3%; CaS1 = 57.5%; 

CaS4 = 34.2%)。钙添加剂降低了所有产后奶牛 0和 1天的亚临床低血钙症的患病率。产后 1天

CaS1 组停止了口服钙，在头胎牛产后 2~4 天引起了亚临床低血钙症的反弹。令我们惊讶的是：

口服钙趋向于增加子宫炎的发病率(Con = 22.7%; CaS1 = 35.9%; CaS4 = 31.2%)，主要是 LRM

头胎牛增加的(Con = 17.9%; CaS1 = 35.7%;CaS4 = 42.9%)。口服钙增加了头胎牛的发病率

(Con= 38.1%;CaS1 = 61.8%; CaS4 = 60.3%)，但不影响经产牛(Con=38.2%; CaS1 = 35.1%; 

CaS4 = 30.1%)。另外，口服钙减少了经产牛某些疾病的发病率（乳房炎+跛足+消化问题）(Con 

= 16.3%; CaS1 = 6.2%; CaS4 = 5.3%)。体况在各处理之间没有差异，在第一个月泌乳期奶牛

平均体况评分少了 0.44 单位。补钙对产后前 5个月的产奶量没有影响。然而，据 Oetzel and 

Miller (2012)报告：补钙有利于泌乳前 30 天有较大生产潜力的经产奶产奶量（上述意指：305-

天前一期泌乳当量产量，14,003kg），但不利于经产牛之后的平均产量潜力。补钙减少了头胎牛

的首次(Con = 55.8, CaS1 = 31.5, CaS4 = 37.0%)和总的人工授精妊娠率（P/AI）(Con= 48.5, 

CaS1 = 34.6, CaS4 = 38.5%)；不过，增加了经产牛的首次(Con = 32.1, CaS1 = 38.6, CaS4 

=41.3%)和总的人工授精妊娠率（P/AI）(Con = 28.1, CaS1 = 35.3, CaS4 = 40.5%)。妊娠/人

工授精（P/AI）对补钙的这些反应导致了头胎牛妊娠中位天数的延长(Con=75, CaS1 = 100, 

CaS4 = 94 d)和较小的妊娠率(Con =89.3, CaS1 = 83.9, CaS4 = 83.9%)。但是对于经产牛妊

娠天数缩短(Con= 115, CaS1 = 94, CaS4 = 94 d)，增加了奶牛的妊娠率(Con = 67.0, CaS1 

= 77.2, CaS4 = 74.3%)。 

总体上，这些结果表明：口服补钙的反应依奶牛的胎次和生产潜力而定。在泌乳第一天口

服补钙可能有利于经产牛的健康、生产和繁殖，尤其生产潜力较大的奶牛可能亚临床低血钙症

的风险较大。另外，Martinez et al. (2016a,b)的研究表明：头胎牛从 2~5天连续口服钙可能

无效果。它增加了疾病的风险、降低了繁殖率和对生产没有益处。 

 

结  论 

 

低血钙症是奶牛泌乳早期普遍的代谢性紊乱。它与钙的摄入不足无关，但会导致奶牛在开

始产生初乳和泌乳时无力快速从骨中动员钙。低血钙症增加了许多其他疾病问题的风险导致奶

牛生产者的经济损失。日粮调控为最小化低血钙症的发生提供了一个选择方式。这涉及到限制

Na、K和 P的摄入，调控其余的矿物质以实现一个负 DCAD日粮。可供选择的方式如使用钙螯合

剂是可行的，但也面临产前饲喂产酸盐的挑战。在一些案例里，口服补钙有利于经产牛，但对

头胎牛无济于事。当前正在研究替代日粮和药理学方式。在产前使用维生素 D3或在产犊后立即

给奶牛补钙显示有一些功效。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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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负 DCAD 日粮—它们不仅仅是为了产褥热 

José E.P. Santos1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巫立新译 

 

引言 

 

低血钙症有两种表现形式，通常所称的产褥热临床疾病较少，所称的亚临床低血钙症（SCH）

较为常见。其取决于怎样定义和血液样本诊断的发生率，SCH 会影响到 25-40%的初产牛和 45-

80%的经产牛。奶牛患 SCH 会降低 DMI、抑制先天性和后天性的免疫功能、危及能量代谢和

增加其他围产期疾病的发生率。这就是为什么低血钙症被称为奶牛疾病的“门户”。 

奶牛在合成和分泌初乳和牛奶期间，因为突然发生钙（Ca）不可反转的减少而发展为低血

钙症。大多数奶牛在开始泌乳时能处理 Ca 减少，但许多而不是所有的奶牛在泌乳开始的 2-3

天，将会经历血液总钙（tCa）和电离钙（iCA）的降低。综合策略是风险最小化或预防奶牛低

血钙症，通常包括产前日粮的处理。这些策略之一是产前日粮的矿物质含量的处理到引起代谢

性酸中毒的补偿。大量的研究表明：产前饲喂酸化日粮对降低产褥热发生率有益处，但对关于

这些日粮在对生产性能和其他临产疾病发生率的潜在益处知之甚少。有人会认为：预防产褥热

始终会改善产奶量、乳成分和降低泌乳早期其他常见疾病的风险。本文回顾了近期的研究：控

制方式、降低低血钙症对奶牛的影响和拓展产前酸化日粮的益处。 

 

低血钙症 

 

在妊娠最后一个月，典型的奶牛需要吸收 16g/天钙以满足妊娠子宫和内源性粪便损失的需

求。当泌乳和合成初乳开始启动，钙的需求大大增加。初乳中钙的浓度范围在 2.2-2.4g/L，在

奶牛产生过渡期奶期间保持高水平。 

奶牛发生低血钙症是因为产生初乳和泌乳时无力迅速恢复血液中的钙浓度。一般地，年长

的娟珊牛饲喂碱性日粮在产犊前 1 或 2 天血液钙浓度开始降低倾向于发生低血钙症(Goff et al., 

2002)，或至少产犊前 9 个小时经产荷斯坦奶牛饲喂酸性日粮可以预防低血钙症(Megahed et 

al., 2018)。产犊前血中钙浓度降低是为了调整钙到乳腺里合成初乳。当给娟珊牛切除乳房，它

们就不会经历任何显著的 tCa 降低，即使产犊前几天有典型的 DMI 下降(Goff et al., 2002)。

Goff and colleagues (2002)的这些发现强化了这个概念：在接近产犊血液浓度的改变导致合成

初乳和泌乳钙损失不可逆转的结果，与分娩有关的内分泌改变不相关。随着奶牛年龄的增长，

它们更易发生低血钙症(DeGaris and Lean, 2008)，部分原因是年长的奶牛产生更多的初乳

(Martinez et al., 2018a)，因此，产犊后钙即刻损失较大。产后第一次泌乳经产牛比初产牛分泌

更多的钙（多 52%或 9g），这增加了体内钙平衡的难度。低血钙症的风险部分依赖于奶牛合成

和分泌初乳的数量。取决于产生的数量，第一次泌乳不可逆转的钙损失可能表现为总血浆钙离

子池的 5-10 倍。若在产后第一天泌乳翻倍，总钙损失可能是 22-30g。这意味着奶牛不得不每

天至少 

补充 5-10 倍的钙以达到等量血液循环总钙，才能供应围产期产犊日合成初乳和泌乳的所有钙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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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产褥热主要影响年长的奶牛，未产犊的初产牛几乎不发生临床型的低血钙症。认为：

这与较大量的初乳合成和较少量的骨钙动员再吸收机制有关，可能经产牛比初产牛较少的主动

吸收钙转运到胃肠道而导致低血钙症的发生率较高。奶牛每增加一个泌乳期产褥热的风险增加

9% (Martinez et al., 2018a)。尽管产褥热有生命威胁，但大多数低血钙症都表现为亚临床症状，

血钙浓度低于某个特定的阈值因此诱发奶牛其他的疾病。大多数情况，SCH 的血液 tCa≤2.0 

mM(Reinhardt 

et al., 2011) ，尽管这种界定的基本原理还不太清楚。有其他不同的提议在 tCa<2.15 

mM(Martinez et al.,2012) 是基于增加了子宫炎和其他疾病的阈值，或者 iCa<1 mM(Oetzel et 

al., 1988) 。SCH 普遍发生在产后开始 2 天，血清 tCa≤2.0 mM，初产占 25%，经产占 45% 

(Reinhardt et al., 2011)，然而发生率可能不仅仅是看阈值，也要看产后血液的取样。 

 

低血钙症的影响 

 

产褥热最紧迫的是死亡风险。奶牛遭受产褥热由于低血钙和随后骨骼肌损伤而卧伏极有可

能死亡，但也由于治疗钙的风险，尤其是静脉注射，可能导致心脏停止。 

低血钙症的重要性远超过它的临床症状。已经很确定：低血钙症增加了其他疾病的风险。

亚临床低血钙症降低了 DMI 和反刍，胰岛素分泌受损，进而导致脂肪分解增加。这些影响可以

增加真胃移位、酮病、难产和子宫脱垂的风险来解释。此外，低血钙症的奶牛增加了血浆皮质

醇的浓度(Horst and Jorgensen, 1982)，降低了具有嗜菌作用的嗜中性粒细胞的比例(Martinez 

et al., 2012; 2014)，降低了中性粒细胞(Martinez et al., 2014)和单核细胞 (Kimura et al., 2006)

细胞质 iCA 的浓度。因此，降低低血钙症的风险被认为就是最小化其影响，亦即：降低 SCH 的

发生率和产褥热，以及上述提及的临产问题的发病率降低。 

 

降低低血钙症的日粮方法 

 

有三个日粮策略用于降低奶牛 SCH 风险和产褥热。包括：既可以通过限制饲喂钙的数量，

也可以通过使用沸石粉减少钙在消化道的流量，限制胃肠道对钙的吸收；产后立即通过口服或

静脉或皮下注射补钙；产前日粮的矿物质含量的处理。本文我们将聚焦于改变阴阳离子差

（DCAD）来影响产前日粮。 

 

改变日粮阴阳离子差 

 

尽管没有清楚的统计数据可以使用，但在如今的美国，使用 DCAD 日粮模式已经在广泛地

应用于降低奶牛的低血钙症。饲喂酸化日粮诱导补偿代谢性酸中毒的状态，以通过不同途径增

加血液 iCa 的浓度。降低血液 PH 增加钙从白蛋白部分置换电离。代谢性酸中毒增加了甲状旁

腺激素（PTH）的分泌(Lopez et al., 2002)，增加了组织对 PTH 的敏感度(Goff et al., 2014)，

增加了在牛肾脏的 PTH 受体的表达 (Rodriguez et al.,2016)。通常，代谢性酸中毒比正常血液

PH 时，更易出现 PTH 对钙鳌合的最大化反应(Lopez et al., 2002)。 

当饲喂含强阴离子盐时，阴离子的吸收率和范围比阳离子盐的更大，或阳离子的新陈代谢

以致不吸收阳离子。在后面的案例里，盐中的阳离子能被瘤胃微生物利用诸如氯胺盐。在日粮

中强阴离子大多通常补充的是氯（Cl-）和形成硫酸根（SO4
2-）的硫(S2-）。认为：Cl-比 S2-的酸

化生物可利用性更好。当饲喂 Cl 和 SO4 盐时，举例 CaCl2 来说，比阳离子（Ca2+）有更多当

量的阴离子（Cl-）从分子中被吸收。这引起肠道上皮细胞电荷的不平衡（增加了负电荷），迫使

分泌碳酸氢盐（HCO3-）进入肠道液或保留 H+离子。结果损失了 HCO3-和增加了 H+浓度，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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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代谢性酸中毒的状态。若补偿，小幅度改变血液里的 PH，改变血液里的 HCO3-和通过改

变呼吸率而引起二氧化碳(CO2)分压的改变。一般会发现尿液呈酸性，因为部分的代偿机制而

增加了尿液中质子（H+）的排泄。 

对照试验非常明确的证据显示：产前饲喂酸化日粮降低了奶牛产褥热和 SCH 的风险 

(Ender et al., 1971; Block et al., 1984; Martinez et al., 2018b)；然而，酸化日粮的泌乳生产性

能和其他疾病的发生率确实比低血钙症的少。 

我们最近完成了一个公开发表文献的综合分析，围产期奶牛随机分配饲喂产前 DCAD 处理

的矿物质 TMR 日粮或饲喂含有 Ca、P、Mg 处理的酸化产品 (Santos et al., 2018)。 

总共有 42 个实验的基础数据，5 个实验报告的数据包含 151 头初产牛，41 个实验报告的

数据包含 1652 头经产牛。产前日粮的 DCAD ([mEq K+ + mEq Na+] – [mEq Cl− + mEq S2-])变

动范围在-246~1094 mEq/kg，日粮的 Ca (0.16~1.98%)、P (0.18~1.58%)和 Mg (0.09 ~0.68%)

范围很宽。允许我们评估它们生产和健康的相关性。DMI 初产牛和经产牛分别平均为 21.9±1.8

（SD）和 25.6±1.0（SD）kg/天。 

 

改变产前 DCAD 对产前和产后 DMI 的影响 

 

来自 42 个实验中的 36 个实验的 115 个处理数据分析产前 DMI 报告。DCAD 处理导致产

前 DMI 降低的二次方反应。当 DCAD 降低时，初产牛和经产牛产前 DMI 也降低，DCAD 和胎

次之间没有互作。产前 DCAD 从 200 降低到-100mEq/kg 导致初产牛和经产牛 DMI 分别降低

0.7 和 0.4kg/天。产前日粮的 Ca、P、Mg 浓度不影响产前的 DMI。然后我们分析了酸化产品和

不添加任何酸化产品日粮类型的产前 DMI，盐日粮使用酸化盐，或商业化产品日粮中的酸化产

品所确定使用的商业化产品抑制其诱导产生强的离子。含盐或商业化产品降低了产前 DMI，无

论饲喂的强离子来源(没有= 9.0±0.4 比盐= 8.5±0.4 比商业化产品= 8.4±0.4 kg/天)。 

产后摄食量报告自 26 个实验的 86 个处理平均数。与产前采食量相反，两个胎次组降低产

前 DCAD 增加了产后 DMI。产前 DCAD 从 200 降低到-100 mEq/kg (Santos et al.,2018)，DMI

增加了大约 1kg/天。 

常常争论的原因是酸化日粮影响奶牛产前 DMI。在一些案例里，作者建议：酸化日粮的适

口性是这种抑制的元凶，尽管奶牛饲喂商业化日粮也观察到降低。我们最近完成了一个试验来

处理这种问题(Zimpel et al., 2018)。我们用 10 头未产犊的妊娠非泌乳荷斯坦奶牛采用 5X5 拉

丁方重复设计。试验由每 14 天 5 个时期组成，所有的 10 头牛接受所有的 5 个处理。饲喂的

TMR 由玉米青贮、百慕大干草和浓缩料成分构成。日粮用酸化产品或包含 K、Na、和 Cl 应用

更换浓缩料中的谷物比例来处理。日粮的处理如下： 

T1：（DM 中的 K = 1.42%, Na = 0.04%, Cl = 0.26%），基础日粮包含 55%玉米青贮、10%

干草和 35%的浓缩料，DCAD 为+200 mEq/kg； 

T2：（DM 中的 K = 1.83%, Na = 0.42%, Cl = 1.23%），对照日粮添加了 2%的 NaCl 和 KCl

以 1:1 的混合物，DCAD 为+200 mEq/kg； 

T3：（DM 中的 K = 1.71%, Na = 0.54%, Cl = 0.89%），对照日粮添加酸化产品和 K2CO3 

与 NaHCO3 的混合物，DCAD 为+200 mEq/kg； 

T4：（DM 中的 K = 1.29%, Na = 0.13%, Cl = 0.91%），对照日粮添加酸化产品降低 DCAD

到-120 mEq/kg； 

T5：（DM 中的 K = 1.78%, Na = 0.53%, Cl = 2.03%），对照日粮添加酸化产品、KCl 和

NaCl 使 DCAD 为-120 mEq/kg。 

因此，T1, T2 和 T3 含有的 Cl 不同，添加或没有添加酸化产品，但正的 DCAD 相同，相

反 T4 和 T5 的 Cl 数量不同，但负的 DCAD 相同。每日监控 DM 和饮水的量以及摄食行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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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期评估 48 个小时。收集每个时期每头牛数倍的血液和尿液样本，用于测定酸的状态和尿

液分泌的矿物质。 

试验中一些重要的发现摘要于表 1 中。添加氯盐，包括酸化产品没有改变奶 

 
牛的酸基础状态不影响 DMI（见 T1、T2 和 T3）；然而，当在 T4 和 T5 中酸化产品降低 DCAD

从+200 到-120 mEq/kg 时，奶牛经历了一个补偿代谢性酸中毒而降低了血液和尿液的 PH、增

加了呼吸率、降低了血液碳酸氢盐(HCO3
-)和 CO2 的局部压力（pCO2），降低了 DMI。这是重

要的提示：添加酸化产品本身，如 T3，不降低 DMI。事实上，如果比较 T1、T2 和 T3 处理的

采食量，很清楚：不仅仅它们差异不显著，而且它们数字上很类似，范围从 10.2 到 10.3kg/天

（或体重的 1.76 到 1.74%）。另一方面，当添加酸化产品诱导代谢性酸中毒，如同 T4 和 T5，

不管日粮中 Cl 的水平，DMI 分别降低到了 9.7 和 9.5kg/天（体重的 1.68 和 1.64%） (Zimpel 

et al., 2018)。这些结果证明：采食量抑制与所含有的酸化产品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酸化日粮会

引起代谢性酸中毒。 

 

改变产前 DCAD 对生产性能的影响 

 

许多试验评估了产前 DCAD 处理对产后奶牛生产性能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没有发现统

计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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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DCAD 水平和胎次对奶产量、脂肪校正乳、脂肪和蛋白之间的互作。降低 DCAD 增

加了经产牛的产奶量、脂肪校正乳、脂肪和蛋白；然而，对初产牛做 DCAD 类似的处理，非但

没有影响产奶量，反而降低了脂肪校正乳、乳蛋白和乳脂（表 2；Santos et al.,2018）。 

 

很清楚，经产牛对酸化日粮有积极的反应，增加了产奶量和乳成分。不过，有其他报道产

前 DCAD 处理反应不一 (Lean et al.,2014)，初产牛对酸化日粮的生产反应似乎与经产牛不同。

经产牛更倾向于开始产奶后出现 Ca 代谢紊乱 (Lean et al.,2006)，已知低血钙症抑制食欲

(Martinez et al.,2014)，会危及泌乳成绩。Santos et al.(2018)的综合分析局限性是仅有 5 个试

验 15 个处理报道初产牛的生产成绩。这种数据的限制可能排除了发觉初产牛对产前 DCAD 处

理的更清楚的生产反应。 

 

改变产前 DCAD 对泌乳早期疾病发生率的影响 

 

在大多数试验中有产褥热和胎衣不下的报道，然而在综合分析中仅有一半的试验报道子宫

炎、乳房炎和真胃移位。因为产褥热仅仅影响经产牛，初产牛不包括在统计模型中。不出所料，

DCAD 对产褥热的发病率有深远的影响。DCAD 从 200 降低到-100mEq/kg，经产牛的产褥热

预测发生率从 11.7 降低到 2.8%（表 3）。此外，也观察到负 DCAD 日粮对胎衣不下和子宫炎

的益处。胎衣不下和子宫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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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随着 DCAD 的降低而降低，观察到对初产牛和经产牛的益处(表 3）。乳房炎和真胃移位

的发生率不受产前日粮 DCAD 的影响，观察的这两个疾病的 DCAD 和胎次之间也没有互作。

初产牛和经产牛的疾病数随着产前日粮 DCAD 的降低而降低。 

我们之前已经解释：奶牛患 SCH 会抑制先天性免疫功能和增加子宫疾病的风险(Martinez 

et al., 2012)。当干奶牛产生 SCH，嗜中性粒细胞的功能受到抑制，奶牛血液中 tCa 和 iCa 的

浓度至少 72 个小时后才能恢复。先天性免疫对胎盘组织的脱落和保护生殖系统抵御病原菌的

入侵至关重要。由于奶牛饲喂酸化日粮维持了产犊日和产后第一天的 tCa 和 iCa 浓度，这样发

展为 SCH 的可能较少，很可能改善子宫先天的防御能力，从而最小化胎衣不下和子宫炎的风

险。 

尽管奶牛饲喂酸化日粮降低了产褥热和子宫炎的发生率以及产后消耗更多的 DM，真胃移

位的风险没有影响。非常重要的是：仅有 14 个实验报道发生真胃移位。同样，如果产犊时出现

问题，奶牛的数据从数据库中剔除。因此，有可能真胃移位风险的差异可能受到基础数据限制

的或受到来自试验潜在的被剔除奶牛的影响。 

 

饲喂酸化日粮和 DCAD 持续的时间 

 

据我们所知，仅有三个试验评估了产前持续饲喂酸化日粮的影响(Weich et al.,2013; Wu et 

al.,2014;Lopera et al.,2018)。60 头奶牛在预产期前 42 天开始饲喂 3 个处理中的一种日粮。处

理是：对照组(+120 mEq/kg)；产前 42 天的头 21 天饲喂正 DCAD 日粮，接着在妊娠的最后 21

天饲喂负 DCAD 日粮（+120 mEq/kg 接着-160 mEq/kg)；产前 42 天饲喂负 DCAD 日粮(-160 

mEq/kg)。作者发现在妊娠最后21天饲喂酸化盐日粮改善了Ca体内平衡和奶产量（5.6kg/天）。

他们也发现：从 21 天扩展到 42 天饲喂酸化盐日粮对随后的泌乳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差异影响，

尽管奶牛饲喂持续期少产了 2.3kg 奶 (44.8 比 42.5 kg/天)。Wu et al. (2014)显示：当产前奶牛

在妊娠最后 3、4、或 6 周饲喂 DCAD 为-210 mEq/kg 的日粮，产后生产性能没有差异。 

我们最近探究了这个问题，评估在妊娠最后 21天或 42 天饲喂 DCAD为-70 或-180 mEq/kg

两个水平的酸化日粮的影响(Lopera et al.,2018)。我们记录了 114 头妊娠 230 天的经产荷斯坦

奶牛，其中 48 头泌乳 1 次，66 头泌乳>1 次。奶牛随机分配到 1-4 个处理用 2X2 因子设计；

DCAD 处理水平为-70 或-180 mEq/kg，饲喂的时间长度为产前最后 21 天（短）或产前最后 42

天（长）。因此，4 个处理是短-70（n=29）、短-180（n=29）、长-70（n=28）和长-180（n=28）。

奶牛在短处理组从产前 42 天-22 天饲喂 DM 的 DCAD 为+110mEq/kg 日粮。产后，奶牛饲喂

同样的日粮，评估产后 42 天内（DIM）的泌乳成绩和疾病发生率，而繁殖和存活率评估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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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天的。在产前 42-22 天期间，降低 DCAD 线性降低产前 DMI(+110 mEq/kg=11.5k 比-70 

mEq/kg =10.7kg 比-180 mEq/kg=10.2kg±0.4)，在干奶期最后 21 天饲喂-180 mEq/kg 比-70 

mEq/kg 的日粮，降低 DMI 1.1kg/天 (-70 mEq/kg=10.8kg 比-180 mEq/kg=9.7kg±0.5kg/天)。

奶牛饲喂-180 mEq/kg 的日粮在产犊当天增加了血液 iCa 的浓度 (-70 mEq/kg = 1.063 比-180 

mEq/kg =1.128±0.020 mM)，但产犊后没有观察到差异。从 21 天到 42 天持续饲喂负 DCAD

日粮减少了 2 天妊娠时间(短=277.2 天 比 长=275.3 天)、降低了产奶量 2.5kg/天(短=40.4kg

比 长=37.9±1.0kg/天)和倾向于增加产犊间隔，因为降低了所有授精后的妊娠率/AI(短=35.0 比 

长=22.6%)。  

尽管其他的试验显示了在产前饲喂多长时间酸化日粮的一些灵活性，Lopera et al.(2018)

的结果显示：不建议饲喂这种日粮的时间多于 21 天。无论如何，在整个干奶期延长饲喂酸化

日粮似乎没有益处，潜在地损失产量，可能还有繁殖。尽管数据分析没有揭示负 DCAD 对优化

产后生产性能和健康的价值(Santos et al.,2018)，Lopera et al.(2018)的结果显示：没有必要降

低 DCAD 到-180 mEq/kg。 

 

结论 

 

低血钙症是奶牛泌乳早期普遍的代谢疾病。由于奶牛既无力从骨骼里代谢钙，也不能调整

胃肠道重吸收钙以在开始产初乳和泌乳时弥补血液钙池而发展为 SCH 和产褥热。低血钙症增

加了其他多种健康的风险而导致牧场主的经济损失。通过饲喂酸化日粮的操作保留了预防低血

钙症的选择方式。酸化日粮的机理应当是基于限制 Na、K 的摄入，同时补充强阴离子尤其是

Cl。通过酸化日粮诱导代谢性酸中毒预计会抑制产前 DMI，但预防了临床和 SCH 最终长期有

益于奶牛，尤其是经产牛。酸化日粮降低了产褥热、SCH、胎衣不下和子宫炎的风险；增加了

经产牛产后 DMI 和生产性能。理想的 DCAD 已经确定，但像经产牛不必低于-150 mEq/kg，不

过初产牛的数据缺乏，潜在的益处仍不清楚。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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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乳牛获得更多钾的益处 

T. C. Jenkins1, J. H. Harrison*, and G. J. Lascano 

1Department of Animal & Veterinary Sciences, Clemso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s,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巫立新译 

 

前  言 

 

钾（K）是大多数体组织细胞内主要的阳离子。钾参与许多必需的生物学过程，如：维持细

胞内的渗透压电位、神经脉冲传递、细胞内新陈代谢的酶反应、维持正常的肾脏、心脏、骨骼

肌和平滑肌功能。因为乳是细胞内的液体，乳中包含大量的 K。 

本文旨在阐述泌乳牛日粮增加 K 浓度对产奶量和乳成分的反应。因为一些 K 源对乳脂率有

持续的正面效果，乳脂率与生物氢化作用（BH）中间体的瘤胃产物有关，来自几个连续的细菌

培养实验数据显示：补充 K 影响生物氢化作用。 

 

在泌乳早期奶牛的 K 负平衡 

 

发表的研究表明：泌乳早期的奶牛 K 负平衡(Bannink et al., 1999; Jarrett et al., 2012; 

Nennich et al., 2006; Silanikove et al.,1997)。超过 85%的奶牛标定的 K 维持量是阳性的。然

而，所有泌乳早期的奶牛 K 设置的维持量是负的(Nennich et al., 2006)。泌乳早期的奶牛（泌

乳小于 75 天）平均 K 保留量为 66g/天（图 1）。K 的排出与摄入直接相关。图 2 显示 K 摄入和

排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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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在产奶中扮演的角色可能与日粮阴阳离子差（DCAD）的概念关联。K 是阳离子提高作

为常量元素互作的 DCAD。常量元素 Na、K、Cl 和 S 的相互影响已经在产前的奶牛上观察到，

但在产后奶牛上较少于书面提及。DCAD 通过改变酸的基础状态而影响奶牛。这个方面总的综

述和更广泛的检验以及其他相关的专题请参阅 Block (1994)。对 DCAD 反应的差异取决于这些

研究 Na 和 K 的来源。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奶牛的泌乳早期。 

 

对 K 和 DCAD 的生产反应 

 

2012 年我们发表了一个评估在泌乳早期饲喂半水合碳酸 K 以增加 DCAD 与 K 水平的关联

性研究(Harrison et al., 2012)。研究的奶牛从泌乳 15 天到 85 天。除了 K 的水平在 DM 的 1.3%

和 2.1%外，日粮配方的营养均类似（表 1）；DCAD 的水平为 DM 的 25 和 42 mEq/100g。 

在泌乳早期包含 K 数量较高的日粮结果增加了产奶量、3.5%脂肪校正乳和乳脂（表 2）。

这个增加与干物质采食量增加无关，因此与能量摄入不相关。 

表 3 总结评估了我们进行的这些研究的乳脂肪样本。乳样本一半来自每一个处理组，代表

从低产到高产范围所挑选的脂肪酸特征。乳脂肪酸的限定设置见表 3。日粮添加碳酸钾降低了

不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增加了乳中的 C18:0。这表明：增加瘤胃乳脂肪产量的一个方法。 

 

钾和热应激 

 

随着周围环境温度的增加，奶牛依靠适应机制驱散热，包括：移到阴凉处、降低 DMI、增

加饮水和通过呼吸以及流汗而增加蒸发散热。Mallonee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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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观察到：在一天最热的期间，当给奶牛遮阴通过出汗 K 的损耗增加 5 倍，即 9.6 mg/m2 

比 46.7 mg/m2。当呼吸增加以驱散热量 CO2丢失更快，血浆中的 CO2压力更低，血液中的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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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上升。K 和 Na 是维持血液酸碱平衡的关键，它们在热应激期间和对增加呼吸频率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 

 

特别的考虑 

 

当前的日粮配方推荐 K 为 1.6%，热应激时增加到 1.8-2%。Na 的水平可以增加以辅助

DCAD>35meq/100g DM。Na 应当不超过日粮 DM 的 0.8%。有三个原因指导 Na 和 K 比 NRC

（2001）推荐的高。第一，因为泌乳早期的奶牛比泌乳中期采食的少，有必要增加营养浓度以

回应减少的饲料采食量。第二，进行了大量的中低产牛常量矿物质研究；高产奶牛在奶中分泌

的这些矿物质更多，在瘤胃和血液中产生更多的酸。第三，较高浓度的 Na 和 K 对缓冲瘤胃液

和酸碱平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近的数据表明：在泌乳早期奶牛可能缺乏 K 和 Na。 

没有推荐给予 Na 因为它依赖于 K 和 DCAD 的浓度。对奶牛而言盐不是必需的营养。然

而，盐是舌头上四个味觉感应器之一，因此我们在泌乳牛日粮中推荐最小的盐量（45.4g/天）。

氯化物应该保持接近 NRC 推荐的最小量，尽可能避免由于氯化物引起的亚临床代谢酸中毒。 

 

瘤胃释放 K 和乳脂 

 

在泌乳牛日粮中增加 DCAD 对乳脂率和乳脂产量有积极的影响。 Iwaniuk and 

Erdman(2015)对 196 个日粮处理的综合分析报告：每增加 DCAD 100mEq/kg DM 乳脂率增加

0.1 个百分点。一种解释是伴随着 DCAD 增加乳脂率也增加可能是与瘤胃液 PH 有关。增加

DCAD 显示：每增加 DCAD 100mEq/kg DM 平均提高了瘤胃液 PH0.03 个单位(Iwaniuk and 

Erdman, 2015)。增加 DCAD 和瘤胃液 PH 可能通过改变了瘤胃微生物种群而改变了生物氢化

（BH）中间体的类型和数量，转而增加了乳脂。因此，乳脂对 DCAD 需求的反应理解为：1）

BH 中间体怎样与乳脂合成关联；2）瘤胃液体 PH 怎样与 BH 中间体产生关联。 

 

生物氢化作用和乳脂合成 

 

瘤胃里的亚油酸通过生物氢化作用开始转化为共轭亚油酸（CLA）。在该初始阶段，仍残留

两个同样的双键但一个双键在微生物酶的作用下转移到了新的位置。通常，亚油酸上的双键被

两个单键分隔，但在 CLA 中的双键仅被一个单键分隔。CLA 的大多数类型产生于奶牛的瘤胃，

但通常 CLA 产生于亚油酸順-9、反-11 C18:2(Jenkins et al., 2008)。在 BH 进程中，在 CLA 中

间体中的双键经过氢化进而转变为仅有一个双键的反式脂肪酸。最终由瘤胃微生物氢化作用消

除最后的双键降解为硬脂酸作为最终的产物。 

奶牛典型的牧草日粮，主要由反式 C18:1 在瘤胃里产生含有反式-11 C18:1(Zened et al., 

2013)。大多数残留的同分异构体有双键均等地分布于 C9-16。这些位置上的同分异构体产生的

准确路径还未知。亚油酸和亚麻酸在 BH 期间转换为几个反式 C18:1 和 C18:2 中间体。Mosley 

et al.(2002)显示：与先前描述的仅仅直接由 BH 形成硬脂酸相比，经过混合瘤胃微生物对油酸

的 BH 作用涉及到反式 C18:1 几个位置上的同分异构体的形成。 

在瘤胃环境确定的日粮情况下，通过 BH 途径产生反式-10、順式-12 CLA 和反式-10 C18:1。

在瘤胃里产生的反式-10、順式-12 CLA 经过血液流到乳腺，由于其损害几个必需酶的产生而抑

制乳腺中乳脂的合成(Jenkins and Harvatine, 2014)。反式-10、順式-12 CLA 也于奶牛中出现

产生可接受的乳脂水平，但是其很低的浓度即引起乳脂率低（MFD）。 

在 BH 路径的“反式-10 转变”不是 MFD 的风险，除非伴随着该路径最后一步的障碍。没有

障碍，则过量的反式-10、順式-12 CLA 快速和大量地转变为反式-10 C18:1 中间体，从不会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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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到产生 MFD 的水平。若在最后一步遇到瓶颈，在瘤胃里有过量积累的反式-10、順式-12 导

致 MFD。这可能与乳脂所含的反式-10 C18:1 增加有关，这表明在瘤胃里 BH 途径形成 MFD

独特的复杂转变。尽管反式-10 C18:1 不会直接抑制乳腺中乳脂的合成(Lock et al., 2007)，相

对容易分析比较反式-10、順式-12 CLA 和其他 CLA 同分异构体。因此，通常这个脂肪酸可以

作为瘤胃 BH 变动类型的标记以表述日粮诱导的 MFD。 

底线是奶牛消耗的饲料类型影响瘤胃状况，转而影响 CLA 产生的数量和类型。自从反式-

10、順式-12 CLA 在瘤胃里过剩后即会导致 MFD、反式-10、順式-12 CLA 过剩，因此需要密

切注意几个关键营养风险会控制 MFD。 

 

瘤胃液 PH 和生物氢化作用中间体 

 

在 24 小时内诸多因素会导致瘤胃液 PH 明显的变化，如：日粮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加工和

水分等影响碳水化合物碎片的降解率；物理有效 NDF（peNDF）的供应受来源和颗粒大小的影

响；peNDF 的供应和来源对唾液缓冲液的产生起作用(Shaver, 2005)。即使大体上我们理解这

些因素，低瘤胃液 PH 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必需通过瘤胃 BH 的可选择途径产生足够的不饱和

脂肪酸流量仍未知。尽管数据有限，瘤胃液 PH 变化大多数可能与 MFD 有关，因为他们倾向

于选择 BH 途径而导致细菌种群数量的变化。瘤胃 PH 独立影响 BH 的程度也包括 BH 中间体。 

Martin and Jenkins (2002)连续不断地培养检验：混合可溶性碳水化合物在 0.5 和

1.0g/L,PH 值为 5.5 和 6.5，稀释率在 0.05 和 0.10/小时。他们发现： 

大多数对 BH 的程度和反式脂肪酸的轮廓有影响的环境因素在培养 PH 为 5.5 时，反式-C18:1

和 CLA 显著减少由此而导致来自亚油酸的 BH 程度减少。类似的影响 TroegelerMeynadier et 

al.(2003)也观察到了。PH 在 6.0 BH 的程度降低而导致低数量的 CLA 可能是由于异构酶活力

降低或还原酶活力提高。此外，他们发现：在所有的培养期间，低 PH（PH6.0）比高 PH（PH7.0）

导致反式-11 C18:1 的数量降低，但在 16-24 小时的培养期间反式-10 C18:1 的浓度较高，表明

BH 中间体的转移。低 PH 首先抑制了异构化作用，接着减少了反式-11 C18:1 转变为硬脂酸，

导致在瘤胃培养中反式-11 C18:1 的积累(Troegeler-Meynadier et al.,2006)。Choi et al. (2005)

报道：在 PH 高于 6.2 时，瘤胃细菌产生顺式-9、反式-11 CLA，但在 PH 较低时产生的反式-

10、順式-12 CLA 比順式-9、反式-11 CLA 更多。他们总结：反式-10、順式-12 CLA 比順式-9、

反式-11 CLA 产生菌可能更加耐受氧和酸。 

     Qiu et al. (2004)报告：降低瘤胃液 PH 能影响微生物菌群，尤其是分解纤维菌。当 PH 低

时，总的分解纤维菌数量减少接着降低了乙酸:丙酸比率和 BH 的变化。瘤胃液 PH 也影响真菌

的生长和新陈代谢。在 PH6.0 和 PH7.0 比在 PH6.5 培养真菌 BH 缓慢。PH7.0 比 PH6.0 和

PH6.5 产生的 CLA 增加。因此，对于 BH 和 CLA 的产生理想的 PH 为 6.5 和 7.0，尤其是瘤

胃真菌(Nam and Garnsworthy, 2007)。 

补充 K 影响生物氢化中间体 

 

     报告日粮添加 K 增加乳脂产量的问题是 K 改变了瘤胃 BH 和 CLA 产生的类型。克雷孟森

大学进行的一系列连续不断培育试验确定：如果增加培养物中 K 的浓度与反式-10、順式-12 异

构体关联的 MFD 减少有关。第一次试验由四个剂量水平的 10% K2CO3 (w/w)溶液组成（0、

10.6、21.2 和 32ml），在每次饲喂后（于 08:00 和 16:30 在发酵罐内两次等量饲喂 60g1:1 牧

草浓度）每天两次立即直接注射入发酵罐。也注射蒸馏水（分别为 32、21.4、10.8 和 0ml）以

保持总的 32ml/天注射量（K2CO3 +水）。每天饲料 K 添加为 0、0.6、1.2 和 1.8g/天或 0（K0）、

1%（K1）、2%（K2）、3%（K3）。因为 K2CO3 的水溶液呈强碱性，PH 随着 K2CO3 剂量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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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增加。查明任何 BH 和发酵的变化可能都归因于 PH 的影响，第五个处理组每天注射 10% 

NaOH（w/w）与 K3 PH 相匹配。 

如同预期，三个样本ＰＨ平均值随着Ｋ增加而线性增加(P < 0.05)，但保持在 6.0-6.4 之

间（表４）。Ｋ３和 NaOH 组的培养ＰＨ类似。增加Ｋ影响了ＶＦＡ的比率但没有影响总的Ｖ

ＦＡ浓度。随着Ｋ在培养物中的增加，丙酸线性降低 

 

 

(P < 0.05)，但乙酸和乙酸与丙酸比率线性增加(P < 0.05)。添加 NaOH 不能复制 K2CO3 对

VFA 同样的改变。添加Ｋ也影响ＢＨ中间体的模式。随着Ｋ的增加，每日产生的反式-11Ｃ

18:1 和順式-９、反式-11 CLA 都线性增加(P < 0.05)。反之，K 增加反式-10 C18:1 降低(P < 

0.05)，但反式-10、順式-12 CLA 没有影响。在前期的泌乳试验观察到：K 增加引起改善乳脂

率构成的 BH 中间体改变。NaOH 组也导致 BH 中间体的改变，表明 K 可能通过提高 PH 改变

BH。 

进行的第二个连续培养试验检验：在培养物中饲喂高脂肪诱导了 K 提高了反式-10、順式-

12 CLA 浓度。六个 2×3 因子试验添加两个水平的豆油（0 和 4%）和三个水平的 K（0、

1.5%和 3%）。在每次饲喂后立刻 2 次/天直接注入 10% K2CO3 (w/w)溶液（0、16 和 32ml/

天）于发酵罐中。也注射蒸馏水（分别为 32、16 和 0ml/天）以保持总的 32ml/天注射量

（K2CO3 +水）。每天饲料 K 添加为 0、0.9 和 1.8g/天或 0（K0）、1.5%（K1.5）和 3%

（K3）。低脂肪日粮培养物饲喂基础日粮的 60g/天脂肪。高脂肪日粮培养物饲喂基础日粮的

60g/天脂肪加 2g 豆油（与日粮完全混合），总量为 62g/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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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一次试验类似，不管日粮脂肪含量多少 K 增加引起培养物 PH 相应的增加(P < 0.05)

（表 5）。如同在第一次试验中添加 K 也影响 VFA，但日粮脂肪含量不同也有所不同。对于低

脂肪日粮，增加 K 再一次增加了(P < 0.05)乙酸、乙酸与丙酸的比率和降低了丙酸浓度。不

过，当日粮脂肪含量高时，K 对 VFA 影响较小。作为预测，来自平均 4.3mg/天低脂肪日粮到

53.8mg/天的高脂肪日粮，添加 4%豆油增加了(P < 0.05)反式-10、順式-12 CLA 的产生。不

管日粮中脂肪的含量，增加 K 降低了(P < 0.05)反式-10、順式-12 CLA 的产生，支持了早先的

结果：通过令 BH 的直接路径返回到常态，K 提高了乳脂的含量。如同 K 降低了(P < 0.01)反

式-10、順式-12 CLA 的产生，也增加了(P < 0.05)順式-9、反式-11 CLA 的产生，这代表了常

态的 BH。 

连续不断的添加培养试验确定：在前两个 K2CO3的试验看得见改变了 BH 中间体，可能

用 KCL 或 Na2CO3任何一个重复。添加 K2CO3培养物 PH 仍然增加(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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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添加 KCL 不增加（表 6）。添加 KCL 观察到 VFA、CLA 或反式同分异构体没有变化。碳酸

盐影响培养物 PH、VFA 和 CLA，无论添加 K2CO3或 Na2CO3（表 7）。 

 

结论 

 

早期泌乳牛可以忍受由于大量 K 分泌、在乳中大量 K 分泌物和在热应激期间排汗增加的

损失。一些研究显示：在泌乳早期日粮中包含较高数量的 K，增加了奶产量、3.5%校正乳和

乳脂，与增加 DMI 不相关。补充 K 正面的泌乳反应支持 K 离子在许多必需的生物过程中扮演

的角色，如：维持细胞内的渗透压、神经脉冲传输、细胞的新陈代谢酶反应，维护正常的肾

脏、心脏、骨骼肌和平滑肌功能。添加 K 也增加了乳脂率，可以部分地解释为减少了瘤胃生

物氢化中间体，已知后者抑制乳脂合成。减少抑制乳脂合成的氢化作用中间体可以通过一些 K

添加物的碱性作用增加瘤胃液的 PH。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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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常见的奶牛维生素和矿物质异常症状 

Jeffery O. Hall, D.V.M., Ph.D., Diplomat A.B.V.T. 

犹他州兽医诊断实验室 

犹他州州立大学动物科学系奶牛兽医科学 

Email: Jeffery.Hall@usu.edu 

巫立新译 

 

引言 

 

许多矿物质和维生素被证明是动物最佳生长、生理功能和生产效率所必需的。来自犹他州

兽医诊断实验室的数据表明：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和过剩显著增加发病率。许多缺陷似乎与生

产者由于经济和成本的原因减少或完全停止补充维生素-矿物质的做法有关。许多的诊断缺陷常

常发现后备牛缺乏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导致它们进入第一个泌乳期的缺乏。矿物质过剩通常

与在泌乳全混合日粮（TMR）过度使用鳌合微量元素有关。 

新生儿不健康影响发病率的增加，在兽医诊断实验室常常遇到的是由于维生素和矿物质的

缺乏。后备牛的缺乏或补充不足导致母体储备矿物质的消耗，随后影响犊牛健康。 

有趣的是，同样缺乏通常仅仅发生于头胎牛，经产牛很少见。事实上，泌乳牛过度添加更

常见，尤其是矿物质中的铜和硒。 

 

缺乏诊断 

 

历来，在日粮和/或日粮成分上对不足进行评估，以确保日粮中有足够的浓度。然而，一般

矿物质分析不鉴定化学结构，如此会明显地改变它们的生物学效价和利用率。这对增加使用鳌

合矿物质尤其重要，因为它们的生物学利用率要远远高于无机矿物质。 

虽然某些矿物质监测是不可能的，但诊断矿物质缺乏的最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测试动物的特

殊功能缺陷或含有矿物质的蛋白质或酶的缺陷。由于单个的测试成本或严格的样品处理要求，

从牧场角度这种类型的测试通常不现实。但当可能的话，这种类型的测试不需要了解日粮矿物

质的特定分子特征以及吸收/利用拮抗剂相互竞争的可能。矿物质没有鉴别生理学测试的指数，

从动物组织或血清直接量化可能提供动物或群体整体的矿物质状态的可靠指标。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缺乏能通过临床疾病的发展或通过病变组织的事后解剖鉴定暗示性地

诊断。但缺陷的证据通常需要分析验证，因为大多数没有非常独特的临床症状或病变。一些案

例，间接证据的缺乏可以提供的积极响应在于怀疑缺乏维生素或矿物质的补充。但积极响应可

能与补充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一个其他一些临床情况的修正。单个维生素或矿物质可能有多

种测量缺陷的识别手段，但大多数有一个特征比其他的更明显。例如，日粮浓度可能会反映生

物可利用量，也可能不会。或，单个组织浓度可能反映或不反映目标或功能部位的功能有效性。 

被测动物的年龄对于正确解释其状态也很重要。例如，在妊娠期间以不同的速度积累了一

些矿物质，这就反应了胎儿适当的年龄。此外，一些矿物质小部分提供给牛奶，在妊娠期间以

较高的浓度积累，以便为新生儿提供足够的身体储备，直到他们开始觅食。尤其普遍的是铜、

铁、硒和锌。因此，早期新生儿体内这些矿物质的正常范围比成年动物要高。人们必须确保测

试实验室根据被测试动物的年龄来解释结果，就像有些人把所有的结果都解释成成年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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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单个动物进行测试时，在解释组织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浓度时，必须考虑先前的健康

状况。疾病状态可以将矿物质从组织转移到血清或血清转移到组织。例如，腹泻可导致钠(Na)、

钾(K)和钙(Ca)的大量流失。或，酸中毒会导致电解质在组织和血液循环之间转移。众所周知，

传染病、压力、发烧、内分泌功能障碍和创伤都能改变某些矿物质和电解质的组织和血清/血液

循环浓度。因此，对多种动物的评估比对患病或死于其他疾病状态的个体动物的评估更能反映

一个群体的矿物质状况。 

 

活体动物取样 

 

从活的动物身上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样品，可以用来分析维生素、矿物质含量。最常见的

活体动物样本是血清和全血。这些样品足以测量几种矿物质，但必须认识到，某些疾病状态以

及进食时间可能导致浓度变化或波动。偶尔使用活体动物的其他样本包括肝脏活检、尿液和牛

奶。但，由于牛奶的矿物质含量在哺乳期、哺乳期和受疾病影响时都是不同的，因此它通常不

用于评估矿物质的状态。水合状态会影响尿液中矿物质的浓度，使其无法作为状态评估的样本。

对于维生素 A 和 E 来说，血清是活动物最好的样本。 

尽管一些实验室建议通过头发取样来评估矿物状态或暴露程度，但头发是一个相对较差的

基质，不能提供关于矿物状态的可靠数据，只有 Se 例外。由于家畜的体毛是出了名的受到环

境污染(灰尘、粪肥等)，所以在测试前必须彻底清洁毛发以消除污染。但，彻底清洁也可以过滤

掉头发中的一些真正的矿物质，这导致测量比真实存在的要少。 

血清应在采集 1 - 2小时内从红细胞/白细胞凝块中分离。如果血清在血块上停留较长时间，

细胞内含量高于血清的矿物质就会渗入血清，错误地增加血清含量。常见的矿物有钾和锌。另

外，自然疾病和采集技术引起的溶血可导致血清中铁、镁、锰(Mn)、磷(P)、K、Se 和 Zn 的浓

度升高。维生素 A 和 E 可以在血清中开始分解，如果在 1-2 小时内不从红细胞中分离出来就会

被冻结。应储存维生素 A 和 E 分析血清，以防止暴露在阳光下而崩溃。 

最好的收集血清或全血的方法是皇家蓝顶真空管，因为它们是不含痕量金属的。典型的红

顶凝血管会造成锌含量异常增加的结果，在橡胶塞上常用含锌润滑剂。除了锌或维生素 A 和 E，

从典型的红顶凝血管或分离管的血清样本是适当的。 

样品应妥善保存，以备样品充分保留。如果要在几天内完成矿物分析，肝脏活检、尿液和

血清可以长期冷冻保存或冷藏。全血和全脂牛奶应冷藏而非冷冻，因为细胞分别溶解或凝固固

体会导致样品整体完整性丧失。 

肝脏活检由于体积小，除非储存得当，否则容易干燥。小活检应该放在小管子里，把样品

一直推到底部。小的 1 到 2 毫升微离心管可以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把样品放在管子的最下面，

在一个最小化的空气取样接口区域和实现最小化干燥的可能性。然后这些样品可以冷冻起来运

输。 

 

验尸动物采样 

 

有多种动物尸检标本，可以分析其维生素、矿物质含量。对矿物质含量进行分析的最常见

的组织是肝脏，因为它是许多必需矿物质的主要存储器官。另外，骨是钙、磷、镁的主要贮藏

器官。对于维生素 A 和 E，肝脏是分析的首选组织，但它需要相对新鲜。组织降解会相应地减

少维生素 A 和 E 的存在。 

尸检标本应冷冻保存，直至分析完毕，以防止组织中维生素的降解。如果样品要在 1-2 天

之内分析，可以在冷藏条件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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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缺铜是反刍动物最常见的营养问题之一，但铜过量也经常遇到，特别是在绵羊或奶牛。过

量铜在经产奶牛中是比较常见的，而大多数不足是在小牛或初泌乳奶牛中发现的。相比之下，

非反刍动物中铜缺乏是罕见的。缺乏的临床症状表现为大量的不良影响，包括生长率降低、饲

料转化率降低、令人憎恶的溃疡、跛行、免疫功能不良、猝死、无色毛症、泌乳不良和生殖能

力受损。 

奶牛会尽其所能确保小牛出生时体内有足够的铜。它们实际上可以耗尽自己的身体储备来

确保新生儿的充分需求。因此，诊断为铜缺乏的新生儿就是母亲缺乏的证据。铜是免疫功能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母亲的缺乏可能导致初乳质量差和新生儿保护不足，即使有足够的摄入量。 

诊断 Cu 状态的最好方法是通过肝组织分析，尽管对血清进行了大量的检测。在牧群中缺

乏铜会导致一些动物血清中铜浓度低，但血清中铜含量直到肝脏中铜明显耗尽才会下降。在进

行肝脏检测并发现缺乏症高发的畜群中，血清浓度正常的动物比例很高，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犹他州兽医诊断实验室(Utah Veterinary Diagnostic Laboratory)通常建议至少对 10 只动物进行

检测，以提高通过血清定量诊断铜缺乏症的可能性。即使是牧群缺乏，血清铜的浓度含量也很

低的个体可能只有不到 10%。根据肝脏测试，可能被归类为轻度缺乏的牲畜也许主要血清铜浓

度正常。因此，血清铜分析只能作为一种筛选方法。影响血清中铜缺乏诊断的另一个因素是高

血清(Mo)的存在。作为硫(S)-Mo 复合物的形成在生理上不适用于组织使用，正常血清 Cu 含量

在存在血清高 Mo 时，应始终被认为是可疑的。此外，补充硒可以改变血清铜状态的正常范围，

补充亚硒酸盐的奶牛血清铜的正常范围降低。 

在犹他州兽医诊断实验室，乳牛体内过量的铜是常见的。肝铜浓度超过 200ppm 是常规的

鉴定方法。但是，近年来，由于缺乏矿物质补充流程，也发现了几个缺乏的病例。这些通常发

生在首次哺乳的奶牛，在生长、繁殖或哺乳期前没有得到充分补充。 

过量的肝铜有可能引起不良的健康和生产影响。肝铜浓度超过 150 - 200ppm 已被证明导

致肝酶泄漏增加，表明对组织健康有不良影响。不良的肝脏健康和功能会对个体的饲料/能量利

用和整体生产力产生不利影响。随着铜浓度越来越高，肝脏可能会进一步受损。 

随着时间的推移，奶牛体内铜的过量补充，会造成过量的肝铜。这些发现的性质往往与奶

牛日粮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螯合矿物质有关。由于螯合矿物的生物利用度提高，将其以与无机铜

相同的浓度添加到日粮中会导致过量补充。过量的膳食铜也在与其他矿物质的不良相互作用中

发挥作用。例如，日粮中过量的铜会对锌的吸收产生不利影响。 

在成年牛中，推荐的适当的湿重肝铜浓度范围是 25ppm 到 100ppm。相比之下，妊娠后期

胎儿或早期新生儿的肝脏应该有 65 - 150ppm 的铜才被认为是正常的。 

 

锰 

 

反刍动物的锰缺乏与生殖功能受损、骨骼异常和生产力不足有关。据报道，卵巢囊肿、无

名热、怀孕率下降和流产都是对繁殖的影响。缺锰的新生儿可能是虚弱的、矮小的，并可能发

展为关节肿大或肢体畸形。肉牛锰缺乏，虽然很罕见，但由于植物吸收很差，最常见的是在高

碱性土壤地区，但这不是很常见的鉴定。 

在奶牛体内，锰浓度低于正常值至不足的情况经常被发现。令人感兴趣的事实是，检验大

多数肉牛(大于 95%)在肝脏、血液和血清中发现 Mn 浓度正常;但是在这些相同的模型中，许多

被测试的奶牛的浓度低于推荐的正常浓度(未发表的数据，犹他州兽医诊断实验室)。这在一定

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奶牛日粮中钙和磷含量高，而钙和磷的含量可能与牛奶对锰的生物利用率拮

抗有关。另一个潜在的因素是 Mn 在肉牛和奶牛日粮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一些在草地上放牧

267



的奶牛也有类似的缺锰或低于正常浓度的锰，就像在肉牛身上观察到的那样。草料中 Mn 的含

量通常比牧草高，而且锰的化学构成可能比补充无机锰更具有生物利用价值。 

在可获得的样本中，肝脏是全身状态最明显的指标，其次是全血，然后是血清。因为血红

细胞锰含量高于血清，溶血可导致血清含量增加。由于 Mn 的正常血清浓度很低，很多实验室

由于敏感性不足而没有提供这种分析。总的来说，对补充锰的反应经常被用作证实锰缺乏的一

种手段，但重要的是使用一种生物可利用的形式。 

与铜、硒、铁、锌不同，妊娠后期胎儿和新生儿锰含量低于成年动物。一般来说，在 5-6 个

月大的时候，小牛犊的正常范围与成年牛差不多。对于湿重正常的肝，Mn 成年牛正常范围为

2.0 ~ 6.0 ppm，而新生犊牛正常范围为 0.9 ~ 4.5 ppm。 

 

硒 

 

硒是一种重要的矿物质，通常认为反刍动物缺乏，但很少发生在奶牛上。在奶牛中，硒缺

乏最常见的是在后备牛和初次泌乳小母牛。这种类型的缺陷在过去 5 年里显著增加。硒缺乏与

生长速度降低、饲料效率低下、免疫功能低下、生殖功能受损和肌肉组织受损有关。白色肌肉
疾病，心脏和/或骨骼肌的坏死和疤痕，与严重的硒缺乏有关;尽管也可能由维生素 E 缺乏引起。 

奶牛会尽其所能确保小牛出生时有足够的硒。它们实际上会耗尽自己的身体储备以确保新

生犊牛充足。因此，被诊断为硒缺乏的新生犊牛就是母亲缺乏的证据。硒是免疫功能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这种母亲的缺乏可能导致初乳质量差和新生犊牛保护不足，即使是在犊牛获得足

够数量的初乳。 

缺陷的诊断可以通过分析肝脏、全血或血清中硒的含量，或者通过分析全血中谷胱甘肽过

氧化物酶(一种依赖于硒的酶)来进行。最具体的分析是全血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因为它验证

了真正的功能性硒状态。肝脏作为主要的贮藏组织，是分析硒含量的最佳组织。对于血清和全

血，前者更能反映最近的摄入量，而后者更能反映长期的摄入量。由于硒蛋白在血红细胞制造

时就被整合到红细胞中，并且红细胞的半衰期很长，所以全血的硒含量比血清中硒含量更能反

映前几个月的摄入量。 

为了充分诊断硒缺乏，动物摄入硒的日粮形式是重要的。自然硒，主要以硒-蛋氨酸的形式

被代谢和合并到硒从属蛋白，但也可以合并到非特异性蛋白取代蛋氨酸。无机硒也代谢和主要

合并到硒从属蛋白。因此，血清和全血的正常浓度取决于日粮是否不同，硒是一种天然的有机

形式或无机补充物。 

过量的硒通常在经产奶牛中发现。如果硒过量足够大，会导致生殖性能下降，小牛生存能

力下降，其他矿物质失衡。过量的硒也会干扰锌的吸收。成年牛推荐的适当肝脏 Se 浓度范围

为 0.25 - 0.50 ppm，妊娠后期胎儿或新生犊牛肝脏正常水平为 0.35 - 0.75 ppm。 

 

锌 

 

锌是动物所有细胞所必需的矿物质。锌在许多酶促反应中起作用。锌缺乏与生长降低、免

疫功能差、生殖性能下降、后代生存能力差以及严重皮肤损伤病例有关。组织锌浓度不能很好

地反映身体状况。在检测的普通样品中，肝脏和血清是锌状态的最佳指标。但是，血清和肝脏

Zn 可以根据年龄、传染病、创伤、发烧和应激而改变。对添加 Zn 的反应表明，一些肝脏或血

清 Zn 较低的动物在某些临床条件下表现出改善。 

在过去几年中，被发现锌含量低于正常水平至不足水平的奶牛数量一直在增加。值得注意

的是，几乎所有这些病例都发生在经产奶牛身上，它们的肝脏中也发现了过量的铜和硒。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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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日粮中过量的铜和硒会干扰锌的吸收，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低锌可能是一个次要的影响。

事实上，有几个病例只是通过在日粮中减少过量的铜和硒即解决低锌的问题了。 

 

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是反刍动物必需的脂溶性维生素。它对所有细胞复制都至关重要，对上皮细胞的

完整性尤为重要。它在细胞间的紧密连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体内和粘膜分泌物中重

要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A 缺乏与低生长率、低饲料摄入量、低免疫功能、低生殖能力和高腹泻

发生率有关。消化道上皮细胞内壁缺乏有效的紧密连接，使得机会性病原体侵入并导致疾病。 

维生素 A 是通过绿色植物生长或补充在日粮中提供的。死亡、棕色牧草的维生素 A 含量相

对较低。因此，对于放牧的牲畜，它们必须积累足够的身体储备来度过冬天，并有足够的剩余

来为它们的后代提供足够的维生素 A。所以，在经历了明显的干旱后的春季，由于身体储备积

累的时间减少，维生素 A 缺乏现象更为常见。与矿物质不同的是，向新生犊牛提供的维生素 A

大部分是通过初乳和牛奶脂肪提供的。此外，由于奶牛在分娩时缺乏绿色的饲料，产犊后早期

在牛群中会增加新生犊牛维生素 A 缺乏的发生率。 

维生素 A 缺乏症通常不会发生在奶牛身上，但偶尔也会发生在小牛身上。在笔者调查过的

维生素 A 缺乏病例中，大多数发生在管理非常严格的畜群中。由于奶牛日粮通常都有很好的维

生素 A 补充，人们不会期望看到小牛出现这些缺陷。但必须考虑在初乳加工过程中维生素 A 丢

失的可能性。加热会分解维生素 A。因此，尽管还没有得到证实，但人们应该考虑这样一种可

能性，即在初乳解冻过快或在初乳经过巴氏杀菌以防止疾病传播的过程中，维生素 A 可能会丢

失。 

可以有效地对血清或肝组织中的维生素 A 进行分析。为了防止维生素 A 的降解，样品必须

冷冻保存，防止光照。 

 

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反刍动物必需的脂溶性维生素。它是所有细胞的重要抗氧化剂，在体内与硒结

合。维生素 E 缺乏与低生长率、低免疫功能、低生殖性能、低肌肉功能、低心血管功能和白色
肌肉疾病有关。 

维生素 E 是通过绿色植物生长或补充在日粮中提供的。死的、棕色的牧草没有维生素 E 含

量。因此，对于放牧的牲畜，它们必须积累足够的维生素 E 来度过冬天，并有足够的剩余来为

它们的后代提供足够的维生素 E。因此，在经历了明显的干旱后的春季，由于身体储备积累的

时间减少，维生素 E 缺乏的现象更为常见。向新生儿提供的大部分维生素 E 是通过初乳和牛奶

脂肪传递的，尽管也有少量的维生素 E 通过胎盘传递。还有，产犊早期牛群增加了新生儿维生

素 E 缺乏症的发生率，这是由于奶牛在分娩时缺乏绿色的饲料。 

维生素 E 缺乏症通常不会发生在奶牛身上，但偶尔也会发生在小牛身上。在作者调查过的

维生素 E 缺乏病例中，大多数发生在管理非常严格的畜群中。由于奶牛日粮通常都有很好的维

生素 E 补充，人们不会期望看到小牛出现这些缺陷。但必须考虑在初乳加工过程中维生素 E 丢

失的可能性。维生素 E 可以被热分解。因此，尽管还没有被证实，人们应该考虑这样一种可能

性，即在解冻初乳的速度过快或在对初乳进行巴氏杀菌以防止疾病传播的过程中，维生素 E 可

能会丢失。 

可以有效地对血清或肝组织中的维生素 E 进行分析。为了防止维生素 E 的降解，样品必须

冷冻保存，防止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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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免疫状态的影响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缺乏对新生儿的免疫功能有双重影响。首先，由于新生儿的免疫能力仍

在发育，这些缺陷对它们的发育有直接的负面影响。母体糟糕的免疫功能间接影响免疫力。当

母亲必须有足够的免疫能力来产生初乳的抗体时，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充，由于矿物质在胎

儿体内的运动损耗，初乳常常会出现不足。此外，在接种疫苗的时候，免疫功能差会导致疫苗

反应更差，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免疫记忆差，抗体产生差，这是优质初乳所必需的。因此，牧群

不足会导致初乳质量差。由于缺乏母亲的保护，这种不良的初乳质量等同于后代患病的几率更

高。这通常被认为是新生儿腹泻和/或新生儿/青年牛肺炎高发病率的原因之一。 

 

摘要 

 

许多样品可以检测维生素、矿物质含量，但不能提供任何迹象表明动物的整体矿物质状况。

对矿物质状况的适当诊断需要对动物群体进行彻底的评估。评估应包括完整的健康史、动物年

龄、喂养史、补充史，以及对几种动物的矿物质状况的分析(根据类群大小，建议每一类似饲喂

组至少 6-10 只)。 

日粮矿物质评估只能用于增加动物群体的矿物质评估。如果矿物质在日粮中被认为是充足

的，但是动物被发现是缺乏的，那么就需要调查其他矿物质的拮抗交互作用和动物每天平均摄

入量的补给品。例如，高 S 或高 Fe 可以导致铜和硒不足，即使在饮食中有足够的浓度。或过

量的铜、硒会对锌的状态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使用的是自由选择的补充剂，而不是添加到 TMR

中的补充剂，那么应该测量真正的摄入量。 

总的来说，常见的维生素、矿物质缺乏/过剩是畜牧业盈利能力的重大障碍。繁殖性能差会

增加淘汰奶牛的比率。比较差的最优饲料效率和低生产率影响单位奶的利润。而且，小牛健康

状况不佳会导致死亡和疾病。由此造成的疾病发病率的增加导致治疗费用上升，进而影响动物

的总体增长率和生产率。在观察到缺陷的情况下，对牛群进行跟踪，然后纠正其恢复效率提高

10%或以上，断奶重量平均提高 13.6-31.8kg/小牛或更多。这些变化大大提高了畜牧业的盈利

能力。 

在牧场操作中，必须正确识别矿物质状态异常的原因。例如，如果小牛被鉴定为缺乏铜和

硒(表明奶牛缺乏)，泌乳日粮不应立即增加补充。在作者调查过的几个案例中，这些缺陷存在于

牧群中，它们实际上是在哺乳日粮中过度补充了铜和硒。但是，这些缺陷都来自于初产小母牛

的幼崽，初产小母牛饲养没有得到适当的补充。同样的，在经产奶牛中发现过量的铜和/或硒并

不意味着所有的奶牛群体都应该减少矿物质的补充(奶牛场的后备小母牛经常饲喂与泌乳牛群

不同的饲料)。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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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推荐 

氨维乐 4 Availa4、氨维乐-锌、铜、锰 Availa-Zn、Cu、Mn、佳育钙-包膜氯化钙、易

康-过瘤胃烟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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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草、纤维 

提高纤维利用率的技术 

A. T. Adesogan*,1, K. G. Arriola*, Y. Jiang*, A. Oyebade*, E. M. Paula*, A. A. 

PechCervantes*, J. J. Romero‡, L. F. Ferraretto*, and D. Vyas*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Animal and Veterinary Sciences Program, University of Maine 

巫立新译 

 

前言 

 

牧草通常占奶牛日粮的 40%到 100%，对维持动物的生产力和健康至关重要。牧草纤维含

量高是其区别于精料的主要营养因素，能量值相对较低。然而，纤维在反刍动物的生产、健康

和福利方面发挥着根本的重要作用。除了作为一个重要的能量来源，它还刺激奶牛咀嚼和唾液

分泌、反刍、肠道蠕动和健康、缓冲瘤胃酸中毒、调节饲料摄入量、产生牛奶脂肪前体物，是

瘤胃架构的结构基础，这对固体颗粒饲料在瘤胃的消化至关重要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纤

维的主要成分——本质上是可以被消化的。然而，它们与植物细胞壁中的木质素和阿魏酸等羟

基肉桂酸密切相关，这些是完全消化饲料、特别是牧草和副产品以及利用它们所含营养和能量

的最大障碍。与木质素和阿魏酸等羟基肉桂酸的结合程度以及不同的植物解剖特征决定了可消

化纤维与不可消化纤维的区别。本文阐述了提高饲料纤维利用率的战略意义，探讨了提高饲料

纤维利用率的各种技术的效果、作用方式和优缺点。 

 

增加纤维消化的重要性 

 

由于生产力、利润和环境的原因，提高纤维的消化能力至关重要。不完全的纤维消化限制

了奶牛的饲料摄入量，从而降低了动物的生产力，增加了粪便的产量，从而降低了奶牛生产的

利润。饲料 NDF 消化率(NDFD)每增加 1 单位，干物质采食量（DMI）和奶产量分别增加 0.17

和 0.25 kg/天(Oba 和 Allen, 1999)。此外，多年生黑麦草(L. perenne)的消化率增加 5 - 6%，可

使奶产量增加 27% (Smith et al.，1998)。因此，饲草细胞壁木质素浓度每增加一个百分比，就

会严重抑制 DMI 和产乳。 

增加纤维消化的第二个原因是增加人类不消耗的纤维饲料的能量供应。谷物能量高，已经

开发了种类繁多的方法来提高反刍动物和非反刍动物从这些饲料中获取能量的效率。然而，由

于与非反刍动物饲料、生物燃料和人类食品部门的竞争，粮食需求不断增长，导致价格大幅上

涨和波动。反刍动物的纤维性饲料较少受到这种竞争性需求的影响，但其顽强的木质纤维素基

质降低了其所含能量的可获得性，需要有效的策略来提高饲料纤维及其能量的利用率和效率。 

出于环境原因，同样有必要增加纤维的消化。与淀粉相比，纤维衍生己糖的瘤胃发酵产生

更多的氢离子，从而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甲烷。因此，纤维饲料发酵比浓缩精饲料产生更多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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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和更少的能源供应。除了对奶牛的能源供应造成巨大的消耗外，肠内甲烷的产生也是温室气

体排放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肠道甲烷也是农业相关甲烷排放的主要来源，这导致了因环境

原因崇尚素食人的拥护(Poore and Nemecek, 2018)和停止畜牧业生产，尽管牲畜和牲畜产品

在人类营养、创收和生计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Adesogan et al ., 2018)，或事实上是因为

反刍动物能转化饲草为人类提供高品质食品蛋白质，牲畜摄入的饲料干物质中只有 14%是人类

可以食用的(Mottet et al.，2017)。因此，增加饲料纤维的消化率对提高动物生产力和畜牧业的

环境管理至关重要。 

调节饲料纤维摄取量和消化率的各种动物、植物和环境因素已有优秀的综述(Galyean 和

Goetsch, 1993;法尔斯和弗里茨，2007)。影响饲料纤维消化率和摄入量的主要植物性因素有：

1）植物器官中组织的化学成分，2）植物器官内的组织类型和比例，3）植物的器官类型和比例。

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反刍动物对营养物质的摄取和消化具有重要的影响(Jung, 2012)，

随着机械加工水平的提高，化学成分比其他因素更占主导地位。 

 

提高饲料纤维消化的策略 

 

机械加工。机械加工是饲料生产中一个重要的补充步骤，因为它对饲料的物理性质的影响，

导致肠道填充和限制饲料摄入量。因此，许多研究已经检验了机械加工对颗粒大小测量的影响，

特别是干草、稻草或青贮饲料的切段长度或泌乳奶牛饲料的颗粒大小分布。饲料颗粒大小在奶

牛饲料中非常重要，必须含有足够的物理有效 NDF (peNDF;Hall and Mertens, 2017)——物理

(即粒径)和化学(即 NDF 浓度)纤维特性的结合(Mertens, 1997)——在不降低消化率的情况下，

刺激咀嚼和唾液分泌，减少肠道充盈。在这种情况下，将不讨论饲料或副产品的研磨，因为它

消除了纤维的物理效果。 

切断。尽管较粗的饲料颗粒对瘤胃垫的形成、咀嚼活动、消化和乳脂含量有不可否认的好

处(Allen, 1997; Mertens,1997 年), 长的饲草颗粒可能通过降低瘤胃通过率和增加填充量来限

制摄食量(Mertens, 1987)。此外，它们还促进日粮的分离(Leonardi and Armentano, 2003)和增

加采食的时间(Grant and Ferraretto,2018)。虽然可以通过改变颗粒大小来提高纤维的消化率，

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且结果与饲料纤维化学成分的改变无关。已发表的研究(Ferraretto and 

Shaver, 2012b)的荟萃分析报告称，饲粮 NDF、DMI 和牛奶产量不受玉米青贮饲料切段长度的

影响。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纤维消化受许多因素的影响，长粒或短粒饲料的优点可能会被缺

点抵消。例如，较短的草料颗粒具有较大的细菌附着表面积，这可能会提高草料的消化率，尽

管它们的瘤胃通过速度更快(Johnson et al.， 1999)。相反，粗颗粒在瘤胃中停留的时间更长，

需要更多的咀嚼，导致瘤胃 pH 值更大(Allen, 1997)，这通常有利于纤维素分解细菌和饲料消

化。 

撕裂。收获时粉碎整株玉米是改变青贮饲料物理特性的有效方法。一种最近发展起来的青

贮饲料，称为揉搓玉米青贮，当全株玉米用自行式饲料收获机收割时，该收获机装有交叉槽式

作物加工辊，辊速差设置在约 20%以上，并以比正常切割长度(22 至 26 毫米)更大的理论切割

长度进行切碎。尽管使用了较长的切割长度，粉碎过程对粗粒秸秆颗粒和籽粒的损害比常规收

获更大。使用传统的或棕色中脉(BMR; Vanderwerff et al., 2015)整株玉米时，与传统青贮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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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方法相比，3.5% 脂肪校正乳(FCM)和实际产奶量分别增加 1.0 和 1.5 公斤/头日(Ferraretto 

and Shaver, 2012a)。这些结果是由于粉碎全株玉米获得较大的籽粒破碎和相应地改善瘤胃和

体内总消化道淀粉消化率(Ferraretto and Shaver, 2012a; Vanderwerff et al., 2015)。令人惊讶

的是，尽管饲料纤维部分似乎受到了更彻底的损害，Vanderwerff 等人(2015)报告称，当牛采食

揉搓玉米青贮而不是传统的玉米青贮饲料时，总消化道 NDF 消化率（NDFD）降低了 2 个百分

点。这些作者认为这种反应与淀粉粉碎的消化率较高对总消化道 NDFD 的负面影响有关。在前

述的处理中，未干燥和未研磨的玉米青贮样品在瘤胃 NDF 的消化性没有差异的事实得到了支

持。最后，在对 3900 个商业样本的评估中，近红外反射光谱预测的玉米青贮揉搓粉碎 30 小时

NDFD (55.0 vs. 53.4%的 NDF)低于常规处理的玉米青贮饲料(Ferraretto et al.，2018)。虽然用

揉搓机收割青贮玉米的好处是不可否认的，但在评估成本效益时必须考虑一些因素。除了购买

处理器(或新型自行饲料收获机)的相关成本外，其他因素如燃料使用的变化和轧辊磨损必须考

虑到，它们可能与那些涉及传统加工的不同。据我们所知，这些信息在文献中是没有的，应该

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制粒。除了上述颗粒大小的影响外，造粒还可以提高搬运、储存和运输(Bonfante et al.，

2016)效率，还可以增强某些大块饲料或作物残渣作为牲畜饲料的使用(Mani et al.，2006)。然

而，饲料颗粒的使用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例如，Clifton 等人(1967)对海岸百慕大草(Cynodon 

dactylon, L.)进行了评估。饲料为青贮饲料或颗粒饲料。饲喂饲料颗粒的奶牛摄取量较大，但动

物表现不佳。当饲喂颗粒饲料时需要谨慎，因为唾液分泌减少会导致酸中毒的风险，以及由于

制粒导致的瘤胃酸缓冲减少，但效果可能取决于奶牛的生产阶段。Bonfante et al.(2016)将颗粒

状 TMR 喂给正在生长的小母牛，并没有观察到对瘤胃健康的不利影响，尽管作者提倡对颗粒

状 TMR 进行更长时间的喂养。潜在可消化 NDF 部分的总消化道消化率降低，可能是由于减少

了瘤胃滞留时间。这表明，在小母牛生长过程中使用颗粒状 TMR 可能不会对瘤胃健康产生负

面影响，但需要谨慎，以确保消化率不会降低。相比之下，当用紫花苜蓿颗粒代替紫花苜蓿干

草(苜蓿属 L.)诱导奶牛亚急性瘤胃酸中毒(Khafipour et al.，2009;8%-数量单位 50-10%；干物

质基础)；在不改变饲草精料比和淀粉浓度的情况下，6 周内，以颗粒代替干草的消耗量逐渐增

加，牛奶、乳脂产量和瘤胃 pH 值呈线性下降。后一项研究结果强调，将 TMR 颗粒用于泌乳奶

牛可能是有害的，并加强了在制定日粮时考虑 peNDF 的必要性。 

遗传改进 

 

棕色中脉突变体（BMR）。提高牧草的纤维消化率通常是通过降低木质素或难消化的 NDF

浓度来实现的(Grant and Ferraretto, 2018)。与传统牧草(Sattler et al.， 2010)相比，棕色中脉

突变牧草(如玉米和高粱)的木质素浓度始终较低(Sattler et al.， 2010)，这使得 BMR 牧草的产

奶量更高。在此背景下，有几项研究报道了奶牛饲喂 BMR 的 DMI、瘤胃通过率和 NDF 消化率

与传统玉米青贮饲料相比更高(Oba and Allen, 2000; Ebling and Kung,2004)。在对已发表的研

究的荟萃分析中，Ferraretto 和 Shaver(2015)报道了饲喂 BMR 日粮而不是传统玉米青贮饲料

奶牛的消化道总 NDFD (44.8 vs. 42.3%)、DMI (24.9 vs. 24.0 kg/天)、牛奶产量(38.7 vs. 37.2 

kg/天)和蛋白质(1.18 vs. 1.13kg/天)均增加了。这些好处与较低的瘤胃肠道填充物有关，因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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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牧草为基础的日粮可能具有较低的瘤胃通过率和消化率，导致限制摄入的瘤胃的物理约束

(Allen, 1996)。 

玉米与传统高粱相比，BMR 高粱(高粱双色)木质素浓度较低，纤维消化率较高(Sattler et 

al.，2010)。Sanchez-Duarte 等人(2019)对传统高粱青贮饲料与 BMR 高粱青贮（BMRSS）饲

料进行了荟萃分析结果表明，食用 BMRSS 的奶牛的采食量 (+0.8 kg/天)，产奶量(+1.6 kg/天)

和乳脂率(+0.09%单位) 更高。此外，与传统的玉米青贮饲料相比，饲喂 BMRSS 的奶牛具有

更高的乳脂率(+0.10%)，但乳蛋白(-0.06%单位)浓度较低。采食量和产奶量无明显差异。在不

适合玉米生产的地区或情况下，BMR 杂交玉米尤其可取。一些研究表明，倒伏对 BMR 杂交高

粱尤其是在播种率高的情况下可能是一个问题的(Pedersen et al., 2005)，要降低倒伏率可以减

少植物间距或增加种植 brachytic 矮混合杂交品种，其不易倒伏(Bernard and Tao, 2015)。 

基因改良使得 BMR 杂交品种的产量比早期杂交品种高。然而，在决定种植哪种杂交品种

时，一定要考虑到某些 BMR 杂交品种的产量低于传统杂交品种，这一点很重要。这种较低的

产量可能会被 BMR 杂交品种提高的动物性能所抵消，但根据目前的情况，不同农场的改进幅

度可能有所不同。生产者应考虑制定使用 BMR 杂交品种指导奶牛生产，例如饲喂泌乳早期高

产奶牛，而在泌乳中后期饲喂不易消化的传统杂交品种。这些准则应以熟悉奶牛场当前状况的

动物营养学家和农学家的建议为基础。 

降低苜蓿木质素。对奶牛饲喂低木质素紫花苜蓿的研究已有十多年的历史。Guo et al. 

(2001)检验了木质素浓度与对照(非转基因)紫花苜蓿相比，6 个独立转基因紫花苜蓿品系

（IVNDFD）木质素浓度降低，且木质素浓度在 13 ~ 29%之间。此外，他们还观察到其中一个

转基因品系的 IVNDFD 与同基因品系相比增加了 8%。Mertens 和 McCaslin(2008)将木质素浓

度较低(5.3 比 5.8% DM)的转基因紫花苜蓿饲喂给羊羔，与非转基因品系相比，观察到更大的

NDF 摄取量(1.6 比 1.42% 体重/天)和消化率(57.5 比 49.1% NDF 摄取量)。Weakley 等(2008)

将同一转基因紫花苜蓿品种饲喂奶牛时，转基因与非转基因紫花苜蓿相比，总消化道 NDFD 更

大，但 DMI、产奶量和乳脂浓度没有差异。测试了 2 个转基因苜蓿品种(Roundup-ready 比

Roundup-ready低木质素品种)的效果，并报道了在体外对低木质素苜蓿的总肠道NDFD更大。

这一反应主要是由 NDF 与木质素的比例变化引起的，Roundup-ready 与 Roundup-ready 低木

质素相比，NDF 较低(30.1 比 31.6% DM)，但木质素浓度相似(5.6 对 5.5%的 DM)。然而，没

有同行评审的奶牛饲喂低木质素紫花苜蓿的研究发现，在解释这些结果时需要谨慎；进一步研

究评价奶牛的反应是必要的。对于 BMR 杂交品种，在选择降低了木质素紫花苜蓿和常规品种

时，考虑产量和价格的潜在变化是很重要的。 

 

化学（药品）处理 

 

    碱处理。碱处理破坏半纤维素-木质素和木质纤维素键，水解糖醛和乙酸酯，并通过诱导纤

维素膨胀破坏纤维素结晶度(Jung 和 Deetz, 1993)。这些过程增加了细胞壁的可降解性，使瘤

胃微生物能够攻击结构碳水化合物，增加半纤维素和纤维素的降解(Jung 和 Deetz, 1993;Sun 

et al，1995)。此外，碱处理有可能降解木质素，从而增加其水溶性，并使其从细胞壁中去除

(Chesson, 1988)。各种碱性物质，包括氨、氢氧化钠(NaOH)、氧化钙(CaO)和氢氧化钙(Ca(O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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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用来增加纤维的消化，从而提高低质量牧草的营养价值，特别是农作物残渣(Singh 和

Klopfenstein，1998)。然而，由于其应用成本、危险性或腐蚀性等因素，它们在提高饲料质量

方面的广泛应用受到了阻碍。 

氨化。通过水解木质素和结构多糖之间的联系来提高饲料的消化率(Dean et al.，2008)。

低质量牧草的氨化，如百慕大草(Dean et al.，2008;Krueger 等，2008)，美洲雀草(Krueger et 

al.，2008)，谷物秸秆包括大麦、小麦和燕麦(Horton and Steacy，1979)改善了牛奶的摄入量，

提高了 DM 和 NDF 的消化率，提高了 N 的浓度，提高了奶产量(Kendall et al.，2009)。然而，

饲喂氨化饲料对奶牛泌乳性能的影响并不一致(Brown et al.，1992)。此外，氨化还没有得到广

泛的商业接受，因为它的高成本，以及人和动物的吸入或摄入过多具有碱的腐蚀性作用(Krueger, 

2006)。尿素处理是一种更安全、更简单的氨化方法，其操作和安全风险要小得多 Coxworth, 

1984)。此外，它很容易运输和存储。然而，尿素酶活性和草料含水量的多少决定了尿素处理的

效果，因为尿素生成氨都需要尿素酶活性和草料含水量。 

氨纤维膨化。氨纤维膨化(AFEX)是直接氨化的一种替代方法，它结合了化学和物理处理。

该方法包括在高温高压下对低品质牧草进行氨化处理，随后进行压力释放和氨的去除

(Campbell et al.，2013; Griffith et al .,2016)或回收利用。最近，Griffith 等(2016)报道称，由于

AFEX 处理大麦秸秆，体外干物质消化率(IVDMD)和 IVNDFD 分别提高了 35%和 27%。Mor 等

(2018)报道了处理后的麦秸营养物质消化率(DM、OM、CP、NDF、ADF)的改善。然而，AFEX

处理的副产品乙酰胺(Weimer et al.，1986)可能会与处理后的生物质保持在一起。早期研究表

明，AFEX 处理产生的乙酰胺在瘤胃内的积累是短暂的，因为某些瘤胃细菌可以在酰胺上生长

(Mor 和 Mok, 2018)。为了确保肉类和牛奶不受污染，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残留乙酰胺对饲喂经

AFEX 处理饲料对牛的影响。 

氢氧化钠。氢氧化钠处理最初需要用稀碱浸泡饲料几天，然后清洗以去除未反应的残留物

(Jackson, 1977)。这对于提高像黑麦秸秆这样的低品质牧草的体外消化率从 46 到 71%是有效

的(Sundstol, 1988)，但污水对环境有污染。干燥的氢氧化钠处理涉及喷雾稀释氢氧化钠于饲料

中，没有冲洗即喂养。采用干法处理稻草，添加 4% NaOH，可提高奶牛和饲养羔羊的净能量

值、DMI 和生长性能(Garrett et al.，1974)。同样，添加 50%水分的玉米秸秆经 NaOH 处理(4% 

DM 基)后，有机物（OM）消化率比未添加水分的秸秆提高 20% (Klopfenstein 等，1972)。干

法的主要优点是劳动强度小，避免了废水污染问题。然而，由于过量的氢氧化钠没有被冲洗掉，

如果没有对饲料样品进行统一处理，就会有更大的毒性。和氨一样，氢氧化钠具有腐蚀性和危

险性。 

氧化钙或氢氧化钙。氨和氢氧化钠的替代品是危险性较低的碱，如 CaO 和 Ca(OH)2。

Wanapat 等人(2009)观察到以尿素(2.2%)和 Ca(OH)2(2.2%)复合处理的稻草饲喂奶牛，干物质

消化率（DMD）和 3.5%脂肪校正乳（FCM）较大。Chaudhry,（1998)用 CaO 处理小麦秸秆，

OM、NDF 和 ADF 的消化率更高。类似地，Shreck 等人(2015)报道了日粮含有 5% CaO 处理

过的玉米秸秆或小麦秸秆与未处理的饲料相比，肉牛的 DMI、饲料效率和平均日增重更高。 

酸处理。木质纤维素材料的酸水解预处理以水解半纤维素，降低纤维素结晶度，增加处理

后生物质的孔隙度(Sun and Cheng, 2005)。为了提高操作的方便性和成本效益，稀酸处理是首

选。Torget 等(1990)用稀硫酸(H2SO4)处理柳枝稷;并报道了 95%的木聚糖水解和随之而来的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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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素消化率的提高。稀释 H2SO4预处理玉米穗轴和玉米秸秆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Torget et al.，

1991)。酸水解还可以通过增加处理材料的孔径来提高酶介导的细胞壁消化率(Ishizawa 等，

2007)。然而，酸预处理由于成本高、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大、酸的腐蚀性强而没有得到广泛的应

用。 

也有研究报道使用无机(H2SO4)和有机酸(甲酸)作为青贮饲料防腐剂(O’kiely 等，1989; 

Henderson,1993)。硫酸降低饲料的 pH 值，从而抑制肠杆菌、梭菌等不良细菌的活性，刺激乳

酸菌; 然而，对动物性能的影响并不乐观(O 'Kiely et al.， 1989)。有机酸，特别是甲酸，可以

诱导抗菌活性，限制产乳酸细菌的活性，从而为动物保存水溶性碳水化合物(Bosch et al.，1988)。

有研究表明，经过甲酸处理的紫花苜蓿(Nagel 和 Broderick, 1992)或黑麦草(Mayne, 1993)，与

对照青贮饲料相比，随着糖浓度的增加，乙酸、乳酸和氨氮浓度降低。饲喂经过甲酸处理的青

贮饲料对动物性能的影响是不一致的。由于酸对机器的腐蚀作用以及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

酸作为青贮饲料防腐剂的使用已经减少(Lorenzo and Kiely, 2008)。四甲酸铵是甲酸的一种缓冲

形式，其腐蚀性较低，易于处理。Broderick 等人(2007)将四甲酸铵处理过的紫花苜蓿青贮饲料

喂给正在泌乳的奶牛，结果显示，与未经处理的紫花苜蓿青贮饲料相比，具有更高的 DMI、奶

产量、乳蛋白、FCM 和更高的效率。 

 

外源纤维酶 

 

纤维素-木聚糖酶。由于对外源性纤维分解酶(EFE)的组成和作用模式的了解有限，限制了

有效的 EFE 制剂的开发，从而不断提高纤维消化和牛的性能(Beauchemin 和 Holtshausen, 

2010;Adesogan 等，2014)。EFE 对饲料营养价值的影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剂量、活性

和组成(Eun 和 Beauchemin, 2007)、蛋白质组学特征(Romero etal .， 2015a)、主导 pH 和温

度(Arriola etal .， 2011)、金属离子辅因子(Ca2+，Co2+、Fe2+、Mg2+、Mn2+) (Romero 等，

2015b)，动物性能水平(Schingoethe et al.， 1999)，以及应用 EFE 的日粮比例(Dean et al.， 

2013)。 

EFE 在反刍动物日粮中的作用可分为摄食前、瘤胃中和瘤胃后(McAllister et al, 2001)。当

EFE 在饲养前应用于纤维基质时，纤维水解可以观察到 NDF 和 ADF 的部分溶解以及糖和游离

或单体羟基肉桂酸的释放(Krueger 等，2008; Romero 等，2015c)。这些因素可能有助于提高

体外纤维消化率(Romero et al.，2015a)和微生物生长(Forsberg et al.，2000)。在日粮中添加

EFE 可增加瘤胃的水解能力，主要是由于增加了细菌附着(Wang et al.，2001)和刺激瘤胃微生

物菌群(Nsereko et al.，2002)。此外，Morgavi 等(2000)表明 EFE 与瘤胃微生物的协同作用增

强了瘤胃纤维素、木聚糖和玉米青贮饲料的消化。添加 EFE 还可以通过补充所缺乏的酶活性来

提高瘤胃的水解能力。例如，瘤胃宏基因组学和环境转录组学研究表明，糖苷水解酶家族 GH7

在瘤胃中缺失，但在某些需氧微生物中存在(Dai et al.，2015)。 

EFE 的应用通常增加草料的纤维水解和 NDFD，这部分解释了它们提高动物性能的能力。

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荟萃分析报告称，EFE 在奶牛日粮中的应用导致奶牛产奶量增加(0.83 kg/

天)，这是由于 EFE 有提高 NDF 和 DM 消化率的趋势(Arriola et al.，2017)。这项荟萃分析还

报道了应用于 TMR 而不是浓缩精料或草料可以提高牛奶蛋白浓度。另一项最近的荟萃分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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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称，当奶牛饲喂含有高牧草精料比(≥50%)的酶处理饲料时，奶牛的产奶量增加(1.9 千克/天) ，

但饲喂牧草精料比较低(< 50%)的日粮时，未见增加(Tirado-Gonzalez et al.，2017)。后一项研

究报告，纤维素性-木聚糖酶处理高牧草、豆类为基础的日粮可以提高奶牛的产奶量(2.3 kg/天)，

木聚糖酶处理高牧草为基础的饲粮也可以提高奶牛的产奶量(3.1 kg/天)。 

尽管上述荟萃分析表明 EFE 对奶牛纤维消化和产奶量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但个别研究

的结果各不相同。部分原因是对酶的命名和活性理解不足，导致一些无效的酶制剂(Adesogan 

et al.，2014)在瘤胃中的降解和活性丧失(Colombatto 和 Beauchemin, 2003;(Arriola et al.，

2017)；用于纸张、纺织品和反刍动物营养的其他应用的酶的适应性(Beauchemin et al.，

2003;Adesogan 等，2014)和配方不能补充瘤胃酶的活性(Ribeiro 等，2018)。最近的方法，如

蛋白质组学、宏基因组学和环境转录组学，正在更好地理解瘤胃微生物群落的结构、相互作用

和功能(Meale et al.，2014)。这些新技术所产生的知识应该被用于制定酶制剂，这些制剂将持

续存在于瘤胃中，并有效和持续地改善纤维消化。 

酯酶和醚酶。当阿魏酸通过酯键和醚键在植物细胞壁中与木质素发生交联时，消化的程度

显著降低(Jung 和 Deetz, 1993)。Jung 和 Allen(1995)假设阿魏酸桥酯部分不能被酶利用，因

为木质素聚合物非常接近，阻碍了底物的附着。近年来，阿魏酸酯酶和对香豆酸酯酶用于提高

反刍动物饲料中 EFE 的效力(Beauchemin 等，2003;Krueger 等，2008)。 

醚酶是水解醚键并从细胞壁释放醚键阿魏酸所必需的酶，但它们很少由真菌产生，也不存

在于瘤胃环境中。Mathieu et al。(2013)报道从 26 个真菌菌株(包括腐质霉菌、曲霉菌 sp.和木

霉)3 个生态类群(白、褐、软腐菌)在 Tien 和 Kirk 培养基中培养，无论添加或不添加木屑，没

有 β-乙醚酶活动。作者得出的结论是,β-芳基醚键的裂解细胞外 β-乙醚酶是一种罕见的和在腐

木真菌中不重要的酶。 

细菌菌剂。将 EFE 与微生物接种剂一起应用于青贮饲料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可以将植物细

胞壁水解成作为发酵基质的糖，从而提高青贮饲料的发酵、动物对青贮饲料的营养保存和利用

(Muck 和 Bolsen, 1991)。因此，一些青贮饲料接种制剂含有纤维分解酶，主要是纤维素酶或木

聚糖酶，有研究报道，由于使用这些产品，青贮饲料 NDFD 提高(Filya and Sucu, 2010; Queiroz

等，2012)。 

某些接种剂含有分泌纤维分解酶的细菌，包括纤维素酶、木聚糖酶和阿魏酸酯酶(FAE)，这

些酶可以促进纤维的消化。Addah 等人(2011)报道了使用含有混合细菌的培养物 FAE，并含有

L.植物乳杆菌、L. 干酪乳杆菌、L.布氏乳杆菌的 LN4017 产品，在培养 24 h 和 48 h 后原位

NDF 的消失分别增加了 40.5 和 14.5%。不幸的是，酶活性或酶分泌能力的接种剂标签上很少

标明细菌。然而，在最近的荟萃分析中，尽管在牧草中应用同型和兼性异型发酵菌剂对 NDFD

没有影响，但产奶量得到了提高(Oliveira 等，2017)。需要更多关于接种细菌产生的酶活性的信

息，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更有效地促进纤维消化的接种剂的开发。 

扩张蛋白。膨胀性蛋白和类膨胀性蛋白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类具有独特的诱导细胞壁松弛或

疏松的非水解蛋白(Cosgrove, 2000)。它们是相对较小的蛋白质(介于~26至 28 千道尔顿之间)，

具有破坏活性，削弱纤维素纤维，从而增强纤维素酶和半纤维素酶的可接近性和水解性(Kim et 

al.，2009)。膨胀性蛋白和类膨胀性蛋白最显著的特征可能是它们与 EFE 协同作用的能力，以

增加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水解(Kim 等，2009;Bunterngsook 等，2015;Liu 等，2015)。以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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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BsEXLX1 与外源性纤维水解酶(EFE)的协同作用使纤维素和半纤维素水解增加了 5

倍以上(Kim et al.，2009)。最近,证明 BsEXLX1 对高浓度的木质素基质有更大的亲和力 (Kim 

et al ., 2013)，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它们可能会有效地提高 EFE 消化牧草复杂木质纤维素的功效,

尤其是在 C4草本和豆类,其往往比 C3更趋向于木质化。 

膨胀性蛋白和类膨胀性蛋白的重组表达，是目前唯一可行的研究这些蛋白的方法，目前缺

乏商业化的可用产品。以枯草芽孢杆菌的细菌膨胀素样蛋白(BsEXLX1)为金标准，研究了膨胀

素和膨胀素样蛋白对纤维素水解的破坏作用。 

初步研究表明，使用这两种添加剂而不是单独使用 EFE，百芒草青贮饲料的 IVDMD 和 IVNDFD

分别提高了约 4%和 16% (Pech-Cervantes et al.，2017)。相比之下，玉米青贮饲料对 IVDMD

或 IVNDFD 没有协同作用(Pech Cervantes et al.，2017)。 

活性酵母，酵母培养和酵母发酵产品。酵母产品包括活酵母，酵母培养物和酵母发酵产品，

可以从不同菌株的酿酒酵母菌生产。各种研究表明，酵母产品提高了纤维利用率和动物性能

(Ferraretto 等，2012;Jiang 等，2017a)。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它们并没有提高营养物质消化

率(Ouellet and Chiquette, 2016)、奶牛性能(Ferraretto 等，2012)，或瘤胃发酵和微生物群的

组成(Bayat et al.，2015)。Desnoyers 等人(2009)的荟萃分析显示，在奶牛日粮中添加活酵母

可使有机物（OM）的消化率提高 0.8%、DMI 提高 0.44 kg/天、产奶量提高 1.2kg/头日。同样，

在 Poppy 等人(2012)的另一项荟萃分析中，添加酵母培养物牛奶、乳脂和蛋白质的产量分别增

加了 1.18、0.06 和 0.03 kg/头日。添加酵母可以提高牛奶产量，这可能是由于纤维利用率的提

高。 

添加酵母降低了乳酸的产量，提高了乳酸的利用率(Lynch 和 Martin, 2002);从而稳定瘤胃

pH 值，增加 NDFD(Marden 等，2008)。此外，活酵母具有清除 O2 和降低瘤胃液体氧化还原

电位的能力(Newbold et al.，1996)。这些变化可能使瘤胃环境更有利于包括纤维素分解菌在内

的厌氧微生物的生长(Newbold et al.， 1996;Marden 等，2008)。此外，酵母产品的补充可能

提供可溶性生长因子，如维生素 B、氨基酸和有机酸，有利于主要纤维素分解细菌的生长

(Callaway 和 Martin, 1997;Jiang 等，2017 a, b)。 

总的来说，添加活酵母或酵母培养物可以提高奶牛的产奶量，但其反应的程度会随着奶牛

的泌乳期、酵母产品、日粮组成和对奶牛的应激因素而变化。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以优化酵

母产品为目标，以在多种条件下实现纤维消化和动物性能的持续改善。此外，研究应确定酵母

产品的主要活性成分的相对重要性，特别是酵母培养物或发酵产品，以确定其作用模式。 

白腐真菌。白腐真菌通过木素水解酶的活性实现木质素解聚，这些酶包括木质素过氧化物

酶、锰过氧化物酶、多功能过氧化物酶、漆酶和 H2O2 形成酶(如(甲基)乙二醛氧化酶和芳醇氧

化酶)(Wong, 2009;Sindhu 等，2016)。此外，白腐真菌也使用细胞外活性氧，这可能会引发木

质纤维素的腐烂，因为木质纤维素降解酶太大，无法穿透完整的细胞壁(Srebotnik et al.，1988, 

Blanchette et al.，1997)。除了木质素分解酶，某些白腐真菌也产生纤维素降解酶(β-葡糖苷酶、

纤维二糖水解酶，β-木糖苷酶) (Vrsanska et al ., 2016)，致使几个菌株同步降解木质素和纤维

素 (白腐菌、异形担子菠萝酶和耙菌属糖蛋白)。因此，白腐真菌可以提高小麦秸秆和百慕大草

等低品质牧草的消化率和营养价值(Akin et al.，1993, Nayan et al.，2018)。Tuyen 等(2012)报

道 11 种白腐真菌中有 9 种在小麦秸秆的体外 NDF 和 ADF 消化率上有提高。然而，过度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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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化合物降解是利用一些白腐菌菌株提高反刍动物纤维利用率的主要缺点之一(Wong, 2009, 

Sarnklong et al.， 2010)。 

尽管如此，在同一物种的不同菌株之间，纤维降解潜力存在着相当大的变异性。 

很少有研究涉及给动物喂食白腐菌的。一个显著的例外是 Fazaeli et al .(2004)的研究中,用

木质素选择的菌株（侧耳平菇菌 P-41）处理麦秸，饲喂泌乳奶牛增加 DMI (12.2 vs 10.6 公斤/

天), DM 消化率(52.3% vs 58.8%), NDFD (34.3% vs 42.3%),产奶量(9 vs 7.5 公斤/天),和体增

重(743 vs 272 g /天)。同样，Shrivastava 等人(2014)报道了以毛皮伞属 sp RCK-1 处理过的小

麦秸秆代替未处理过的小麦秸秆有更高的 DMI(每公斤代谢 BW)， DM 消化率(57.82% vs. 

52.07%)，NDFD(53.3% vs. 45.8 %)和犊牛的平均体重增加了 50 克/天。 

尽管有这些积极的反应，但白腐菌由于预处理时间较长(van Kuijk et al.， 2015)，更重要

的是易消化碳水化合物降解的风险，从而降低了剩余饲料的营养成分和消化率，没有被广泛用

于增加反刍动物纤维的消化(van Kuijk et al.， 2015)。虽然谨慎的菌株选择可以帮助最小化这

些问题，但应该注意的是漆酶是一种潜在的纤维素酶活性抑制剂(Moreno et al.，2012；Yingjie 

et al., 2018);真菌脱木质素作用是一个有氧过程(van Kuijk et al.，2015)，不发生在厌氧的瘤胃。 

褐腐真菌。褐腐真菌可以降解木质纤维素多糖，方法是对木质纤维素进行修饰，而不是去

除木质素(Highley, 1991)，并选择性地产生解聚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酶，残留棕色腐真菌(Gao

等，2012)。木质素的修饰包括去甲基化、羟基化和侧链氧化(Arantes et al.，2012; Martinez et 

al.，2011)。 

有几项研究使用褐腐真菌对生物质进行预处理，用于生物燃料生产，但很少有动物营养研

究使用它们来提高反刍动物饲料中纤维的利用率。Gao 等(2012)用不同菌种的白腐菌和褐腐菌

对玉米秸秆进行预处理，发现在预处理 20 天后，褐腐菌 G. trabeum (KU-41)的纤维素向葡萄

糖的转化率最大。这些作者报道：经菌株 trabeum、KU-41 和 NBRC6430 两种菌株 48 h 酶解

处理后，木聚糖转化为木糖分别 32.0 和 31.4%，对照组为 11.2%。El-Banna 等(2010)报道了

褐腐菌 Trichoderma reesei (F-418)处理甘蔗渣后饲喂羊，与未经处理的对照相比，其 CP、NDF、

ADF、半纤维素和纤维素的体内消化率均有所提高。作者报道了用 reesei 处理作物残茬(豆秸、

稻草、玉米秆和甘蔗渣)14 天后，NDF 和 ADF 的浓度分别降低了 14.4 和 10.0%。此外，用褐

腐菌处理过的豆秸饲喂绵羊 NDFD 增加(El-Banna et al.，2010)。然而，Nurjana 等人(2016)报

道了不同的 T. reesei 菌株 QM6a 降低了纳培尔草的 NDF 和 ADF 浓度，但对 NDFD 无影响。 

缺乏体外和体内褐腐真菌对消化率和动物生产性能影响的研究，归因于预处理时间长,需要

需氧条件处理,以及某些褐腐真菌菌株降解多糖,可以降低处理饲草残留养分的含量。需要进行

更多的研究，以确定在不降解这些有益多糖的情况下，获得提高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可用性的方

式去除或修饰木质素的菌株。 

 

摘要 

 

采用褐色中脉杂交种一直是最稳定、最经济的方法之一，也是提高奶牛饲用纤维消化和产

奶量所采用的策略。在此背景下，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检验和验证其他基因技术的有效性和成本

效益，如低木质素紫花苜蓿或禾本科植物、种子阿魏酸酯突变体和转基因纤维分解酶分泌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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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饲料颗粒大小的机械处理方法对纤维消化率的影响因颗粒大小而异。保持纤维的物理有效

性和减小颗粒大小之间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它们增加了采食量并促进了饲料的处理和运

输。提高纤维消化率的化学处理方法一直是有效的，但由于其腐蚀性和成本高，其推广应用受

到了限制。在生物处理技术中，一些(酵母产品、酶和青贮接种剂)在最近的荟萃分析中增加了奶

牛的纤维消化和牛奶产量，尽管个别研究的反应各不相同。应该利用经济技术使这些产品更有

效和持续有效。其他生物处理(褐腐菌和白腐菌)有相当大的潜力提高纤维的利用，只要使用的

菌株避免或尽量减少碳水化合物的降解。氨化纤维膨胀或蒸汽压力-热处理等复合处理可以降低

纤维的完整性，提高消化率，但在农场是不可行的，因为它们要在反应堆中处理。需要对饲喂

这些产品的成本效益进行更多的研究，并研究如何使这项技术适合在农场使用。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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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立新译 

 

前言 

 

    到 2050 年，全球人口预计将从目前的 72 亿增至 96 亿(联合国，2013)。这 33%的增长，

加上由于全球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球对乳制品的需求增加，意味着同期对农产品的需求将增加

约 70%(FAO,2009)。然而，在需求增加的同时，人们意识到消费者需要以可持续和环境友好的

方式生产农产品(Godfray et al.， 

2010)。为了满足这 70%的需求增长，预计牛奶产量将从 2006 年的 6.44 亿吨增加到 2050 年

的 10.77 亿吨;Alexandratos 和 Bruinsma,2012)。畜产品提供了全球 17%的能量消费和占全球

蛋白质消费量的 33%，因此是全球粮食安全的重要农产品(Rosegrant et al.，2009)。人类食用

蛋白质投入的回报，对于奶牛来说，大于 1，典型的范围是 1.4 到无穷大;无限是那些不含人类

可食用蛋白质的饮食，亦即牧草(Dijkstra et al.， 2013;Karlsson 等，2018)。这表明奶牛以一

种不与人类的食物资源竞争的方式增加了人类的食物供应总量。 

尽管牛奶对食品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大众媒体不断将牛奶生产与自然资源的低效利用

联系在一起。畜牧业生产占用了 75%的草地(Foley et al.， 2011)，其中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可耕

地，三分之二是草地和牧场(Steinfeld et al.， 2006 年), 消耗 35%的谷物产品(Alexandratos 和

Bruinsma 2012)并排放 14.5%的全球温室气体(Gerber et al.，2013)。随着地球人口的增长和

对人类食用植物资源的需求迅速增长，未来畜牧业生产可能无法获得更多耕地和粮食产品库存。

因此，反刍动物将人类不可食用的纤维饲料资源及其副产品，从人类食物链中转化为具有较高

生物价值的人类食用食品的能力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在最近的一项分析中，饲草，尤其是牧

草，是爱尔兰奶牛日粮中最大的组成部分，通常占到干物质采食量的 82%(O 'Brien et al.，2017)。

放牧牧草是 3-10 月间牧草的主要来源，通常占夏季饲粮的 95%-97%。当然，在一年中的某些

时期，饲料精补料的平均贡献是相当大的，例如一月和二月的早春月份(干物质的30%至35%)。

这种对不可食用资源的高度利用可以与保持有利可图的农业产业结构同步实现。然而，由于气

候因素，这种对放牧的依赖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是不可能的，在许多反刍动物的日粮中，有很大

的机会增加饲草的用量。这一趋势已经在饲料行业被视为是饲料行业专业人员的调查(Chase, 

2017)中，有 91.5%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 10 年至 15 年，在他们工作的奶牛场牧草的饲喂水

平已经在增加。通过描述某些管理实践，以及最近在有效的基于牧草的系统中获得的新见解，

将提出实现更高饲草(人类不可食用)日粮的战略。 

 

植物成熟 

 

在以牧草为基础的系统中，反刍动物直接完成收获的时机对植物和动物的性能都至关重要。

多年生黑麦草(PRG)是爱尔兰主要的牧草品种。由于 PRG 是一种“三叶”植物，在同一时间只有

三片绿叶存在，同时新叶的萌发与最老的第四叶的衰老同时发生(Donaghy,1998;图 1)。如果植

物成熟超过“三叶”阶段，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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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就会发生，整体牧草质量也会下降。因此，植物达到这一阶段所需的时间设定了最大放牧

间隔(即轮作长度)。这种衰老的开始推动了管理实践的实施，旨在保持牧草不进入成熟阶段。

Fulkerson 和 Donaghy(2001)也表明，代谢能(ME)水平从 1 叶期逐渐下降到 4 叶期，干物质为

2.62 Mcals/kg DM 至 2.15 Mcals/kg DM。这意味着要尽早收获，然而，研究表明，如果植物在

再生的 2 叶期之前就去叶，那么随后的再生就会受到抑制。在集约化放牧系统中，牧草利用率

较高，放牧后草地高度通常为 4cm。这迫使植物依赖和消耗储存的水溶性碳水化合物(WSC)以

生长新芽。当第一片新叶的 75%重新生长时，植株具有足够的光合能力来生长和维持，WSC

含量开始补充。如果放牧轮作时间过短，动物在 2 叶期之前进入围场，则没有足够的时间补充

WSC 的浓度。这将影响草地的整体生产力，因为再生将受到抑制，同时也有可能在较长时期内

降低草地的持久性。因此，WSC 储量的补充和 ME 的逐渐下降在 2-3 叶期设定为最佳采收间

隔。从上面的标准出发,放牧区间可以表示在一个类似的形态生长或草场质量阶段(稍后讨论),不

论季节或位置，已被证明最大化增长和黑麦草的持久性以及优化奶牛所需要的大多数营养水平

的牧草，包括蛋白质、WSC,钙,钾和镁(Fulkerson & Donaghy,2001)。 

可以考虑采用类似的办法来确定苜蓿/牧草的标准。在选择收割时间时，产量和品质的优化

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产量和质量是矛盾的，因为这两个变量不是同步的，最大产量在再生的

第 35 天达到峰值，而质量从第 15 天开始下降(Undersander,2017)。意大利的研究表明，在开

花前的 21 天苜蓿植株的收割计划中，不可吸收的 NDF 水平会增加; 28 天收割大约在第一次开

花阶段;35 天收割充分开花(DM的 iNDF分别为 15.5、17.2 和 18.3 % ;Palmonari et al.，2014)。

此外，研究还表明，与饲喂晚割期草为基础 TMR 的奶牛相比，饲喂早割期的奶牛具有更大的

DMI、牛奶产量和牛奶蛋白(Cherney et al.， 2002)。早割草纤维消化率明显高于晚割草，早割

草有助于提高奶牛 TMR 的干物质采食量(DMI)。因此，如果要实现高牧草供应，优化收获时间

需要考虑牧草成熟度、产量、aNDFom 含量和消化率。 

 

如何控制植物的成熟 

 

为了持续达到这个最佳收获间隔，需要体力劳动和脑力投入。在以牧草为基础的放牧体系

中，PRG 植物的日生长速率(0-> 200 kg DM/公顷/天)取决于气候、土壤温度、养分管理等诸多

因素。这使得放牧管理过程非常动态和复杂。近年来，可靠、易于使用的基于网络的决策支持

工具的发展促进了草地牧场饲料预算和放牧管理的改进(如：爱尔兰牧草基地;PBI;Hanrahan 等，

2017)。农民每周对牧草覆盖估值，使用一种常用的测量技术，PBI 从中产生了一系列的日产量

和周期产量(图 2)。这些产量包括: 

. 春季轮作计划-从产量到草的生长等于牧群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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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草详情-考虑牧群需求、轮作长度和放牧后剩余量，用于控制牧草供应。允许尽早识别

牧草的过剩和不足 

. 秋季饲料预算-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牧草，同时确保放牧季节延长到 11 月下旬/12 月上旬 

 

 

上述产出可支持农民在牧草分配、精料补充和冬季牧草保存等日常决策方面的需要。这些

类型的工具允许农民在适当的阶段通过放牧提高他们的放牧管理技能，最终提高 DMI 和质量，

并从基于牧草的系统中获得更高的绩效(O’donovan and 

Dillon,1999)。另一个好处是，随着每个农场数据库的开发，可以在围场水平上评估 DM 产量，

这有助于确定高或低绩效围场，并将不同的原因(如品种、土壤肥力等)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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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提出了类似的策略，可以在 TMR 系统中保持高质量的饲草混合物。“动态收获”是一种

田间组织方法，目的是在牧草品质高且要求过程动态而非静态的情况下，捕获每一块田

(Lawrence, 2018)。这种策略有助于缓解与收获时间有关的一些天气问题。“动态收获”方法的目

的是减少非泌乳或小母牛饲料(质量较差)的预定田数，从而帮助实现高产动物所需的高质量饲

草。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涉及“连续”与“交错”苜蓿种植系统。加利福尼亚的一项研究表明，采用

“交错”收割顺序可以增加高质量牧草的数量。其他领域也存在机会，例如为高产动物分配高质

量饲料的饲料储存策略。 

 

动物性能和饲料消化率 

 

一旦目标设定并成功实施，高度可消化的牧草可以持续生长和收获。牧草质量是衡量植物

成熟度的一种定量指标。它是一种测量牧草 DM 的方法，在给定的面积内，大于 4cm，通常表

示为 kg DM/公顷。O’donovan(2000)利用 3 叶期或最佳进入时间通常在牧草质量为 1,500 kg 

DM/公顷时。利用爱尔兰 tec Moorepark 泌乳奶牛进行的许多实验表明，这片牧场(或更低)提高

了动物的性能(McEvoy et al.，2010;Wims 等，2010)。此外，利用绵羊进行的多项体内消化率

研究表明，随着牧草质量超过 3 叶期的增加，牧草的 DMI、DM 消化率(DMD)、有机质消化率

(OMD)和NDF消化率(NDFD)均出现下降(Garry et al.， 2014;Beecher et al.，2018)。在Beecher

等人(2018)关于高品质 PRG 草地的实验中，作者注意到纤维消化率的重要性，测量到的 NDFD

与绵羊 DMI 呈显著正相关。牧草质量不是影响草地消化率的唯一因素。许多农艺条件(如光、

热、水分胁迫、土壤类型)、植物遗传和季节都会影响消化率，必须加以考虑。季节对饲料化学

和 aNDFom 分馏的影响见表 1。不同季节牧草质量和有机磷含量无显著差异，秋季牧区有机磷

含量 

 

升高。潜在消化池(pdNDF)降解速率为春天比秋天的牧草快(分别为 9.53 和 7.76±0.6%小时 1)。

此外,aNDFom 消化的程度春天比秋天更大(分别为 9.75 和 15.50±0.44% uNDF)。对牧草 ME/kg 

DM 的预测表明，春季牧草具有较高的能量密度 (P<0.01)，同时提供了较高的代谢蛋白

(MP;P<0.01)。 

这一分析表明，即使在植物物种中，aNDFom 作为一个组成部分也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个

比例可以在降解速率和降解程度上有所不同。季节可以影响这些特征，与牧草质量无关。

aNDFom 降解的增加可以通过增加挥发性脂肪酸的产量和增加微生物蛋白的流动来影响动物

的能量供应，同时也会影响 DMI。因此，单靠牧草质量的测定是不够动态的，不能捕捉到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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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变化，因此，在所有基本的牧草饲料分析中都必须包含这些 aNDfom 组分的测定。当饲

喂像上面描述的那些牧草时，可以实现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前期研究表明，高产奶牛仅泌乳

早期在草地上放牧，在良好的放牧条件下，可以实现 17 kg 的草 DMI 支持 30 kg/d 的牛奶生产

(Kennedy et al.，2003 年,McEvoy, 2008)。此外，多年的长期放牧试验也证明了当泌乳奶牛在

整个泌乳过程中以>95%的牧草日粮饲喂时(Dineen, 2017)，典型的生产成绩为每头奶牛每公顷

1165kg MS（410 公斤牛奶固体;MS; kg 脂肪+蛋白)。当 PRG 和白三叶草混合使用时，每头牛

和每公顷的性能进一步提高(460 kg MS/母牛和 1265 kg/公顷)。这些动物的体重一般在 500 到

530 公斤之间，每天可以消耗牧草(3.4%到 3.6% BW)18 公斤的 DM/天，这些牛群中的一些动

物以奶固体的形式产生体重，它们的饲料中有 95%是牧草。为了在高牧草中实现这一性能，饲

料消化率是关键。因此，上述数据支持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获取高可消化的饲料，以帮助支持

高性能。 

在之前提到的“高牧草饲喂”调查(Chase, 2017)中，85%的应答者认为“饲草质量不够好”是

他们在泌乳奶牛日粮中对饲喂较高饲草量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 

在 TMR 系统中，NDF 消化率对动物表现的影响也存在类似的数据。Dado and Allen(1996)和

Oba and Allen(2000)发现 NDF 消化率的增加与 DMI 和牛奶产量呈正相关。在实施高牧草配给

时，需要考虑及时收割和选择牧草品种。 

 

瘤胃转化 

 

在过去的 2 年里，我们在爱尔兰对饲喂高品质 PRG 牧草的牛进行了一些研究。试验中使

用的平均 PRG 牧草在 aNDFom 方面各不相同，一般放牧在 30%-35%之间，含糖量在 10%-

15%之间。在禾本科植物中，叶脉及其相关的厚壁组织链，特别是在增大的中脉中，为叶片提

供了抗拉强度。这些线可以连接到脉管组织并形成强壮“工”字梁工程结构。这有助于加强表皮

的附着，并在采食时减缓叶片的分裂。为了让更多的微生物消化和排出瘤胃，反刍和粒径减小

被认为是增加这些饲料颗粒表面积的基本功能。然而，在未成熟的温带牧草中，这种“工”字结构

并没有完全形成。相反，表皮细胞被叶肉细胞附着，叶肉细胞容易被消化或破坏，从而使表皮

脱落。此外，温带的草有直边的表皮细胞，这使得沿着中间的薄片容易分裂。这使得叶子能够

迅速地分裂成长维管束。对于未成熟的牧草，反刍和咀嚼仍然很重要，但由于消化速度的关系，

aNDFom 快池的消化速度和池的大小改变了粒径减少与消化的关系。例如，当我们将春牧区的

aNDFom 分割成池时，快池 aNDFfom 的 kd 为 0.24/小时，占该牧区 aNDFom 的 66%。利用

CNCPS v6.55 中的 aNDFom 通过率方程，得到了 NorFor 模型(NorFor,2011)计算出这些牛的

通过率为 0.017/小时。因此，在计算这种关系(kd/(kd+kp))的简单集成时，(0.24/(0.24+0.017)) 

= 0.934，结果瘤胃快池消化接近 94%。由于牧草的微生物降解所产生的空间与粒径的减少无

关，因此消失的速度对瘤胃的排空和由此产生的进食量有显著影响。由于表皮细胞被叶肉细胞

附着，对微生物消化 aNDFom 的抗性较低，这可以用可消化 aNDFfom 快速池的大小来进行数

学描述。这将最终导致较低比例的可消化 aNDFfom 逃逸发酵。这些计算结果与 Beecher 等人

(2018)在牧草质量和牧草质量相近的情况下报道的绵羊体内总消化道 NDF 消化率(>80%)非常

一致。 

 

补充易于消化的草料 

 

尽管在放牧管理技术和品种选择方面取得了这些进步，但春季放牧的可用性仍然有限，这

就要求在这一时期给泌乳期奶牛补充日粮。这种补充管理实践，也可以在早春饲料预算情景中

进行战术运用，因为提供精料具有保持牧草轮作在目标长度的附加效应，直到牧草生长超过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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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需求。在全国范围内，初春 1 月和 2 月精补料的平均贡献是相当可观的(DMI 的 30%至 35%;O 

'Brien 等人，2017)。此外，在一年的中期和秋季，牧场的可用性取决于温度和降水，这使基于

牧场的生产系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Roche et al.， 2009)。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添加剂

来确保奶牛在牧场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不会出现营养不足(Bargo et al.， 2003)。在建模练习中,

建立在经济上最优策略的爱尔兰奶牛场,得出平均的载畜率水平, 在大部分时间不同的浓缩料、

青贮饲料和牛奶价格场景下，精补料补充 600 公斤的 DM /牛/年是最盈利的(Ruelle et al ., 2017)。

然而，在他们的分析中有一个临界点，持续增加精料到 900 公斤 DM/头/年导致农场利润下降。

在未来的分析中，不仅要考虑盈利能力，更要考虑这种精补料在人类食用中的潜在比例和有效

性，而不仅仅是利润率。 

在实践中，精料补充的平均反应是非常多变的。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是牧草摄取量的减少。

补充饲料消耗时的替代效应(Leaver, 1985; Stockdale,2000;Bargo 等，2003;shehan 等，2011)。

研究还表明，动物在补充饲料时减少了放牧时间; 12 分钟/公斤精补料(Bargo 等，2003)。精补

料的牛奶反应(MR)，即：提供每公斤精补料增加的牛奶产量，据报道在春季比夏季(Stockdale，

1999 年)较低，因为春天草含能量高。较低的替代率会导致对所提供的精补料的 MR 值较大，

从而使向动物提供精补料更加经济。当给放牧牛提供精补料时，纤维消化的减少，以及饲料中

淀粉的加入，也被认为是反应变化的原因，并可能是替代效应的因果关系 (Bargo et 

al.2003;Doyle 等，2005;Nousiainen et al.，2009)。如前所述，当牛被喂食这些高度可消化的

饲料时，由于饲料的微生物降解所产生的空间，消化的范围和消失的速度使得瘤胃清空更快。

这可能对牛的反刍和咀嚼刺激有重要作用。而以牧草为基础的动物获得了满意的 aNDFom 摄

入量、补充量和替代效应可以显著改变这一情况。例如，来自哺乳中期 omasal flow 研究(Dineen 

et al.，未发表)的初步数据显示，只吃草的动物摄取 16.25 kg DM，其中 5.9 kg 为 aNDfom (体

重的 1.16%)。利用瘤胃抽空技术，我们可以确定反刍动物 aNDFom 的平均水平为 4.8 kg (体

重的 0.95%)。当淀粉处理(3.32 kg DM/母牛辊压大麦)给动物时，产生了较大的替代效应。总

DM 摄入量仍高于 16.82 kg DM，然而牧草 DMI 降至 13.5 kg DM。这导致了较低的总 aNDfom

摄入量(5.5 公斤;体重的 1.10%)。反刍动物 aNDfom 含量在 5.4 kg (1.09% BW)时较高，表明

该处理降低了纤维降解能力，因为总的 aNDfom 摄入量较低。正如我们所知，aNDFom 的摄入

量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可以让动物自我缓冲高发酵淀粉负荷和减少 aNDFom 的摄入量可能会

超过这一能力，有助于加强循环减少瘤胃 pH 值，从而减少 aNDFom 的消化。在去年夏天进行

的一项目中，研究人员对放牧奶牛补充一种富含可溶性纤维的饲料成分进行了评估。当爱尔兰

经历了 40 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时，他们制定的日粮与观察到的不同。然而，当雨又来了，草又变

回郁郁葱葱的绿色时，补充这类成分有一个有益的效果。在 TMR 系统中,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当

高度可消化的棕色中脉玉米青贮被纳入日粮时，与降解速度较慢的传统玉米青贮品种一样，在

相同的日粮添加比率下，它们对反刍和咀嚼的影响会非常不同(Oba 和 Allen,2000)。如果这种

情况因管理不善而加剧，比如挑食、栏舍拥挤、长期远离围栏等，那么对动物缓冲系统能力的

影响可能是有害的。为了克服这些情况，通常将切碎的秸秆加入到日常日粮中。虽然这可能会

成功地缓解这一问题，但这是补充这些极易消化的饲料的最佳方式吗? 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

究。因此，在制定包括高可消化牧草的配方时，需要考虑并重新考虑当前的建议。 

结论 

 

基于牧草系统和高饲草日粮有可能在满足全球食品需求的增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地

球人口的增加,人类可食用的植物资源的需求也在迅速增加。这些管理实践有能力将非人类可食

用的植物转化为高质量的人类可食用蛋白质。然而, 通过对本文中讨论的某些管理和营养实践

的改进,有一种基于牧草提高效率和生产率的需求。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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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牛当前纤维消化率指标：为牧场更好地理解饲养和制定更好的日

粮 

Dr. John Goeser, PhD, PAS & Dipl. ACAN 

Rock River Laboratory, Inc. 

Adjunct - Asst. Prof,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巫立新译 

 

当前奶牛日粮饲喂纤维的目的是什么？ 

 

    碳水化合物影响反刍动物营养对营养师而言不是一个新的焦点。Hall 

and Mertens (2017)最近回顾了与反刍动物营养相关的碳水化合物研究的 100年历史。纤维，

在奶牛营养上定义为中性洗涤纤维(NDF; Goering and Van Soest, 1970)，有助于奶牛日粮的

两个主要方面。亦即：物理的和能量的两个重要方面，但纤维提供的能量在每单位 TMR 所有营

养中最少。日粮的能量平衡更乐意使用可消化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淀粉和糖）、蛋白质和脂肪。

重要的是同时考虑纤维的物理有效性和能量贡献，这些是相关的。 

 

物理属性 

 

对于奶牛日粮，我们通常饲喂适当的纤维以维持瘤胃的功能和新陈代谢。常常有临床酸中

毒和亚临床瘤胃酸中毒（SARA）发生。然而，我相信，建立在全美国许多的营养顾问的工作基

础上和对日粮的评估，如今的日粮配方很少有临床症状。反倒是管理因素比如饲料发放时间或

日粮混合常常是导致瘤胃健康和 SARA的诱导因素。 

到现在，没有真正接受“标准”量化的 aNDF百分比作为物理有效性 (peNDF, aNDF 或 DM

的%)。Prof Merten 的建议：1.18mm尺寸最理想，然而宾州大学或其他的建议：4mm 尺寸可能

对确定有效性更加精确。现在 1.18 和 4mm 在滨州筛里是合成一体的，aNDF 百分比比该尺寸大

更容易确定(Heinrichs, 2013)。有名的是，NRC（2001）推荐了纤维的有效性。当然，NRC 提供

了推荐的牧草 NDF，DM 的%，对淀粉日粮变化的粗纤维。 

脆性（比如：苜蓿纤维比牧草纤维更易碎；Allen, 2000）是另外一个纤维有效性的概念，

需要进一步探讨，但如今对其的理解和特性较为模糊。 

先前讨论纤维的能量方面，在行业内现如今洗涤纤维的复杂论证仍然混乱。图 1 演示了各

种纤维划分的概念，每一个都相互嵌套入 aNDF 中。牧草分析实验室对饲料样品分批次用中性、

弱酸和强酸溶液冲洗掉饲料成分，最终确定各种组分（图 1） 。分批次冲洗或燃烧（ASH）后确

定每一个样品残存的重量与原样品的差值。 

 

能量属性 

 

淀粉和纤维每单位重量包含了同样的能量，大约 4卡/g。淀粉和纤维（纤维素）通常由葡

萄糖键连接在一起。但作为营养师，我们了解这两种营养对于奶牛可利用能量而言有巨大差距。

可利用能量巨大的不同是由于两者的葡萄糖-葡萄糖键类型作为木质素和细胞壁交叉连接，而

后进一步用拉链扣住纤维素形成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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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率的复杂物。2014 年，我从近期发表的研究泌乳牛饲料的几篇综述和摘要文章调查纤维素

和淀粉消化率的数据。泌乳牛总的消化道纤维消化率平均为 40-50%（表 1），而总的消化道淀粉

消化率平均超过 90%(Goeser, 2014)。商业化 

 

奶牛消化率水平（表观消化率，营养的%）显示与公开发表的研究类似（图 3）。在 2014 年的摘

要里，我的目的是回顾实验室纤维和淀粉消化率测定与真实数据的关系，体内数据和 30 小时体

外 NDF消化率值通常高估了奶牛消化率水平，因而受到质疑。 

自从 2014 年调查以来，行业更好地接受了这种理念：单一时间点的纤维消化率测量（比

如：NDFD30）对描述复杂的瘤胃营养消化不充分。随着对这些更好的认识，牧草分析实验室已

经改进到通过近红外反射（NIR）光谱多时间点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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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瘤胃纤维消化率。 

结合这两点和带来功能营养以确定牧场的工具，在美国两个营养操作模型已经上线： 

1、康奈尔净碳水化合物和蛋白系统 CNCPS V6.5 (Van Amburgh et al., 2015) 

2、总消化道 NDF 消化率 TTNDFD(Combs, 2013)  

另外，一个多时点分析工具已经授权，FermentricsTM (www.fermentrics.com, 

accessed online; Johnston, personal communication)，由 Pell and Schofield (1993)开

发出的方法和概念。气体产生作为这种模式允许一次性测量上千个数据。然而，纤维和淀粉消

化率模型是由气体产生曲线下面积决定的，而不是直接由纤维量决定的。这些工具中的每一个

都包含了可消化营养池规格和分隔开的营养消化率模型，预测瘤胃和整个消化道内的纤维消化

率。较好地理解可消化营养池规格和消化率要考虑如下的分析和内容。 

 

uNDF 和 NDFD 的含义和关系 

 

类似于能用鸟巢模块描述怎样的洗涤纤维参数，uNDF30和 uNDF240 (DM 或 NDF 的%)能更

好地理解与 aNDF 的关系（图 2）。在实验室里，样品（纤维的） 

 

被消化一段时间，然后用中性洗涤剂洗涤以确定剩余纤维的数量。这个数值被除，此时的 NDF

消化率= x (NDFDx, NDF 的%)，然后计算：(aNDF–uNDFx) / aNDF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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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或者，30 或 240 小时后剩余的纤维数量可能是更好的木质化纤维的指标值，如此比较

uNDF (DM 的%)成为另外一个测量评估值。该案例中，uNDF看作是木质素样品的 a%。正如 aNDF

的案例。 

 

在瘤胃内建筑一个篝火营地：点燃这捆燃烧的木头 

 

继续分析，通过我们的经验建立营火比较能更加简单地理解瘤胃纤维（或者另外其他的营

养）消化率。在夜晚的火堆坑里，木材堆积的大小和湿度（比如：干木材比湿木材）能让我们

感受到火的热度。类似地，可消化纤维的大小（类似于木材堆大小）和纤维消化率（类似于木

材堆湿度）必需精确地计算以预测不同日粮和采食水平的瘤胃纤维消化率。同样的牧草由于通

过率不同（亦即：瘤胃停留时间）高产牛或干奶牛 TMR的实际消化率不同。能准确预测的唯一

方法是通过结合可消化纤维池大小和消化率模型也包括通过率。CNCPS和 TTNDFD模型结合了通

过率 (kp, % hr-1)用潜在可消化纤维池和消化率(aNDFom kd, % hr
-1)计算如下： 

瘤胃 NDF 消化率（aNDFom 的%）=潜在可消化纤维池 X纤维[kd / (kd + kp)]， 

条件： 

.  pdNDF, aNDFom 的% = NDFD240om = (aNDFom–uNDF240om)/aNDFom x 100 

.  纤维 kd, % pdNDF hr
-1 =使用多时间点(亦即：24, 30,48 或 30, 120, 240)NDFD 确定非线性

模型 

 

纤维消化术语词典 

 

.  aNDF=用淀粉酶在中性洗涤溶液确定的 NDF 

.  aNDFom=灰分校正 aNDF 

.  uNDF=不连续消化时间（亦即：30或 240 小时）后未消化的 aNDF 

.  iNDF=难以消化的 aNDF，理论值仅仅由非线性模型确定 

.  uNDFom=校正灰分不消化纤维 

.  NDFD=消化 aNDF，以 aNDF的百分比表达 

.  pdNDF=潜在可消化 NDF 

.  NDF kd =纤维消化率 

语义 

    通常，“kd rate” 用于描述纤维或淀粉的消化率。Mertens 教授帮助我们行业 

理解 uNDF（此时是未经消化的 NDF=X）比 iNDF（此时是难以消化的 NDF=无限 

大）我将尝试帮助我们理解系数率术语；“kd rate” 在语法上是不正确的，因为“k” 

定义为系数率，“d”定义为消化。因此，“kd rate” 过于累赘和雷同，“消化率 

率”。 

 

帮助种植者获得更好的饲料以及回报率 

 

尽管 uNDF 和消化率从一个到另一个是相关的，理论上他们是能改进的。 

降低牧草木质素则 uNDF 水平较低，而相应的可消化 NDF 池较高。不过这不意味着降低了

牧草的木质素纤维消化就快了，这只是意味着有更多的纤维去消化，类似于提供了更大捆的木

头比小捆的能量更多。 

降低饲料中的 uNDF 有两个方法：1）用更多的可消化营养如淀粉、蛋白和糖稀释 uNDF，2）

降低 uNDF 在总的 aNDF 中的数量。第二个路线策略是褐色中脉玉米突变品种含 uNDF 少，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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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生物学上怎样降低苜蓿草的木质素改善质量。超级高产的谷物或除去茎的叶片是一种 uNDF

较少的策略路径，然而培育作物产量的同时可能具有 uNDF。 

向前走，Combs 教授（私下交流）建议：消化率可能是可继承的，然后可能导致纤维消化

速度随着 uNDF 降低而改进，而后增加可消化 NDF池的数量。 

在大田里，苜蓿和牧草收获的较早，则 uNDF较少和消化率较快。随着植物的成熟细胞壁内

部的交叉连接进一步发展，将会与细小的纤维素连接，如此降低了消化速度和成熟程度。奶牛

牧草的质量不建议在收割前 28天巡视，我建议在收割前大约 17 天每 3-5天巡视一次作物的成

熟度。 

 

管理中奶牛为我们提供了智慧的篝火 

 

使用 30或 40小时 NDFD平衡日粮不能考虑应用“老派”的单一 NDFD天数的测量去配制配

方已经过时了。实验室可以获得更好的信息，我现在推荐在配方时考虑 pdNDF和 aNDF kd 以精

确计算同样的牧草不同的采食水平和通过速率。aNDF kd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单独使用，因为

它取决于 uNDF 水平。然而，uNDF值有作为“新木质素”测量使用。 

我建议：监控每一头牛日粮的 uNDF30 和 240 水平（DM 的%）。据我的认知，没有一个行业

接受或发表一个确定的 uNDF 水平将限制采食量的标准，然而在一头牛内这些度量能证明当转

换牧草来源时可以帮助配制牧草日粮包括消化速率。进而，uNDF 水平能用于内部日粮预测评估

潜在的局部饲料成本收益。最近我感激也从 Dr. Sam Fessenden（AMTS技术服务）学到了：应

用 uNDF（g CHO-C）作为工具去考虑由于饲料中 uNDF 含量较少采食量预算的反应。Sam 建议：

日粮预测能在类似干物质采食量基础上比较应用不同的牧草，但也要进一步比较日粮的背景和

两种日粮所含的相对的维持 CHO-C。 

在牧场，考虑使用 Combs 教授的 TTNDFD 作为牧草分析水平工具以做决定和分配饲料。许

多顾问已经成功辅导他们的客户聚焦于 TTNDFD作为一个“新的 RFQ 

激素” 更好地预测牧草质量。 

 

在牧场说不通的语言 

 

最后，尝试改变你在农场说话的语言，因为这篇文章中讨论的术语很难传达给那些不擅长

这门艺术的人。宁可说 uNDF 或 NDFD 或 NDF kd，也不说日粮中的总纤维、冲洗粪便最终奶牛

消化纤维的数量或纤维的数量。例如，采食 24.97kg 干物质和 28%的 aNDFom，这大约相当于奶

牛在 TMR中每天消耗了 6.81kg的纤维。若认为日粮消化率仅为 40%，而目标是 50%，6.81kg 纤

维在 40 和 50%消化率的结果就在 2.724 和 3.40kg。40 比 50%可能似乎较为含糊，但当我们讨

论大约 0.681kg 可消化营养时，可能刺激就改变了。0.681kg 可消化营养能相当于 1.362kg 奶

或更多。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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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乳奶牛未经消化和物理有效纤维之间的关系 

R. J. Grant1, W. A. Smith1, M. D. Miller1, K. Ishida2, and A. Obata2 
1William H. Miner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Chazy, NY 

2Zennoh National Federation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s, Tokyo, Japan 

巫立新译 

 

前言 

 

经济、环境甚至社会因素都在鼓励于奶牛日粮中使用更多的草料(Martin et al.， 2017)。

虽然区域经济和饲料供应可能决定日粮牧草和非牧草来源的纤维之间的平衡，但我们似乎正处

于一个新时代的门槛，我们有能力有效地向泌乳奶牛提供纤维。营养学家早就认识到，中性洗

涤纤维(NDF)含量本身并不能解释所有观察到的干物质采食量(DMI)和牛奶产量的变化，因为饲

料来源和日粮中的浓度不同。结合纤维消化率和颗粒直径的测量可以提高我们预测采食量和生

产反应的能力。 

Waldo et al.(1972)认识到 NDF 需要被分解成可消化和不可消化池来计算消化速率。由于

认识到纤维中有不可消化的部分，因此进行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增进了我们对反刍动物食物

中纤维可消化性的理解，并开创了纤维消化的动态模型。研究集中在反刍动物 NDF 消化的三

个池模型：难以消化的 NDF 在体外发酵 240 小时测定未消化 NDF 加上一个快发酵和慢发酵的

NDF 池(Mertens, 1977; Raffrenato and Van Amburgh, 2010; Cotanch et al., 2014)。目前更多

的研究集中在定义与瘤胃生物相关的消化池，而不是瘤胃内的颗粒大小池，尽管纤维颗粒的消

化和粒径特性对于解释反刍纤维的周转都很重要(Mertens, 2011)。Mertens(1997)在一篇经典

的论文中提出了一种综合的 NDF 含量与粒径的集成体系，该体系以 1.18 mm 的颗粒干筛分数

为基础，称为物理有效 NDF (physical effective NDF, peNDF)。尽管 peNDF 系统仅基于颗粒

大小作为物理形式的度量，但它解释了在不同饲料来源中咀嚼活动、反刍动物 pH 值和乳脂的

大量变化。 

最近，我们研究所专注于未消化和物理有效 NDF 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一项研究，旨在评

估日粮 uNDF240 与以 peNDF 测量的颗粒直径之间的关系。peNDF 和 uNDF240 之间的潜在

相互作用是营养学家的热门话题，在此提出了几个实际的饲喂问题: 

. peNDF 和 uNDF240 在泌乳奶牛日粮中的单独和联合作用是什么?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在日粮中添加更多的 uNDF240 来调整日粮中缺少的 peNDF ? 

. 同样，如果饲料 uNDF240 高于预期，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切更细的饲草来维持饲料摄入量，

从而至少部分得到补偿? 

最根本的问题是:当日粮中的 uNDF240 含量不同时，是否存在最佳的 peNDF 浓度，反之亦

然?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受到纤维来源的影响:草料或非草料，因为它们在纤维消化池和颗粒

直径上有显著的不同。一些营养学家甚至质疑颗粒大小到底有多重要，因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了

纤维的组成部分(亦即：快、慢和 uNDF240)和它们的消化速度。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简短

的回答是——是的——颗粒大小很重要，尽管可能是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的原因，比如它对采

食行为的影响比反刍更大。 

 

MINER 研究院的研究：未经消化和物理上有效的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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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粮处理:peNDF 和 uNDF240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在 2018 年进行了一项研究，评估在 peNDF 较低或较高的日粮中

（19~20 比~22%的日粮 DM），低饲(8.9%的日粮 DM)和高饲(11.5%的日粮 DM) uNDF240 的

效果。日粮中含有约 35%的玉米青贮、1.6%的切短麦秸和梯牧干草任何一种较低或较高的

pef(0.58)物理有效因子(pef; 保留在筛上部分的颗粒≥1.18 毫米；0.24)。 

 
我们使用了一种干草粉碎机(DuraTech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Inc.， Jamestown, ND)，

通过它的锤磨切割动作来获得两种颗粒直径的干草。此外，对于较低的牧草日粮，我们用近 13%

的甜菜粕部分替代了梯牧干草，以帮助调整纤维含量。在 DM 基础上，较低的 uNDF240 日粮

包含约 47%的草料，较高的 uNDF240 日粮包含约 60%的草料(表 1)。 

 

一个新概念:物理有效的 uNDF240 

为了探讨这四种日粮中物理有效性与 uNDF240 之间的关系，我们计算了一个“物理有效的

uNDF240”(peuNDF = pef x uNDF240)。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值的范围从低 uNDF240/

低 peNDF 日粮 DM 的 5.4%到高 uNDF240/高 peNDF 日粮 DM 的 7.1%。经设计，两种日粮中

间 DM 的含量为 5.9%。支持我们关注 peuNDF 值的一个关键假设是，uNDF240 均匀分布在颗

粒直径分数上，尤其是样品经过 1.18 mm 干筛后在上方和下方的比例。目前在我们的研究院牧

草研究实验室正在解决该问题。 

在饲喂这四种日粮时，我们希望记录日粮以根据它们在 uNDF240 和颗粒直径上的显著差

异，在 DMI 中引起可预测的反应(Harper and McNeill, 2015)。我们认为它们是“板上钉钉的事”，

因为这些日粮在颗粒直径和不消化方面都有一定的范围，这在这类日粮中是可以合理观察到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想知道这两种中间日粮在计算出 peuNDF 含量相似的情况下，是否会在 DMI

中引起相似的反应。 

事实上，与较低的 uNDF240 日粮相比，高 uNDF240/高 peNDF 日粮确实限制了 DMI(表

2)。当喂食较低的 uNDF240 日粮时，peNDF 对 DMI 没有影响。但是，在较高的 uNDF240 日

粮中，较短的切碎长度可以使 DMI 增加 2.5 kg/天。因此，NDF 和 uNDF240 摄取量最高的奶

牛饲料中含有较高的、颗粒直径较小的 uNDF240。总的来说，和预期的一样，较高的 uNDF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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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粮比较低的 uNDF240 采食量更多。但是，重要的实际结果是摄入 0.45%体重（BW）的

uNDF240 奶牛饲料中含有较高的 uNDF240，而这些饲料的干草被切得更碎。peNDF 的摄入首

先受日粮中 uNDF240 含量的影响，其次受各水平下 uNDF240 颗粒直径的影响(表 2)。 

peuNDF(pef 与 uNDF240 的乘积)的摄入量由格挡板日粮拉伸决定 : 低/低比高/高的

uNDF240/peNDF 日粮分别为 1.47 和 1.74 kg/d。最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这两种中间日粮的

peuNDF 摄入量相似；我们能够从奶牛身上得到相同的摄入反应，无论我们喂给较低的

uNDF240，还是喂给较高的 uNDF240，但颗粒直径较小。 

 

 

对 peNDF 和 uNDF240 的泌乳反应 

一个关键的问题来了: 泌乳表现是否遵循这些观察到的采食量反应? 一般来说，牛奶和能

量校正乳(ECM)的生产与 peuNDF 的摄入量反应相似(表 3)。特别是高/高 uNDF240/peNDF 饲

粮奶牛 ECM 产量最低，低 /低饲粮奶牛 ECM 产量最高。对 DMI 跟踪，低 /高、高 /低

uNDF240/peNDF 日粮的 ECM 产量相似和介于中间。有趣的是，牛奶脂肪含量与日粮中

uNDF240 的相关性大于与 peNDF 的相关性。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了解乳脂对 uNDF240 和

peNDF 的相对反应性。 

较低的 peNDF 乳真蛋白提高，饲喂高/高 uNDF240/peNDF 日粮的奶牛乳蛋白最低，饲喂

低/高 uNDF240/peNDF 日粮的奶牛乳蛋白中等(表 3)。随着日粮 uNDF240 的降低，乳尿素氮

（MUN）浓度先降低，然后在 uNDF240 水平内随着 peNDF 的降低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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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peNDF 和 uNDF240 的咀嚼反应 

日粮中的 uNDF240 和 peNDF 对进食的影响大于反刍时间（表 4）。已经在多项研究中观

察到这种日粮纤维特性可能对进食时的咀嚼行为有实质性影响。最近的研究发现：牧草含量较

高、NDF 或 peNDF 含量较大、且(或)较低的 NDF 消化率可能会增加大量草料的食用时间(Grant 

and Ferraretto, 2018)。在我们的研究中，奶牛每天花在食物上的时间最多可达 45 分钟(表 4)。

事实上，采用高/高 uNDF240/peNDF 日粮饲喂的奶牛比低/低 uNDF240/peNDF 日粮饲喂的奶

牛多花 45 分钟/天的时间进食，却降低了近 3 公斤/天的 DM。一个重要而实际的管理问题是，

奶牛是否会有足够的时间在卧床上吃更多的日粮 uNDF240，而 uNDF240 又切得太长? 如果我

们考虑过度拥挤的饲喂环境，对饲喂时间的限制可能会更加有害。 

饲喂高/高 peNDF/uNDF240 日粮的奶牛与喂食低 uNDF240 日粮的奶牛相比，进食时间最

长(表 4)。在较高的 uNDF240 日粮中，对干草进行精细的切碎可以减少大约 20 分钟/天的进食

时间，使其与较低的 uNDF240 日粮更加一致。 

 
进食时间比反刍时间受影响更大的部分原因与以下的观察有关:奶牛在吞咽前往往会将一

团饲料咀嚼到相对均匀的粒度。Grant 和 Ferraretto(2018)总结研究表明，在摄食咀嚼过程中，

各种颗粒长度广泛的饲料颗粒长度降低到大约 10 - 11 mm (Schadt et al.，2012)。同样，在我

们目前的研究中证实，无论饲料中的 uNDF240 或 peNDF 含量如何，采食所有四种饲料的奶牛

都会吞下所有的总混合饲料，平均颗粒直径约为 7 - 8 mm(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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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瘤胃发酵及纤维周转动力学 

 
abc 标在同一行的字母不同表示有差异(P ≤ 0.05)。 
xy标在同一行的字母不同表示有差异(P ≤ 0.01)。 
1240 小时体外发酵未消化 NDF。 
2物理有效 NDF。 
3PH<5.8 曲线下的面积； 瘤胃 PH<5.8 的时间。 

 

瘤胃发酵：peNDF 和 uNDF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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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胃的平均 pH 值与 DMI 和 ECM 产量的响应模式相同 (表 6)。虽然不显著，但 pH 5.8 以

下的时间和面积在数值上与日粮 uNDF240 含量的相关性大于 peNDF。总挥发性脂肪酸（VFA）

浓度与 DMI、ECM 产量和瘤胃平均 pH 的模式相同，采食相似 peuNDF240 的奶牛瘤胃总 VFA

浓度相同（表 6）。以乳脂百分率为跟踪指标，本研究中瘤胃乙酸+丁酸:丙酸的比例受 uNDF240

的影响大于 peNDF。 

当我们评估瘤胃池大小和周转率时，我们发现对于饲喂较高 uNDF240 日粮的奶牛来说往

往 NDF 的池更大，对于饲喂相同日粮的奶牛来说，uNDF240 日粮的池更大(表 6)。饲喂较高

uNDF240 瘤胃的 NDF 周转率倾向于较低，饲喂高/高 uNDF240/peNDF 瘤胃纤维周转率最慢。

总的来说，瘤胃池大小和周转率在日粮中差异不大，但较高的 uNDF240 日粮增加了瘤胃中

uNDF240 的含量，减缓了 NDF 的周转率。饲喂切碎的高 uNDF240 日粮的奶牛瘤胃 NDF 周转

率较高，这有助于解释观察到的 DMI 增加。 

如果未来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初步研究的结果，则表明当饲料纤维消化率低于预期时，较细

的饲料切碎长度将提高采食量和泌乳反应。对于饲喂较高的 uNDF240 日粮和较低的 peNDF 的

奶牛来说，泌乳性能的提高与进食时间减少、瘤胃发酵和纤维周转率提高有关。 

 

初步总结：物理有效性、未消化的 NDF 和奶牛的反应 

 

我们结合研究所进行的三个实验数据，进一步探讨日粮 uNDF240 和 DMI 与 ECM 产量的

关系，以及日粮 peuNDF240 与 DMI 和 ECM 产量的关系。这三项研究的日粮配方如下: 

.研究 1：上述研究(见表 1;Smith et al. 2018a;2018 b)。 

.研究 2：日粮 DM 中牧草约 50%或 65%，混合牧草青贮 13% (主要是草),日粮 DM 中的玉

米青贮在 36 和 55%之间(Cotanch et al., 2014)。 

.研究 3：日粮 DM 中玉米青贮大约 42-60%（褐色中脉 3 或常见的），麦秸 2-7% (Miller et 

al., 2017)。 

日粮配方的详细信息可以在每一项研究的参考文献中找到。重要的是，在这三个实验中，

所有饲粮都以玉米青贮为主，含有一定比例的干草青贮和切碎的秸秆，在研究 1(目前的研究)

中，两种饲粮也含有大量的甜菜粕颗粒，以形成较低的 uNDF240，较低的牧草饲粮。 

图 1 和图 2 展示了我们在结合这三项研究数据时观察到的关系。对于这些类型的日粮，

uNDF240 和尤其是 peuNDF240 似乎都与 DMI 和 ECM 的生产有关。 

目前，重要的是将这些推论限制在类似的日粮(含干草和纤维副产品的玉米青贮饲料)中，

因为需要对不同的饲料类型和 uNDF 来源(牧草与非牧草)进行更多的研究，以确定图 1 和图 2

所示关系的稳定性。特别是，像苜蓿这样的豆科植物含有更多的木质素和 uNDF240，但是 NDF

的消化速度要比禾本科植物快，我们可能预期日粮中的 uNDF240 和豆科植物的 DMI 与以草为

基础的日粮之间的关系会有所不同。事实上，研究表明，饲喂切碎的紫花苜蓿干草(Fustini et al.，

2017)可以使泌乳奶牛获得非常高水平的 uNDF240 摄取量，部分原因是紫花苜蓿比牧草含有更

多的 uNDF240 (Palmonari et al.，2014;Cotanch 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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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展望：两个纤维的故事 

 

计算出的“物理有效 uNDF240”(pef x uNDF240)似乎是一个有用的概念，用于解释奶牛对

本研究和类似类型的饲料的反应。我们的目标不是创造另一个营养缩略词，而是专注于一个可

能有用的概念。我们能够从奶牛那里得到同样的反应，无论我们是用更大的 peNDF 饲喂较低

的 uNDF240，还是我们饲喂较高的 uNDF240，但更精细地切碎干草。换句话说，peuNDF240，

即 pef 与 uNDF240 的结合，与 DMI 和 ECM 产量有着高度的相关性。 

如果未来的研究证实了日粮 uNDF240 与 DMI 之间的这种关系，则表明当饲料纤维消化率

低于预期时，较细的饲料切碎长度将提高采食量和泌乳反应。除了研究豆科植物和禾本科植物

之间潜在的和可能的差异外，我们还必须了解对牧草和非牧草来源的纤维的潜在反应。 

正如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他的经典小说《双城记》(Tale of Two Cities)中所

写，“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 说到纤维，我们可以把 uNDF240 和 peNDF 这

两种纤维结合起来-制定配方(Grant, 2018)。需要在以苜蓿为基础的日粮、牧草系统和其他饲喂

场景中测试这种关系，这些场景与典型的以玉米青贮为基础的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上部日粮有

显著不同。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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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推荐 

X-NIR 手持便携式近红外检测仪、Agrigri -NIR 近红外光谱草料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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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瘤胃 

提高瘤胃微生物效率的对策 

T. J. Hackmann1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巫立新译 

 

前言 

 

尽管看不见，瘤胃及其微生物在牛的饲喂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在瘤胃发酵过程中，微生

物分解纤维和其他饲料成分，产生挥发性脂肪酸(VFA)。在这个过程中，微生物自身产生三磷酸

腺苷(ATP，能量)，然后利用其中的一部分 ATP 产生微生物蛋白。因此产生的 VFA 可满足动物

70%的能量需求(Bergman, 1990)，微生物蛋白可满足 60 - 85%或更多的蛋白质需求(Storm et 

al.，1983)。 

微生物发酵对牛来说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但微生物的服务是要收费的。微生物的新陈代谢

使总能量的 4%以热能的形式损失(Czerkawski, 1986)，产甲烷菌产生的甲烷会导致额外的 2 - 

12%的总能量损失(Johnson and Johnson, 1995)。饲喂更多的精料和脂肪可以帮助减少这些损

失(Russell, 2007a, Hristov et al.， 2013)，但这种做法可能并不总是经济的。很少有其他策略

能够在长期内取得成功，而这些损失在健康的发酵过程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我们不能降低微生物所收取的能量费用，我们也可以让微生物更有效地利用这些费用。

目前，微生物从发酵过程中获得的能量并不是特别有效，其直接作用也非常有限，三分之一 ATP

用于蛋白质的合成。通过增加用于蛋白质合成的 ATP，我们可以增加微生物蛋白质的产量，从

我们提供的能量中获得更多的价值。 

 

瘤胃微生物生态系统概览 

 

在一头普通奶牛 75 升的瘤胃中可以发现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细菌可能占所有细胞的 98%

以上(Lin et al.，1997)，但由于其体积小，它们可能只占微生物生物量的一半以上(见下文)。实

验室已培养了大约 200 种细菌(Mackie et al.， 2002)，但分子技术(16s rRNA 基因测序)表明，

可能存在数千个未培养的“物种”(Kim et al.， 2011)。总的来说，这些微生物形成一个复杂的联

合体来降解饲料中的纤维、蛋白质、淀粉和其他成分。 

除了细菌，瘤胃中还充满了原生动物、真菌、产甲烷菌和病毒。原生动物仅占瘤胃细胞总

数的 1%(~0.01%)的一小部分(Lin et al.，1997)。它们比细菌大得多——一些原生动物可以用肉

眼看到——因此，尽管数量很少，但它们贡献了大约 5%到 40%的微生物生物量(Williams and 

Coleman, 1992, Sylvester et al.，2005)。它们降解饲料成分的方式与细菌大体相同，但它们也

会吞噬细菌作为食物来源(生长因子)(Williams and Colema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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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还占细胞总数的一小部分，占生物量的 8% (Orpin, 1984)。通过利用其强大的根茎细

胞结构分解植物组织，它们有助于降解顽固性纤维(Dehority, 2003)。 

产甲烷菌因生产甲烷而声名狼藉。尽管典型的奶牛瘤胃中的产甲烷菌每天的总产量可达

500 升(Johnson 和(Johnson, 1995)，它们只占微生物细胞总数的 2% (Lin et al.，，1997)。在

生产甲烷的过程中，产甲烷菌会除去原本会抑制正常发酵的氢(Russell, 2002)。 

病毒不是真正的有机体，它会感染并分解细菌。将近 1/4 的瘤胃细菌含有病毒，尽管病毒

通常处于休眠(溶原性)状态(Klieve et al.，1989)。病毒不会直接导致饲料的降解。 

 

资源的浪费 

 

40 多年来，我们已经认识到微生物生长(合成微生物蛋白)的效率远非完美(Stouthamer, 

1973)。对于体内混合瘤胃微生物，实际生长效率仅为理论最大值的 1/3 ~ 2/3(通过生化途径计

算)(表 1)。也就是说，微生物在生长过程中只消耗 ATP 的 1/3。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奶牛体内

生长的微生物，因为体外混合培养和纯培养的细菌的效率都很低(表 1)。 

对于牛和实验室中的微生物来说，没有用于生长的 ATP 被用于维持、能量储存和能量溢出

等功能(图 1)。维持包括维持细胞简单存活所需的“内务管理”，如维持细胞膜上关键的离子平衡

(Russell 和 Cook, 1995)。能量储存是以糖原和其他化合物的形式在能量过剩期间合成的能量

保存(Preiss 和 Romeo，1989)。能量溢出是指当 ATP 超过生长、维持和储存的需要时，以热

量形式耗散的能量(Russell, 2007b)。简单地说，它是为了燃烧能量而燃烧能量。可以将其比作

溢出装满水的桶边缘的水(图 2)。 

 

维持 

 

因为它是细胞生存所必需的，维持是不可避免的浪费能源。尽管它有微生物的需求，但从

奶牛的角度来看，它确实是一种浪费，因为它的净产物是热量(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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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蛋白)。 

在增长率较低时，用于维持的能源占能源消耗的很大一部分。在 5%/小时的低增长率下，

它占总能源消耗的 30%以上。在 20%/小时的高增长率下，相比之下，它只占 10% (Russell, 

2007a)。这可以通过类比公司的利润、管理费用和销售来解释:当利润(增长)较低时，管理费用

(维持)占销售(能源消耗)的很大一部分(Russell，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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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胃中的生长速率随着消化物通过速率而增加。基于上述原因，提高通过率似乎是减少维

持的相对影响的一个好策略。然而，这种减少浪费的策略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通

过碾磨饲料等方式提高通过率会降低消化率(Van Soest, 1994)。 

 

储能与泄漏 

 

当存在多余的能量时就会发生储能(图 1、2)。虽然储存的能量可以在以后调动起来用于生

长(Wilkinson, 1959)，但储存仍然有些浪费，因为 ATP 不可逆转地被用于合成糖原。这些浪费

表示 20%到 50%的可用 ATP 在葡萄糖中，假设 1 个净 ATP 用于糖原合成(Stouthamer, 1973)，

2 到 5 个 ATP 用于葡萄糖发酵(Russell, 2002)。 

虽然可以储存少量或中度过剩的能量，但大量过剩的能量也可以简单地通过能量溢出以热

量的形式燃烧掉(图 1、2)。溢出的作用尚不清楚，但它可能使微生物比其竞争对手具有增长优

势(Russell, 2007a)。不管它对微生物的作用如何，溢出可能不是其生存所必需的。溢出只产生

热量(不产生蛋白质)，因此可能被认为是特别浪费的。当混合瘤胃微生物被给予大量过量的能

量(20 毫米葡萄糖)时，近 40%的热量仅来自溢出(Hackmann et al.，2013a)。 

 

避免能源过剩 

 

为了避免碳水化合物过量，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溢出和储存，需要适当的配比。当瘤胃可降

解蛋白(RDP)较低时，碳水化合物过剩，从而限制了微生物蛋白的合成。奶牛 NRC(2001)报告

说，在泌乳奶牛和小母牛的日粮干物质中，RDP的需求量分别为9.5%至11.3%和8.6%至10.8%。 

RDP 不足最常见的是高浓缩饲料(Russell, 1998)，但仍可能发生在以玉米青贮为唯一饲料

来源的奶牛日粮中(VandeHaar, 2005)。如果日粮配方软件或营养师指出日粮中 RDP 不足，可

以通过增加高 RDP 成分(如豆粕和尿素)来纠正。另一种方法是用脂肪(富含能量但不能发酵)代

替一定量的碳水化合物来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浓度。 

虽然适当的 RDP 可以减少能量溢出和存储，但不能完全消除它们。即使在 RDP 明显充足

的情况下，也会发生一些能量储存:当给牛喂食含有足够 RDP 的泌乳饲料时，微生物中可以检

测到糖原(Hackmann et al.，2013b)。此外，当以非蛋白氮(NPN)的形式来自氨给予足够的 RDP

时，混合瘤胃细菌在体外仍然会溢出能量。NPN 培养的细菌比真蛋白培养的细菌生长得慢，并

且会溢出(Van Kessel and Russell, 1996)。这一发现在体内得到了证实，通过用酪蛋白(真蛋

白)(Hume, 1970)部分替代尿素，微生物的效率提高了 36%。 

 

浪费的微生物 

 

有些微生物可能天生就比其他微生物更浪费，因此成为瘤胃清除的目标。牛链球菌是一种

明显浪费的微生物，尽管它最初被认为是引起酸中毒的原因(Russell, 2002)。当牛突然从高牧

草转向高精料时，牛链球菌就以瘤胃中丰富的碳水化合物(淀粉和糖)为食。如果不加抑制，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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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到瘤胃：1）迅速将碳水化合物发酵成乳酸，2)以其他瘤胃细菌无法比拟的速度生长，3)瘤

胃 pH 降至 4.5 或更低，除耐酸乳酸菌外，很少有微生物能存活，结果是急性瘤胃酸中毒。 

由于同样的原因，牛链球菌也会导致酸中毒，牛链球菌更擅长释放能量。细胞无论能不能

生长，都能迅速将碳水化合物发酵成乳酸。由于牛链球菌缺乏储存能量的能力，当生长受限时，

溢出是不可避免的(图 1 和图 2)。溢出的机制是由一个徒劳的质子循环，其中质子被泵出细胞

后，只会在净产生热量的情况下返回(Russell, 2007b)。 

尽管如上所述，牛链球菌在突然集中繁殖的情况下增殖最好，但无论采用何种日粮，即使

是在高牧草日粮中，牛链球菌的丰度仍然很低(Russell, 2002)。由于它是瘤胃中的固定物，而

且明显浪费，牛链球菌自然是减少的目标。 

 

减少牛链球菌 

 

目前有几种减少牛链球菌的策略，其中大多数最初是为了改善酸中毒而开发的。抗生素维

吉尼亚霉素在体内降低了牛链球菌的数量 10 倍以上，以防止乳酸的不可控积累(Coe et112 al., 

1999)。莫能菌素加泰乐菌素疗效较差。抗生素可以杀死细菌，然而，它们对微生物效率的净影

响仍然未知。 

至少在体外，活酵母(啤酒酵母)与牛链球菌竞争碳水化合物(Chaucheyras et al.，1996)。

然而，这种反刍动物竞争究竟有多广泛还不清楚(Russell, 2002)。 

其他仍处于试验阶段的策略包括：1)与细菌结合并抑制细菌的抗体; 2)刺激产生抗体的疫苗；

3）噬菌体是一种可以感染和杀死细菌的病毒，4)细菌素，由瘤胃细菌自然产生的类抗生素化合

物。抗体在体内可使牛链球菌的数量减少 4 倍(DiLorenzo et al.，2008)。一种疫苗使牛链球菌

的数量减少了不到一半，但它确实对大多数动物预防了酸中毒(Shu et al.，1999)。然而，这种

策略的有效性还没有经过长期测试(在最后一次助推使用一到两周之后)。 

噬菌体和细菌素有时在体外是有效的，但在动物试验中是否成功还有待证实。一个问题是

牛链球菌存在抵抗力。牛链球菌最初在体外被细菌素、乳酸菌肽所抑制，但耐药细胞很快发展

并生长得和未处理的细胞一样快(Russell 和 Mantovani, 2002)。瘤胃牛链球菌对一种噬菌体敏

感 40 天，但随后自发产生耐药性(Iverson and Millis, 1977)。 

 

识别其他不经济的微生物 

 

牛链球菌不太可能是唯一浪费资源的微生物。我们观察到，即使没有产生乳酸，瘤胃微生

物种群也会溢出能量(Hackmann et al.，2013a)。由于乳酸的产生是牛链球菌快速发酵和能量

溢出的标志(Russell 和 Strobel, 1990)，其他微生物必须对这种浪费负责。此外，牛链球菌不储

存能量，但瘤胃微生物种群可以储存大量的能量(Hackmann et al.，2013a)。如果我们只关注

牛链球菌的能量溢出，我们就忽略了微生物通过储存消耗能量。目前正在进行研究，以确定这

些浪费的微生物，然后可以采取消除这些微生物的策略。 

 

微生物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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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综述最强调提高微生物效率的策略是增加 ATP 向微生物生长的方向。另一个策略是减

少微生物蛋白质转化为氨，因为这有效地“抑制”了微生物的生长。 

多达 50%的微生物蛋白在瘤胃中翻转(Wells and Russell, 1996，Oldick 等，2000)。 

原生动物通过吞噬细菌来促进新陈代谢。尽管原生动物将一些被吞噬的细菌蛋白结合到自

己的细胞中，但它们会分解，并将一些蛋白质作为氨释放到瘤胃环境中(Williams and Coleman, 

1992)。因此，从瘤胃中去除原生动物会减少周转率，使微生物效率平均提高 58% (Williams and 

Coleman, 1992)。然而，去除所有原生动物并不是一种实用的策略，因为动物会自发地重新获

得原生动物，除非将其隔离开来。 

病毒也会引起细菌的裂解和循环。然而，大多数病毒在细菌细胞中处于休眠(溶原性)状态，

它们的溶原活性可能较低(Klieve et al.，1989)。细菌、原生动物，或许还有其他微生物也会自

分解(Williams and Coleman, 1992, Wells and Russell, 1996)。这种自溶不一定是对饥饿的一

种反应(Wells and Russell, 1996)，目前还不清楚如何减少饥饿。 

 

结论 

 

瘤胃微生物的生长效率不高，但消耗巨大 ATP 的非生长功能(维持、能量储存和能量溢出)。

因为它们产生热量而不是微生物蛋白，这些非生长功能对奶牛来说是浪费。通过添加适当的日

粮 RDP 以避免能量过剩，可以减少浪费。牛链球菌是一种明显的浪费微生物，因为它有能量

溢出的倾向。抗菌药物，包括抗生素、抗体和疫苗，在减少牛链球菌数量方面是有效的，尽管

还不清楚它们是否能反过来提高微生物的效率。提高效率将取决于确定其他浪费的微生物，并

进一步制定控制微生物种群的战略。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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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推荐 

乳脉嘉 RumenYeast,核力素、艾美福 Amaferm、潘牛乐 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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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源自营养 创新彰显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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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源自营养 创新彰显价值 

 

 

为何在日粮中使用艾美福（AMAFERM）？ 
 

⚫ 优化使用本地牧草。艾美福提高了牧草中纤维组分的消化率，允许最大限度地利用饲草，可以

帮助在不牺牲生产业绩的前提下，降低原料成本。 

⚫ 降低对过瘤胃蛋白需求的成本。艾美福提高瘤胃可代谢蛋白（MP）的质量，提升产奶量和乳

成分。 

⚫ 有助于抑制瘤胃酸中毒的负面影响。艾美福能通过刺激乳酸利用菌的生长以降低瘤胃 PH的

负面波动，促进乙酸、丙酸和丁酸的合成。 

⚫ 优化热应激期间的生产效率。当温湿度指数上升时，艾美福维持最佳的产奶量和乳成分水平。 

实 现 纤 维 消 化 率 最 大 化 

⚫ 艾美福是独特的。 

与其他奶牛发酵产品不同，艾美福显著

地影响厌氧真菌和瘤胃细菌两者的增长

和活力。 

⚫ 广泛、独立的研究数据。大量已经

发表的研究数据证实艾美福能增加 NDF

消化率。 

⚫ 三十多年成功地推进牛群进步。

每天美国全国各地的奶牛场都用经验证

明艾美福能提高日粮的消化率和效率。 

⚫ 艾美福实现更大的投资回报率。

无论你的目的是降低日粮成本，还是增

加奶产量或乳成分，或者是最优化使用

当地饲草，艾美福都可以提供一个有利

可图的解决方案。 

 

艾 美 福 独 特 的 功 能 

 

AMAFERM®是由控制米曲霉属真菌多

步骤发酵的专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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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源自营养 创新彰显价值 

 

艾美福（AMAFERM）：能促进瘤胃内厌氧菌和纤维素分解菌的生长，显著提高 NDF 的消化率

（平均提高 12%） 

 

正常的真菌发育                      使用“艾美福 AMAFERM” 

真菌附着在饲

草上，并能

通过酶和物

理 生 长

 艾美福促

进真菌生长

以增加与饲

草接触的 

作用将饲草分

解 。                          

表面积，使更多的快速消化细菌进入，提高饲草的消化率。 

  

艾美福在瘤胃的功能：           生产商： 

⚫ 增加真菌的成熟和酶分泌率 

⚫ 提高厌氧真菌和细菌的生长速度    

⚫ 通过纤维素分解菌迅速增加饲草    

可被消化的表面积                中国代理商： 
上海冠鹏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艾美福饲喂推荐量：                   地址：上海市交暨路 152 号爱 

围产期……………………10g/头日               建创业园 A215 室（200333）                       

泌乳期…………………… 5g/头日               电话：021-6630 7606 

后备期…………………… 3g/头日               网址：www.gpfeed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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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营养 

营养对后备牛发育、发情期及后续繁殖的影响 

Michael L. Day 

俄亥俄州立大学动物科学系 

 梁荣峰译  巫立新校 

 

前言 

在后备母牛的第一个繁殖季节中，妊娠期的成功主要是由其繁殖季节开始的时间来决定的。

之后，母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保持在群体中重新繁殖，因此其终身生产性能受到第一个繁殖季

节怀孕时间的影响。繁殖期的生理终点受每年生产周期亦即母体生理和遗传的与管理相关因素

的影响。 

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牛类生产都是季节性的，目的是为了协调饲料资源与身体维持的营

养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它产犊的需求。在北美的温带地区，大多数的母牛在晚冬或早

春时节都能达到泌乳高峰时间（产后两到三个月），同时也能达到凉爽季节草和其他牧草的生长

高峰。这些地区的一些生产者在秋天的时候就可以利用更好的天气来进行产犊、秋季牧草生长

或在春天断奶通常小牛价格较高。在美国的南部地区，由于这些地区习惯的牧草生长模式，秋

季和冬季产犊现象更为普遍。不管是哪个产犊季节，母牛每年必须怀孕的时间受到这个季节周

期的限制，典型的繁殖季节持续时间为 2 到 4 个月。 

安格斯、海福特、西门塔尔和夏洛来等品种的母牛, 首次产犊在 22 至 24 月龄(此时他们被

称为初产牛)，并在此后大约 12 月一个间隔周期一直到 6-10 岁。为了初产牛从第一次产犊中恢

复以准备第二次繁殖提供额外的时间，它们通常在进入经产畜群前哺育犊牛 3-4 周时间。假设

妊娠期略少于 9.5 月(280 至 285 天)，这就要求后备母牛在 12 到 15 月龄第一次怀孕，作为母

牛选配选择的出生日期通常多于两个月以上的变化。因此, 考虑季节性限制意味着发情期应该

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发生。然而,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到建议何时发情期应该发生与母牛的第

一次繁殖季节有关系。 

已经证明：从它们第一次排卵到第三个发情周期，母牛的受孕率增加了约 21% (Byerley et 

al., 1987; Perry et al., 1991)。这也表明，在第一个繁殖季节的受孕时间影响终身生产力。在第

一次繁殖季节母牛怀孕较早，作为两岁的初产母牛怀孕的几率更大(Burris and Priode, 1958)，

较大的终身生产性能体现在较大的断奶重，与第一次繁殖季节较晚的母牛相比更倾向于随后的

产犊年龄较早(Lesmeister et al., 1973) 。因此, 发情期出现的年龄和这一活动时间相关的配种

季节将影响第一个繁殖季节的受孕时间、终身生产性能和牛肉生产的经济效益。 

 

第一次产犊年龄的经济意义 

考虑到牛生产季节性的自然本性以及在第一个繁殖季节发情期时间对受孕和终身生产性

能的影响，一个合乎情理的问题是是否在 18 或 24 个月龄母牛成年时规避这许多的挑战。这个

问题在 20 世纪的美国温带地区是一个讨论的话题。第一个科学论文的作者发现这个问题

(McCampbell, 1921)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时间，牛未完全自产犊的冲击中恢复过来(2 岁)”，

“当母牛在 2 岁产犊，它和它的犊牛（在随后的几年）都不会长得较大，它们 2 岁比 3 岁产犊将

会降低头胎体重。”然而，在这份报告之后，大多数后续的研究都表明，2 岁比 3 岁产犊，相对

于一生的生产性能而言具有优势。”后备母牛在 3-4 岁比 2 岁产犊降低了大约 14%的产犊率，

但在之后表现类似(Withycombe et al., 1930)。然而，在 6.5 岁的所有年龄段里，在 2 岁时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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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比 3 岁时多 0.7 头犊牛。头胎犊牛的断奶重比经产牛产的犊牛更轻，无论它们是在 2 岁或 3

岁时产犊，但此后没有差别。一份详细的经济分析报告表明，4 年结束时的利润差异是 36.15

美元（235 元）/头。这一差异在 2013 年达到了约 500 美元（3250 元）/头！ 

莫里斯 (1980) 提供了关于第一次产犊年龄报告的国际综合回顾。在报告中，当母牛第一

次产犊在 2 岁到 3 岁时, 终身的产量要么更大或者没有显著差异， 总之，母牛在 2 岁比 3 岁

产犊终身多 0.7 头犊牛。USMARC, Clay Center, NE, USA 对后备母牛产犊年龄进行了最全面

的比较(Nunez-Dominquez et al., 1985, 1991)。这些牛是安格斯、海福特或短角牛和这些品种

的 F1 杂交后代。作者对该实验中的大量生产特性进行了评价。两个主要的发现是：在 2 岁时

繁育的后备母牛在其一生中多产了 138 公斤的犊牛断奶体重，而且经济效率 (投入产出) 比在

3 岁时产头胎的母牛高出了 6 至 8%。 

在美国北部和中部有超过 95% 的母牛主要由欧洲牛品种构成，2 岁第一次产犊，在佛罗

里达不少于 50%的后备母牛晚于 2 岁第一次产犊，在德克萨斯州有大约 35%(Short et al., 1994)。

在这些地区繁育的一个重要考虑是许多牛是由欧洲品种和瘤牛牛属杂交的。相比之下，在巴西

牛肉工业主要是由纯种的瘤牛牛属品种育成的，尼尔洛（来自印度）由于其耐高温和寄生虫。

巴西母牛的效率限制是第一次产犊的年龄（参见 Nogueira, 2004），并且基本上所有尼尔洛母

牛当前头胎产犊在 3 到 4 岁(Malhado et, 2013)。目前，巴西每年屠宰大约全国牲畜存栏的 23%，

而在美国这一数字占全国牲畜总数的 35% 以上。因此，在巴西养殖和屠宰动物的每 kg 肉成本

比美国要高。虽然有几个因素影响了这种差异, 但造成这种效率低下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母牛繁

育年龄延迟了 1 到 2 年。因此，在美国南部地区在一些牛群中实行推迟饲养母牛的做法，这种

低效率是这些地区生产系统所固有的。 

 

发情期的营养控制 

大多数肉母牛在 6 到 8 个月断奶, 并且已经清楚地证明，从断奶到繁殖季节开始的营养水

平会影响发情期的年龄(Patterson et al., 1992; Bagley, 1993)。传统上 的建议是从繁殖季节开

始喂养母牛以达到它们预期成熟体重的 60 到 65%。采取各种战略来实现这个目的，例如：从

断奶到繁育的体重恒定或营养限制然后是更大的养分摄取和补偿增重。总之，许多实验的结果

表明：如何灵活地达到目标体重是实现可接受的妊娠率的关键。最近的研究表明：母牛发育到

50 到 57%的成熟体重可能比 60至 65%的成熟体重在经济上更具有优势( Endecott et al., 2013)。

然而，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评估这两种策略对牛长寿和经济效率的相对影响。虽然对母牛在第

一个繁殖季节开始时理想的目标体重存在一些分歧，但毫无疑问，在此阶段的营养管理对繁育

成功至关重要。 

据报道，在第一个繁殖季节，断奶前和断奶后的生长速度比前述的繁殖季节(Roberts et al., 

2009)对繁殖成功的影响意义更深远。这一发现与之前的许多报告一致，这些报告表明，断奶前

的生长或断奶体重对发情期的时间有很大的影响。自发的性早熟(发情期前 300 天的年龄)发生

在多达 25%的后备母牛上(Wehrman et al .,1996)，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实验证明：在大约

3 个月龄从一开始持续给后备母牛进食高热量的食物会诱导其性早熟发情(Gasser et al., 2006 

a,b,c,d;表 1)在北美地区，由于牛肉生产的季节安排，牛的性早熟优势是有限的。事实上，由于

早熟的怀孕和相关的经济损失，可能会对牛肉生产的效率造成不利影响。然而，对印度牛品种

的影响，有机会利用这种生理上的优势反应，在生命早期的营养干预中采取降低产犊年龄的方

案让后备母牛在 2 岁后产犊。 

表 1. 在发情期经历过性早熟和在发情期年龄的后备母牛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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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来

自

Gasser et al, 2006a, EXPT 1; 2006b, EXPT 2; 2006c, EXPT 3; and 2006d, EXPT 4. 

   

在发情期提前繁育的生殖技术   

 

很明显，无论是在断奶后还是在断奶前，营养水平都能促进发情期的自然繁育，但由于各

种各样的原因，这一事件发生的变化是由所有母牛群内在更替决定的。在第一个繁殖季节的第

一个阶段，后备母牛怀孕的经济优势已经得到了明显的证明。因此，为了优化每一群母牛更替

的效率，重要的是所有的后备母牛在它们的第一个繁殖季节之前或非常早的时候进入发情期。

达到这个端点的挑战是由于已经超过了母牛一致性的临界值，这些还未知。即使有良好的营养

管理，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上是不可行的，提供营养水平以确保所有的后备母牛都能在发情

季开始时达到这一端点。幸运的是，目前现有的激素技术能够在发情期前诱导后备母牛发情，

同时在一个群体内使母牛同步发情。这种对繁殖状态的标准化使大多数后备母牛在第一个季节

较早就有了怀孕的绝佳机会。 

在美国的温带地区，有些牛在 12 到 15 个月龄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发情期，而在个别小群体

中，这一比例从 6%到 81%不等(Lucy et al., 2001)。对于巴西的尼尔洛牛，大约繁殖季节开始

于 24 月龄，后备母牛的发情比例超过 60%(Claro Jr. et al., 2010)。如果后备母牛在第一个繁

殖季节不能怀孕，无论是在 1 岁还是 2 岁，那么对它们的管理选择是有限的。非怀孕的后备母

牛在没有任何回报的情况下再喂养一年，或者作为一种动物，它被排除在繁育的动物之外，转

而育肥和销售屠宰。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的方法都是外用孕酮（正常由母体卵巢产生）诱导

后备母牛发情，或者单独或与其他化合物结合，如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雌激素或马绒

毛促性腺激素(eCG)帮助诱导排卵。这些诱导方案依赖于实际的孕激素处理激活生殖系统导致

发情(Anderson et al., 1996; Day and Anderson, 1998)。在孕酮治疗期间和之后，促黄体激素

（LH）的分泌会增加，卵巢的卵泡会被刺激生长，卵巢会自发地排卵或者对第二种外源性刺激

产生反应。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已经在 12 个月龄大的欧洲后备牛(Rasby et al., 1998)和 24 个月

龄大的尼尔洛牛(Rodrigues et al., 2013)上得到了很好的证明。通常情况下，超过 80%发情期

前的后备母牛通过黄体酮的治疗被诱导排卵。在欧洲牛的后备母牛中，于繁殖季节的初始阶段

在发情期前或后人工受精(AI)怀孕都没有区别，这些后备母牛被诱导/与基于孕酮的同步发情进

行人工受精程序(Lamb et. al., 2006)。在随后的繁殖季中，基于孕酮进入发情期的流程在欧洲

牛和印度牛上获得了可接受的繁殖表现，这已经在许多报告中得到了证实。重要的是要考虑到，

在那些即将进入发情期的后备牛荷尔蒙的诱导是最有效的。换句话说，在有年龄限制的情况下，

不可能用药物有效地诱导第一次排卵（Hall et al., 1995），而这些方法并不能代替正常的后备母

牛的发育和营养管理。 

 

“性早熟”瘤牛的繁育 

  早期断奶，高浓缩日粮

(EWH) 

早期断奶 ,对照日粮

(EWC) 

试验组 n 
性早熟% 

  

发 情 期 年

龄 

(d) 

性早熟% 

  

发情期年龄(d) 

EXPT1 18 89 (8/9) 262 ± 10 0 (0/9) 368 ± 10 

EXPT2 18 100 (9/9) 252 ± 9 56 (5/9) 308 ± 26 

EXPT3 10 80 (4/5) 275 ± 30 0 (0/5) 385 ± 14 

EXPT4 30 67 (10/15) 271 ± 17 20 (3/15) 331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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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后备母牛进入生产的年龄，提高了它们的终身生产率，并改善了经济效率。这种效率

的提高会在美国南部的瘤牛中得到体现，许多牛的繁育年龄仍在 2.5 岁到 3 岁之间。更大的影

响可以在巴西这样的国家体现，基本上所有的母牛都会在 3、4 岁时第一次配种。我们(M.L. Day, 

M.P. Carvalho, R.A.C. Martins, A. D. P. Rodrigues, J. L. M. Vasconcelos,L. H. Cruppe 

unpublished)在过去的 7 年里一直在巴西工作，以确定是否有一项积极的营养和激素方案干预

尼尔洛牛 (n = 2345, n = 433, 2012-2013 年)和尼尔洛与安格斯杂交母牛(n=414，2012-2013

年；n=738，,213-2014 年)，在 12-15 个月龄人工授精达到了可接受的怀孕率。这些年来，喂

养各种各样的玉米青贮饲料，在开始断奶 (6 到 9 个月)时尼尔洛和尼尔洛与安格斯杂交母牛达

到了接近人工授精的目标体重 300 公斤和 340 公斤。每年，在母牛实施人工授精前的 18 到 24

天接受孕激素的诱导发情。2012–2013 年，在繁殖季节前大约 80%的母牛被诱导排卵，尼尔洛

和杂交母牛之间的这种比例没有差异。两个连续的同步发情方案相隔大约 35 天，然后同时使

用人工授精 (初次人工授精和重新同步和非妊娠母牛的人工授精)；没有使用自然的配种。两轮

人工授精后的尼尔洛品种后备母牛的妊娠率约为 60%，尼尔洛与安格斯杂交后备母牛为 80%。

尼尔洛后备母牛在 2012–2013 年的妊娠率与前两年相似。这些结果与在传统管理下 3 或 4 岁

尼尔洛后备母牛第一次配种所取得的成果相似。2013-2014 年尼尔洛与安格斯杂交后备母牛在

两次人工授精后的妊娠率大约为 77%。在这个项目中尼尔洛与安格斯杂交后备母牛的怀孕率与

我们通常在俄亥俄州的安格斯杂交母牛所获得的相似。 

这个项目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尼尔洛影响初产牛恢复繁殖的能力。在 2013-2014 年尼尔洛

两岁产犊的母牛初产后两次人工授精的妊娠率为 58%，尼尔洛与安格斯杂交后备母牛的怀孕率

是 88%。在巴西旱季，每一个群体在产犊后 3 个月内提供营养补充。这些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

大多数尼尔洛和尼尔洛与安格斯杂交后备母牛都可以在两岁的时候成功地进行繁殖，给初产牛

提供足够的营养管理和同时采取积极的激素方法，并结合同步的人工授精。在美国南部地区，

2 岁后产犊后备母牛用这种自然的方法来评估经济效益是有保证的。 

 

结论 

 

发情期的肉用后备母牛通过影响头胎年龄（2 比 2.5 岁）和繁育季节初次受胎时间这两者

而影响肉牛生产的经济效率。牛肉生产的自然季节性和在适当的年龄如果没有出现发情期，持

续加剧效率损失的结果限制了繁殖季节生产效率的优势。当前的实践期望由气候改变初次受胎

的年龄和影响繁育以在最适合地区生产实践。影响后备母牛发情期年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后

备母牛发育过程中的营养管理。现存的高效激素技术帮助诱导发情期很好地管理适龄后备母牛。

通过营养和/或激素控制策略能大幅度影响初次排卵和后备母牛的妊娠。这些策略的适当干预，

初次繁育的年龄、最经济的产量和繁殖效率在地区、生产系统、繁育等之间是不一致的。知识

和技术的应用对效率评估的影响必需确定在给定情况下的最优方法。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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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营养影响小牛的生产性能 

Amy Radunz1 

University of Wisconsin-River Falls 

巫立新译 

 

引言 

 

当前，在美国肉牛生产面临许多挑战。美国自 1975 年奶牛存栏数达到顶峰后持续下降(NASS 

USDA,2010)。这种奶牛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投入的成本增加，饲料成本是最大的部分。因此，

调查并构想怎样更有效地生产肉牛和怎样的环境可能影响动物最终的表现型是极其重要的。动

物的表现型是基因和环境联合作用的结果。尽管动物的基因来自父母不能改变，基因的怎样表

达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营养和受孕的时间。肉牛场多数的营养研究已经聚焦在犊牛

断奶后关于生长和屠体特征最终表现的有关环境的影响。然而，近期在发育流程领域的研究已

经在着手提供更多出生早期和人类以及家畜的妊娠期环境对终生生产效率影响的洞察。作为这

里的要点，研究已经证明：在妊娠期母亲的营养可能影响幼畜出生后的生长、健康、饲料效率

和屠体成分。 

 

发育流程 

 

关于胎儿起源的假设，在 1944 年二次大战荷兰饥荒期间，Dr. Barker 第一次进行了就妊娠母亲

经历低营养摄入的流行病学方面的研究调查，结果影响他们孩子长期的健康。Dr. Barker 报告：

在妊娠期间低热量摄入导致发育流程的急剧变化，由此影响后代将来的健康，增加临床疾病如

肥胖、胰岛素耐受性和 2 型糖尿病的发病率(Barker et al., 2002)。 

 

同样，国内的动物研究报告：在妊娠期间的母亲营养影响出生后胎儿的身体成分、胰岛素敏感

性和生长率，这些都牵连到生产效率和肉品质(Ford et al., 2007; 

Radunz et al., 2010 and 2012)。如在妊娠期间母亲营养、环境、或应激这些因素会改变胎儿的

营养供应，然后会影响器官、骨骼肌肉组织和用于贮存脂肪组织的生长和发育。这些胎儿发育

的改变会更改骨骼肌肉生长、脂肪沉积、胰岛素耐受性、或后代的高血压，也将会对重要的经

济特征如生长率、健康和屠体成份有巨大的影响。到如今，使用动物的研究已经聚焦于人类的

健康，但近来肉牛妊娠营养的调查研究和管理提供了与后代生产效率牵连的证据。 

 

一个发育流程的机制解释为具有外成性质的可能。具有外成性质包含了在基因早期发育变化的

标记，复制一个细胞世代到下一个细胞世代，可能修改基因的表达，但不包括主要的 DNA 序

列的改变。具有外成性质的机制如 DNA 甲基化作用和组蛋白修正（例如乙酰化、甲基化作用

和氧化磷酸化作用）在一些自然环境的状态下（营养或有毒物）会改变基因组的活动(Bollati and 

Baccarelli, 2010)。对母亲的营养怎样诱导具有外成性质地修改动物脂肪组织，将会提供极其重

要的信息理解影响出生后胎儿动物脂肪沉积有很好的理解。 

 

在肉食动物生产中对经济极其重要的组织--肌肉和动物脂肪组织的发育窗口出现在妊娠期，可

能影响生产效率和某种屠体成分。肌肉增生（增加细胞数量）开始于妊娠早期终止于妊娠中期。

在这之后任何影响肌肉生长的时间点都会导致肥大症（增加细胞的大小）。动物脂肪组织的生长

主要开始于妊娠后期，用于脂肪组织的沉积增生可能继续到成年期，然而当动物变得较老时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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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有所下降。在先前断奶早期和高淀粉肉牛日粮的研究已经提供了出生后环境影响脂肪沉积的

证据。除了这些组织外，其他组织(胎盘、特殊组织和器官)的发育窗口出现在从妊娠开始到结

束。因此，不仅仅是环境应激类型影响最终的表现型，但也在于应激出现在发育的什么时间。

例如,在妊娠早期营养限制接着营养足够导致绵羊的出生体重比始终营养足够较大，尽管在妊娠

后期营养限制导致出生体重较小(Munoz et al., 2008)。总之，这些调查和其他研究已经提供了

发育窗口出现于从围孕期到动物出生早期的证明(Fowden et al., 2006)。 

 

断奶后的生长特征 

 

产后产奶量会受到产前母畜营养的影响，可能牵连到发育流程。给奶牛饲喂能量缺乏的妊娠日

粮与高能日粮相比产奶量较低(Corah et al., 1975)。另外，在奶牛产前限饲比正常饲喂牧草早

期泌乳产量降低 9%(Kearnan and Beal, 1992)。母羊的营养过度和不足导致 IgG 浓度、营养含

量和初乳的量降低(Swanson et al., 2007)。研究报道：产前限制营养导致初乳 IgG 和犊牛吸收

IgG 降低(Shell et al., 

1995)。初乳中 IgG 的被动转移效率是犊牛健康和免疫至关重要的(Perino et al., 1995)。这些研

究指出:妊娠后期的营养影响乳腺发育，将会影响产后产奶量和被动免疫的转移，从而影响犊牛

出生后的生长和健康。 

 

大多数母畜妊娠期营养对后代生产性能影响的研究调查在用妊娠母羊作为生物医学模型，并聚

焦于整体营养的不足(McMillen et al., 2001; Ford et al., 2007)和过剩的影响(Wallace et al., 

2002; Long et al., 2010)。这些研究已经报道了母体营养摄入与后代出生后身体成分和葡萄糖

代谢的关联，也指出：在妊娠期间特定时间和营养改变的差异也影响结果。在奶牛妊娠后期提

供高的能量日粮与低的相比，犊牛的出生重和随后的断奶重增加(Corah et al., 1975)。妊娠早

期（32-115 天）整体营养限制的影响各种各样。Long et al. (2008)观察到：奶牛的营养限制不

影响出生重或出生后犊牛的生长。与之对照，Underwood et al. (2008)报道：在母牛妊娠类似

的时期（31-120 天）营养限制，后代阉牛的出生后生长和饲料效率较高。在母羊妊娠中期稍早

些时候（28-78 天）限制营养（55%整体限制）导致雄性后代出生重较小、屠宰重较轻、内脏

脂肪较多和肌肉较少(Ford et al., 2007)。在这些研究里，营养限制显示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胎儿

生长的能量，可能在于母体组织的消耗，因为在妊娠期间营养的分配更倾向于胎儿的消费和胎

盘效率可能不同(Barcroft, 1946)。 

 

尽管对母畜营养过剩或不足的研究调查是有价值的，对特定营养成分的调查研究也能提供对发

育流程机制很好的洞悉。一些肉牛的研究已经调查了在妊娠期间特定的日粮成分对出生后代生

产特征的影响。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在冬季休眠期给妊娠后期的奶牛

补充蛋白与不补充的相比，后代阉公牛的生长率和肌肉间的脂肪沉积更高(Stalker et al., 2006; 

Martin et al., 2007; Larson et al., 2009)。先前的研究聚焦于在母羊和奶牛妊娠后期，比较饲喂

等能而提供不同的能量物质（玉米、干草和 DDGS）诱发对发育流程的影响(Radunz et al., 2012)。

在妊娠后期给母畜饲喂玉米（高淀粉）和 DDGS（高纤维、脂肪和过瘤胃蛋白）能量原料比饲

喂干草（高纤维）后代的出生重更大。另外在普渡大学的研究表明：在妊娠第三个月饲喂含有

较多蛋白的日粮也大致出生重较大(Gunn et al., 2012)。总之，这些研究显示：在妊娠后期母畜

的营养影响胎儿的生长。 

 

胴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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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类的研究类似，渴望在生长期间沉积于外部和内脏的脂肪较少，其不仅仅是因为影响生长

效率，也影响诸如胴体价值和繁殖等重要的经济特征。与人类截然不同的是肉牛关注肌肉间脂

肪沉积（亦即：大理石花纹）。在肉牛，大理石花纹比其他畜种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如：猪、

羊），因为这个脂肪沉积是美国质量等级主要的决定因素，是用于决定胴体价值的。大约 80%

的胎儿沉积脂肪组织是在妊娠的最后几周，但这些脂肪细胞开始发育是在妊娠早期(Symonds 

et al., 2007)。脂肪组织生长贯穿两个机制：1）前脂肪细胞增殖；影响形成新的成年脂肪细胞

数量（增殖型）；2）增加成年脂肪细胞的尺寸和脂类贮存能力（肥大型）。在人类(Martin et al., 

1998)和牛科动物(Zhu et al., 2008)脂肪细胞增殖主要出现在胎儿发育后期和出生后早期。这个

过程对营养环境是非常敏感的，胰岛素类生长因子、葡萄糖、胰岛素和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的浓

度占优势(Martin et al., 1998)。虽然前脂肪细胞能增生而不同于成年，它们的能力呈现被限制，

大多数的发育工作完成在生活早期(Martin et al., 1998)。因此，证明支持：胎儿和出生早期是

脂肪组织流程的关键阶段，其影响今后的脂肪沉积。 

 

来自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提供的支持表明：妊娠后期是大理石花纹发育的关键时期（表 1）。

在 3 年期间跟进当地放牧的母牛给予或不给予补充蛋白出生的阉公牛从出生到屠宰。一组在妊

娠后期不满足母牛的蛋白需求，另一组满足蛋白的需求。补充蛋白的母牛出生的犊牛胴体大理

石花纹得分、美国优级胴体的比例较高，热胴体重多 27.24kg。 

 

另外，Radunz et al. (2012)报道类似的结果表明：妊娠后期的营养在大理石花纹发育和胎儿生

长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用同样的脂肪含量日粮，饲喂 DDGS 或干草的母牛出生的犊牛比饲喂玉

米的大理石花纹和在美国优级胴体级别 2/3 以上的比例较高。这些结果建议：胴体大理石花纹

数量可能不仅仅是取决于遗传基因、出生后的营养和管理，也可能取决于母牛妊娠期的饲喂。

接下来的研究 Radunz 在羊上用同样的模型，在羔羊出生后收集胎儿脂肪组织和背最长肌组织

作为第一物证:母羊的日粮会影响与脂肪组织发育和生长相关基因的表达，能解释出生后脂肪沉

积的不同。 

 

 

结论 

 

在肉牛生产上获得更多的发育流程方面的知识主要的挑战是需要时间和资源收集数据。因此，

在此刻问题可能比答案多。这里所呈现的研究显示：母亲的营养会影响反刍动物出生后的生长

和脂肪沉积。具体来说，妊娠后期母亲的营养可能对肉牛肌肉间的脂肪沉积有显著的影响。需

要回答的问题是是否母亲的体况、供应给胎儿的营养物质、蛋白供应的数量和/或质量、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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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粮因素的变化会影响这个结果。为了改善肉牛的生产效率，有必要在环境的影响、诸如营养、

妊娠期间、出生后的早期生活和牛的终生生产效率等方面做更多的研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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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成分参数的线索告诉了我们奶牛生产性能的什么？ 

Lawrence R. Jones, PhD1, David M. Barbano, PhD2, and Ralph Ward3 

1 American Farm Products, Inc, Homer, NY 

2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Y 

3 Cumberland Valley Analytical Service, Inc, Waynesboro, PA 

巫立新译 

 

在分析脂肪成分方面持续地努力已经打开了评估奶牛群生产性能的新疆界（Woolpert,et al, 

2016）。长久以来，奶罐分析总脂肪含量。牧场管理者不久就认识到饲喂太多的谷物或放牧奶

牛将会引起乳脂抑制。这些乳脂抑制的起因是武断的，直到证明含量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反式

-10，順式-12 C18:2）是造成乳脂抑制的许多案例的原因(Bauman and Griinari,2003)。 

1978 年，总蛋白被列入例行的奶罐乳成分分析，后来在大多数联邦乳品市场订单中使用真

蛋白（2000 年 1 月），尽管加利福尼亚（不是联邦订单的一部分）仍然保留着总蛋白系统。当

蛋白价格高（>2 美元/磅）时，在乳蛋白增加的区域与多种成分价格混合在一起。同时，乳尿素

氮（MUN）加入到例行的乳成分分析中，但不合并到支付系统。MUN 是通常的一个测定瘤胃

尿素过度的指标。作为指导，5-6 的 MUN 值已经表明瘤胃可利用尿素氮短缺，同时 MUN 值在

15 以上通常表明氮排放过度。 

最近除了分析乳成分外，也分析鉴定特定的乳脂肪酸（Woolpert,et al, 2016）。因为乳脂是

由甘油三脂构成的，由一个甘油主骨架构成了大约总脂肪重量的 5.5%。因此，脂肪酸代表了乳

脂肪酸重量的大约 94.5%。脂肪酸有两个主要的来源。首先是乳腺细胞从脂肪酸 C4 到 C16 开

始合成的中短链脂肪酸。这是由乙酸和丁酸重复延长的结果到脂肪酸。然而，丁酸是几乎所有

中短链脂肪酸合成的基础。预成型脂肪酸，既可以发源于日粮，也可以来自身体沉积的脂肪，

被转运到乳腺细胞。预成型脂肪酸是 C16 和更长链的。这两种来源在 C16 脂肪酸上有部分重

叠；因此，这个种类称为混合型。如此，这些脂肪酸种类表现在牛奶的总脂肪酸内容中是如下

的关系： 

乳脂=甘油+脂肪酸（中短链+混合型+预成型） 

 

在正常的情况下，25%的脂肪酸仅是中短链脂肪酸，37.5%是混合种类，37.5%是预成型种

类（Woolpert, 2016）。然而，任何一种脂肪酸 1 个单位的变化就会导致乳脂同样的变化。比如，

中短链脂肪酸从 0.9 降低到 0.7，3.8%的乳脂率将降低到 3.6%。当日粮变化时，每一个种类的

比例也变化，表明：他们能提供具有洞察力的奶牛生产成绩。 

中短链脂肪酸的平衡和在产后围产期乳中预成型脂肪酸发生剧烈变化。在产后预成型脂肪

酸占乳中总脂肪酸的比例高（即：50%或更高），中短链脂肪酸占总脂肪酸的比例大约在 20%。

当奶牛进入正能量平衡，中短链脂肪酸和预成型脂肪酸在乳中的比例将会稳定。在泌乳期它们

稳定和上下波动的点取决于管理操作（如：饲养密度）和饲料营养的特性和质量。 

来自反刍动物乳脂的另外一个特性是高饱和度。乳脂中的双键有两个来源。第一，可能是

高比例的不饱和脂肪到达乳腺细胞。作为日粮脂肪在瘤胃里没有完全被生物氢化而逃避出来的

天然不饱和脂肪通常是有害的。不完全生物氢化会导致不饱和脂肪的重负荷，极其高的通过率，

或损害瘤胃功能。另一种情况是，可能由日粮提供的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 C18:1）作为瘤胃

保护脂肪酸。存在瘤胃保护，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对瘤胃环境的影响最小，但当水平高合并进入

乳脂仍就会影响乳腺细胞。 

333



不饱和脂肪酸也能在乳腺细胞中由十八烷酰辅酶 A 脱氢酶产生。这种酶转化 C18:0 脂肪酸

（硬脂酸）到順式-9 C18：1（油酸）。这种酶可以扮演一个维持乳脂流动性的角色。乳脂需要

一个比奶牛分泌的体温低的熔点。 

链长度（碳/脂肪酸）和不饱和程度（双键/脂肪酸）显示其流动性。若链长度增加而没有相

应地增加双键，乳脂的流动性会降低。同样地，增加一个双键流动性降低。比如，若有许多不

饱和预成型脂肪酸，中短链脂肪酸的合成将会降低（Barbano and Sherbon,1980）。记住：增

加双键和较短的链长度熔点降低。 

最近，康奈尔大学为 68 头荷斯坦牛群分析了乳脂成分。也通过坎伯兰谷分析服务了这些

牛群中的一些 TMR 脂肪酸。这些牛群不是随机选的。是由有兴趣学习更多的关于他们牛群乳

脂肪特征的牧场顾问和营养师提供的。68 头牛奶罐样品的平均、最小、最大值见表 1。 

表 1  68 头荷斯坦奶牛平均、最小和最大乳成分值 

 

 

表 2  一个卓越的牛群乳成分案例 

 

 

表 3  案例牛群展示：正常乳真蛋白、低乳脂、低中短链脂肪酸 

和高水平不饱和脂肪  

 

 

 

表 4  案例牛群：低乳蛋白、低乳脂、低中短链脂肪酸 

和高水平不饱和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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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案例牛群：低乳脂、接近正常乳蛋白和低数量不饱和脂肪 

 

 

 

表 6  案例牛群：由于补充了棕榈脂肪，C16 脂肪酸水平高 

 

 
 

图 1  案例牛群 TMR 脂肪酸水平中棕榈酸的水平较高。典型的玉米基础日粮通常不添加脂肪

如 C16:0 即包含 20%的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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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副产品的应用:释放它们的价值和处理它们的限制因素 

P.J. Kononoff, Ph.D.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Lincoln, NE 

Email: pkononoff2@unl.edu; Twitter: @rumen8er 

巫立新译 

 

前言 

 

饲料副产物长期以来都是用于饲喂反刍动物。例如，一位古希腊作家指出，为了补充贫瘠

的牧草，给希腊卡尔斯岛上的羊饲喂无花果叶、橄榄叶和植物果壳(Wilson, 2006)。今天，饲料

副产品仍然来自许多人类活动，如食品、纤维、饮料的生产，以及最近的生物能源工业。许多

副产品被大量生产和提供，并作为商品在全国和世界各地销售；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产生

的副产品通常是某些过程的次要目标(Crawshaw, 2004)。虽然它们可能含有高浓度的营养物质，

并可改善口粮的适口性；其存在、化学成分和养分的有效性可能受到第一产业和生产过程变化

的影响。尽管如此，奶牛行业在历史上一直欢迎新的副产品出现，并已学会适应这些常见副产

品的变化。显然，副产品的种类因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不同，但本文的目的是概述美国中南部地

区奶牛行业使用的一些主要副产品，并概述它们的来源、化学成分和养分利用率。 

 

玉米加工副产品 

 

干磨粉 

干磨粉工业生产以下饲料产品：酒糟(DG)、酒糟和可溶物质(DGS)以及酒糟可溶物质(DS)。

根据不同的植物，以及它是生产湿饲料还是干饲料，混合在一起的 DG 和 DS 的比例可能会有

所不同。然而，我们目前的估计是，湿法蒸馏谷物(WDG) + DS 约为 65%的 DG 和 35%的 DS 

(基于 DM)。蒸馏谷物(和 DS)在这里被称为湿蒸馏谷物(WDDGS)或干蒸馏谷物(DDGS)，我们

的假设是两者都含有一些溶质。干磨粉过程相当简单。特别是玉米(或者其他淀粉来源)经过碾

磨、发酵，淀粉转化为乙醇和二氧化碳。大约 1/3 的 DM 在淀粉发酵后仍然作为饲料产品存在。

因此，所有的营养都浓缩了 3 倍，因为大多数谷物含有大约 2/3 的淀粉。例如，如果玉米是 4%

的油，WDDGS 或 DDGS 将包含大约 12%的油。然而，最近一些油通过离心分离除去，这些

饲料的粗脂肪(CF)可能低至 6%。 

 

给奶牛喂蒸馏谷物:我们能饲喂多少? 

 

美国奶牛行业的消费量约为总DG出品的42%至46%(国家玉米种植者协会，未注明日期；

可再生燃料协会，2008)，在美国已经有几项研究显示了在日常奶牛日粮中使用 DG 的效果。一

般来说，它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饲料时，纳入奶牛饲喂系统，因为它比对照组日粮支持类似或

更高的牛奶产量 (Schingoethe et al.， 2009)。饲料中添加 20%的 DDGS (DM)可以获得更高

的经济回报(Buckner et al.， 2008)。在奶牛日粮中添加 DDGS 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因为

它可以替代价格高昂的饲料，如玉米和豆粕，甚至饲料的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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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DDGS 具有重要的营养成分，但奶牛营养学家倾向于将 DDGS 的含量限制在日粮 DM

的 10%以内(Janicek et al.，2008;(Schingoethe et al.，2009)。历史上的原因之一是脂肪含量

高，一般在 10%到 12%之间(Kleinschmit et al.，2006；Schingoethe et al.，2009)。由于 DDGS

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含量高，这可能导致乳脂肪抑制(MFD)，这已被实验观察到。例如，

Leonardi 等人(2005)报告说，随着日粮中 DDGS 的增加，乳脂率呈线性下降。DDGS 仅有 10% 

~ 15%的不同，乳脂率即从 3.33%降低到 3.24%。同样，Hippen et al.(2010)报道了以日粮 20%

的 DDGS 饲料饲喂牛奶导致脂肪浓度降低。这些变化是轻微的，当日粮没有 DDGS 乳脂平均

为 3.21%和 1.42kg；日粮有 DDGS 乳脂平均为 3.03%和 1.28kg。造成牛奶脂肪减少的原因可

能是 PUFA 的高瘤胃负荷，进而影响生物氢化的程度，并导致反式脂肪酸的积累，最终可能导

致 MFD。近来 DDGS 有令脂肪含量下降而造成 MFD 的威胁(RamirezRamirez et al.，2016)。 

营养学家和饲料厂家在制定含有 DDGS 的日粮时，不仅要注意日粮中中性洗涤剂纤维

(NDF)的含量，还要注意 NDF 的来源。乙醇副产物(玉米皮部分)纤维含量高；然而，其可能不

是有效纤维，这意味着不会引起瘤胃运动、反刍活动和唾液分泌的高发生率。这些因素最终导

致瘤胃 pH 值下降和瘤胃酸中毒；这有可能加剧瘤胃中大量 PUFA 的负面影响。全面了解 DDGS

的营养成分，特别是脂肪含量至关重要；尽管如此，它也可以替代玉米，降低日粮中的淀粉含

量，并降低瘤胃 pH 值低的风险(Ramirez Ramirez et al.，2015)。 

 

营养变化和酒糟可溶性 

 

研究表明，无论是在生产厂内部还是之间，副产物如 DG 的营养含量都可能存在高度差异

(Knott et al.，2004;Spiehs et al .,2002)。例如，Knott 等人(2004)证明 DG 中的粗蛋白(CP)水

平可能在 25% - 35%之间，脂肪 (10-12%)、NDF(8-10%)和磷(0.8 -1%)中也观察到变化。这些

研究者指出，DDG 营养变化的最大来源之一取决于添加到谷物中可溶物的数量。随着 CP 浓度

的增加，这些营养素的可用性也可能不同。因此，研究人员开始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创造实际

的方法来控制这种变异。来自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St-Pierre and Weiss, 2015)认为常规饲料

采样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可能很难和根据单个实验室承载的结果进行采样和配制定量需要花

费大量的时间，因此需要收集和分析大量的样品。这将允许估计平均值和这些估计的变化。因

此，通过饲喂饲料的预期平均值，就有可能防止营养不足，如蛋白质。 

 

湿磨法 

与干磨工艺相比，湿磨工艺更为复杂，因为玉米粒被分成几个部分，便于进行分种类的高

价值销售。例如，油被提取并出售，剩余的含有大量过瘤胃蛋白的玉米蛋白粉，通常销售给奶

牛、家禽或宠物行业。湿磨是一种需要使用高质量(2 号或更好)玉米的过程，这种过程会产生大

量主要供人类使用的产品。在此过程中，要浸泡玉米，将玉米仁成分分离为玉米糠、淀粉、玉

米粉(蛋白质)、胚芽和可溶性成分。湿玉米麸质饲料(WCGF)通常由玉米糠和浸渍料组成，如果

工厂具备加工条件，可加入胚芽粉。WCGF 可以根据工厂的能力而变化。白酒糟比玉米糠或胚

芽粉含有更多的能量和蛋白质(Scott et al.，1997)。因此，工厂浸泡玉米得时间越长，所产出的

WCGF 糠或胚芽粉含 CP 和能量越高。WCGF 含有 16 - 25%的 CP，瘤胃不可降解蛋白(RUP)

值约为 24 - 30% CP (NRC, 2001)。在湿磨过程中，玉米面筋粉被移除，并销售更高的价格。

玉米面筋粉不能与 WCGF 混淆，因为玉米面筋粉含有约 60% - 65%的 CP 和 aRUP 值约为 64 

- 75% CP (NRC，2001)。由于工厂间的差异，WCGF 甚至在工厂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一些研究表明，一般的概念，传统饲料可能被部分取代，副产品可能可以维持牛奶生产。

例如，VanBaale 等人(2001)观察到，当饲粮中含有 20%的 WCGF 显示，与食用苜蓿干草、玉

米青贮和玉米粒的奶牛相比，奶牛采食更多 DM，产出更多牛奶。Boddugari 等人(2001)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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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类似于 WCGF 的湿磨玉米产品可能对泌乳奶牛的日粮有效。当用于替代精料时，可按日

粮 DM 的 45%和当用于替代玉米和牧草时可以按 DM 的 60%以上添加 WCGF。在一项饲喂试

验中，这些研究人员还观察到，平均而言，当 WCGF 替代对照组日粮 50%的精料和 30%的草

料时，奶牛采食的饲料更少，但多产了 4.54kg 奶。这些结果表明，最优的添加水平取决于被替

代的饲料及其所含的其他成分。 

显然，奶牛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可以利用非传统的饲料作为营养来源生产牛奶；然而，其

能力显然是有限的。Rezac 等人(2012)在一项旨在测试玉米蛋白饲料中是否含有蛋白的研究中，

制定了将玉米青贮和苜蓿完全从饲料中去除，代之以 CGF 和草原高杆草的日粮。平均而言，

完全去除玉米青贮和苜蓿，可以将 NEL 的浓度从 1.63 Mcal/kg 降低到 1.58Mcal/kg，减少了近

2.27kg 能量校正奶(ECM)。当然，这些结果并不理想；但研究中使用的日粮却截然不同。例如，

淀粉浓度从 21%降低到 13%，NDF 从 15%降低到 11%。这些处理是为了测试在传统牧草利用

率低、饲用条件不理想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的策略。最近的一项研究评估了 WCGF 在日粮 DM 中

占 20%或 30%的作用(Shepherd et al.， 2014)，两种包含 WCGF 浓缩料均维持了牛奶的产量

和成分，但作者认为，将 WCGF 浓度提高到 30%需要仔细考虑有效纤维。应注意确保动物消

耗足够的饲料 NDF 以维持瘤胃的健康状态。 

 

玉米磨粉有效纤维副产物 

有效纤维被认为是日粮中刺激反刍、咀嚼活动和唾液分泌的部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帮助

维持健康的瘤胃功能和 pH 值水平。营养学家经常关注瘤胃 pH 值，因为当 pH 值低于 6.0 时，

纤维消化可能受阻，乳脂水平可能降低(Russell and Wilson, 1996)。认为瘤胃 pH 值是乳酸和

VFA 产生的结果，被唾液缓冲(Maekawa et al.,2002)。由于这一发现，饲喂粒径较大的饲料是

一种常见的做法；因此有效纤维的量较大，从而刺激唾液的产生。为了支持这个假设，Krause

等(2002)注意到颗粒的摄入量> 19.0 mm 与瘤胃 pH 值在 5.8 以下总的时间呈负相关。然而，

人们也知道，日粮不应该过长或过粗，因为它们更难以混合，可能会诱导牛挑食(Kononoff et al.，

2003)。在 TMR 中，当谷物加工副产品被用来代替饲料时，咀嚼活动被认为由于更细的颗粒尺

寸而减少。营养学家不应该用这种逻辑来推断饲喂副产物会导致瘤胃 pH 值降低。事实上，日

粮可能是平衡的，因此加入副产品不会影响瘤胃 pH 值。在评估奶牛日粮以确定亚临床性酸中

毒的风险时，也要考虑纤维和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的水平，以及它们的相关发酵能力(Yang et 

al.， 2001)。目前很难找到有效纤维的可靠添加建议。最近的研究中副产物 NDF 取代了饲草、

精料或两者兼而有之；(Bradford and Mullins, 2012)的分析，在某些情况下为配方提供了很好

的例子，但仍然需要研究一个现场可用的、有效的系统来估计有效纤维。如果没有这个系统，

遵循之前建立的粒径建议是明智的，即 3- 8%的 TMR 应该保留在滨州筛的顶部(19 毫米)，30-

40%应该保留在第二层(8mm)(Heinrichs and Kononoff，2002)。 

 

菜籽油粕 

 

Canola 是菜籽油的商标名称，菜籽油中含有< 2%的芥酸和< 30µm 的烯基硫代葡萄糖苷/ 

g 油 DM。因此，油菜粕比传统油菜粕含有更少的芥酸和硫代葡萄糖苷(贝尔,1993)。这一点很

重要，因为硫代葡萄糖苷是苦的，对适口性有负面影响，甚至可能损害碘的摄取，干扰甲状腺

激素的合成(Woyengo et al.，2016)。Huhtanen et al.(2011)在一份发表研究摘要中报告说，在

给奶牛喂食油菜粕时，油菜粕至少和豆粕一样好，一些改善的反应是由于饲料摄入量的增加。

然而，不应该忘记的是，喂食高浓度的菜籽粕可能会影响动物的碘状态。尽管已经证明给牛补

充碘可以改善碘的状况(Weiss et al.，2015)，但这种做法并不常见，必须进行额外的研究和建

议，以充分了解食用这种牛奶对人类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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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非牧草纤维源 

 

在马里兰研究院 William (Chazy, NY)指导的研究设计中，为了测试较低淀粉和牧草的饲喂

量对饲料的影响，制定了 4 种处理方法，以降低牧草比例(DM 的 52、47、43 和 39%)增加非

牧草纤维来源(NFFS)的比例，即小麦中间副产品(Farmer et al.， 2014)。此外，为了维持日粮

中的能量和有效纤维，这些研究人员增加了瘤胃保护脂肪和麦秸的比例，减少了牧草的比例。

在本研究中，DM 的摄取量随着牧草的减少而增加，但在牛奶的产量和成分上没有发现差异。

有趣的是，这些定量策略成功地维持了牛奶生产超过 42.68kg/天、3.6%的乳脂和 3.0%的乳蛋

白。应该注意的是，在减少日粮牧草的同时，这一战略需要谨慎地努力保持有效纤维。牧草用

量的减少确实降低了大于 8.0 mm 的颗粒比例；然而，反刍次数没有减少，这表明有效纤维仍

然足够。 

在一项类似的研究中，Hall 和 Chase(2014)测试了不同比例的切碎麦秸和甜菜粕颗粒的影

响，这些原料替代了一部分玉米和苜蓿青贮。牧草的比例从对照组 DM 的 61%减少到含有不同

混合秸秆和甜菜粕处理组的 40%。研究包括 48 头泌乳后期奶牛(平均泌乳天数= 280±79)，虽

然包含稻草和甜菜颗粒的日粮导致采食量的增加，但研究人员成功地保持了脂肪和蛋白质正常

的纠正乳产量。马里兰研究院 William 也对用很接近的日粮以 NFFS 部分替换牧草进行了评估

(Dann et al.， 2007)。在这项研究中，燕麦干草从 30%减少到 15%，甜菜粕增加到 15%，从

产前 21 天饲喂 64 头奶牛。尽管在定量粒径上有显著差异，但在临产前的采食量和代谢方面没

有发现差异。 

 

体外实验室测量以理解纤维的发酵性能 

 

今天，许多测定瘤胃饲料营养价值的方法已经在商业上得到应用。例如康奈尔大学的研究

人员已经开发了一种尝试估计瘤胃非降解蛋白 RUP 和饲料样品肠道 RUP 消化率（dRUP）的

方法(Ross et al.，2013)。此外，研究人员在威斯康辛州大学已经开发出一种体外 NDF 发酵测

定法来估计总消化道的消化率(TTNDFD;Lopes 等，2015a,b)。像这样的化验有很大的希望，因

为在体内进行常规试验饲料的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却步。这些方法在筛选饲料来源或生产设施之

间的差异时可能有用。例如，我们最近使用 TTNDFD 试验来测试不同玉米乙醇生产设备中

DDGS 的纤维消化差异(Dufour et al.，2017)。在这项研究中观察 TTNDFD 在 65.5±1.59%，

不同生产基地观察到> 10%的差异。很难确定导致观察到的差异的驱动因素 TTNDFD，但是结

果支持除了化学成分的不同(Spiehs et al.，2002)，生产设施之间的养分利用率也存在差异。

TTNDFD 方法是估算体内纤维消化率的一个重要而有力的工具；但也应该指出，该方法没有考

虑到瘤胃中饲料颗粒的选择性保留(Huhtanen et al.，2007;Lopes et al.，2015b)，它同时受到

颗粒脆性和粒径的影响(Grant, 2010)，因此很难比较饲料中 TTNDFD 的估计数。 

 

结论 

 

奶牛适应性强，可以利用副产品饲料作为营养来源，生产出高品质的食品，即牛奶。虽然

奶牛这样做的能力有局限性，但已经对这个话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项关于内含物水平、化

学成分和营养有效性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副产品是如何进入配方中的。奶牛行业将继续

广泛使用饲料副产品，其可用性、类型和成分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为了克服这些变

化，定期和一致的饲料特性的实践是重要的。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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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立新译 

 

介绍 

 

玉米乙醇工业是各种各样饲料副产品的来源，业已成为反刍动物日粮主要的蛋白和能量来

源。乙醇发酵仅利用玉米核心的淀粉部分，剩余的营养大约浓缩了三倍。最终的营养特征变化

取决于副产品的下道加工流程。两个主要的副产品加工流程是：蒸馏可溶物和蒸馏谷物，意味

着分别是发酵流程的液体和固体部分。这两类产物常常混合和干燥而生产干燥蒸馏可溶性谷物

（DDGS）。玉米核心乙醇生产加工工艺已经伴随着下游加工工艺的改良和副产品营养含量的变

化而日益发展。因此，概述各种各样谷物加工操作和它们各自的流程对饲料副产品的影响是重

要的。本文介绍的是关于乙醇副产品的营养含量信息和它们对奶牛生产性能的影响。 

 

蒸馏谷物 

 

“蒸馏谷物”术语被广泛使用，但应该注意：有许多的产品被开发出来包罗在如下这些众多的

术语中，考虑到每一个细节是非常重要的： 

 

• 蒸馏谷物。这个部分代表发酵和蒸馏加工后剩余的固体材料。 

• 蒸馏可溶性谷物。这个副产品是蒸馏谷物（固体流出物）和发酵泥称作可溶物的部分液体的

混合物。它可能是湿的（WDGS）或干的（DDGS）。 

• 高蛋白蒸馏谷物（HP-DDGS）。发酵前去除胚芽和外皮得到的一种高蛋白含量的副产品。 

• 减脂蒸馏可溶性谷物（RF-DDGS）。这个副产品是离心分离主要的油脂获得的。比平常的蒸

馏可溶性谷物脂肪含量减少了 45-50%。 

 

能量含量 

 

由 DDGS 提供的能量来自两个主要来源：可发酵纤维和脂类。玉米皮构成饲料的部分纤维

和在瘤胃里发酵；另一方面，脂类部分主要来自胚芽和部分来自游离的玉米油，它在小肠里消

化。Birkelo et al. (2004)报导：WDGS 包含 3.36Mcal/kg 泌乳代谢能 DM 和 2.27Mcal/kg 净能

DM。这些值比 2001 奶牛 NRC 发布的高 10-15%。这个发现的要点是准确分析饲料对正确制

定配方的重要性。最近在副产品加工上的改进涉及去除油脂以生产 RF-DDGS。在 RF-DDGS

里去除了油脂降低了脂类能量的来源，在配制高产奶牛配方时令人担忧可能的能量短缺。自

Foth et al. (2015)最近的数据表明：RF-DDGS包含的代谢能和净能分别为3.41和 2.03 Mcal/kg。

包含瘤胃惰性脂肪是对去除油脂的选择性补偿。Mjoun et al. (2010) and CasƟllo-Lopez et al. 

(2014)应用这种策略制定的日粮包含 0, 10, 20 或 30%RF-DDGS，结果显示：奶牛的生产成

绩类似于对照组所有的处理水平。出乎意料，在所有的案例里，补充瘤胃惰性脂肪可能没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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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Ramirez Ramirez et al. (2016)。报导：当在日粮中添加瘤胃惰性脂肪和 RF-DDGS 与平常

的 DDGS 相比对奶牛生产性能没有影响。这似乎表明：改进发酵可能补偿了来自脂类能量供应

的减少。Williams et al. (2010)体外发酵数据指出：脱脂 DDGS 导致短暂的延迟和增加纤维以

及蛋白分解菌的比例。 

 

蛋白含量 

 

玉米谷物含有大约 9-10%的粗蛋白（基于 DM），从发酵中去除淀粉的多数 DDGS 粗蛋白

含量上升到 28-30%（基于 DM）。然而，前段玉米核心的分馏容许胚芽和麸皮分离。这个加工

导致产生大约 45%CP 的高蛋白蒸馏谷物，使之非常类似于豆粕（SBM）。Kelzer et al. (2009)

报道：包含 15%的 HPDDGS 而不含豆粕和过瘤胃蛋白的日粮结果类似于包含 DDGS、SBM 和

过瘤胃蛋白的日粮。包含蒸馏谷物蛋白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瘤胃非降解蛋白（RUP）比例。多数

报道：DDGS 包含 RUP 大约是 CP 的 50-55%，但范围从 33 到 63%(NRC,2001; Janicek et 

al., 2008; Kelzer et al., 2010; CastilloLopez et al., 2013)。偶尔在乳蛋白上的负面反应可能的

原因是由于可能与给奶牛增加了 RUP 的供应支持了 DDGS 和 RFDDGS 合成乳蛋白有关。惟

其如此，平衡日粮以满足瘤胃微生物和奶牛对蛋白的需求是十分重要的。例如，Kleinschmit et 

al. (2007)报导：15%的 DDGS 和苜蓿干草混合日粮比玉米青贮替代苜蓿干草更有助于增加乳

蛋白产量。Hollmann et al. (2011)强调：当考虑使用包含乙醇副产品的奶牛日粮时，可溶解蛋

白的蛋白来源是另一个附加的因素。这个概念考虑到玉米蛋白和非玉米蛋白，这密切关系到当

包含基于高浓度玉米产品时它们供应的赖氨酸可能受限。 

 

日粮特性的考虑 

 

发酵能力 

 

当奶牛日粮在使用包含乙醇副产品时，需要考虑几个日粮因素以获得渴望的生产成绩。比

如，高可发酵日粮可能引起瘤胃环境改变，导致与乳脂低（MFD）相关的生物氢化路径改变。

这种情形高水分玉米(Owens, et al.,2009)比干玉米或高玉米青贮比 DDGS(Ramirez-Ramirez, 

2012) 更可能出现。一种可供替代抵消这种影响的选择是使用可发酵纤维替代淀粉以减少瘤胃

发酵的比率。Ranathunga et al.(2010)报导：含 20%低淀粉 DM 的 DDGS 和大豆皮日粮与含

23、26 或 29%淀粉 DM 的其他日粮相比反应结果类似。另一种选择是较低的脂肪含量或它更

有效，这样生物氢化发生降低。包含在 DDGS 里的脂肪似乎被分到两个池子里，游离脂肪和胚

芽绑定脂肪；Aldelqader et al. (2009)对类似的脂肪含量日粮评估，但自不同来源的泌乳牛，结

果显示：当饲喂玉米油和 DDGS 与胚芽相比出现了 MFD。以当前去除油脂的进步，似乎奶牛

日粮配方里使用包含高乙醇副产品的挑战较少。 

 

颗粒大小和瘤胃动力学 

 

在奶牛瘤胃通过率、生物氢化和饲喂DDGS的复合影响方面有限制性的信息。已经有报道：

给阉牛饲喂 DDGS 增加了多不饱和脂肪酸流过肠道的量。奶牛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由于更多的共

轭亚油酸异构体离开瘤胃到达小肠而导致 MFD。在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进行的一个试验评估

了饲喂高玉米油与短和长尺寸牧草和包含高 RFDDGS 日粮的影响。饲喂短尺寸和高油日粮导

致 MFD，这种影响较少出现在奶牛饲喂长尺寸牧草上。这种机理可能是与更彻底的生物氢化有

关，因为瘤胃通过率降低如此减少了共轭亚油酸异构体流通量而可能导致 M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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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玉米乙醇工业已经成为奶牛饲料副产品一个重要的来源。第一代副产品的营养特征与当今

的大不相同，因为在副产品下游加工工艺中的发酵、蒸馏处理、核心分离和油分离方面大大改

进了。这些副产品主要的营养关注点包括：能量和蛋白含量，脂肪酸特性，瘤胃降解蛋白和非

降解蛋白之间的平衡。研究显示：多数报告一致同意，给奶牛饲喂 20%的日粮 DM 乙醇副产品，

包含更多的其他营养且日粮特征被记录在案是安全的。这些个特征包括：发酵能力、颗粒尺寸

和过瘤胃率。随着乙醇工业及其副产品继续发展，将有更有价值的、依据下一代原料的营养特

征在实验室分析出来更好地为奶牛配方真实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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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本文将聚焦于粪肥管理与抗生素注定要转运到环境中有关方面的问题。本摘要的意图是唤

醒人们对粪肥在环境潜在影响方面的警觉，和哪种实践活动能最小化风险。我们精选了处理复

杂药物管理最好的公开发表的论文。 

 

药物的安排和转运 

 

粪肥是一种供养和支持许多微生物的生物活性物质，因此能很难得被称为“无病原菌”。某

些粪肥处理技术和方式虽然能限制病原菌的产生和增加。此外，常见的抗生素和激素也被证明

在动物粪肥中。认识和风险评估必须考虑到开发出与粪肥处理相关的最好的管理实践和原则。 

 

抗生素: 抗生素被安排用于动物浓缩饲料业务(CAFOs)最近受到了监管部门的关注。

Watanabe et al. (2010)报导：抗生素在两个牧场的环境中出现。样品在使用抗生素和随后粪肥

处理的点收集。他们观察到：即使抗生素在这两个牧场使用了十几年，在牧场的边界内似乎检

测到了抗生素。抗生素最常在湖塘、治疗的围栏和幼畜舍检测到。一些磺胺类药物的证据在浅

表地面水被发现，而四环素类抗生素在土壤中被发现。这些抗生素的每一种已经具有明显的生

理化学特性。磺胺类药物已知在土壤吸收很少，而四环素类抗生素吸收很高，这样解释了检测

地点的不同。林可霉素在一个牧场的地表水发现，但没有在同样的牧场的淡水湖发现。作者认

为是由于光化学作用和微生物稳定性能解释观察到的林可霉素的环境持久性。土壤表面样品的

评估证明土地施肥抗生素的出现，但在沙壤土里没有。 

Davis et al. (2006)研究了七个抗生素（四环素、金霉素、磺胺塞唑、磺胺甲嘧啶、红霉素、

泰乐菌素和莫能菌素）出现于泻出水和沉淀物的可能性。七种抗生素被用于准备生产玉米的土

地和接着模拟降雨落下。他们观察到：莫能菌素在泻出水中浓度最高，而红霉素在沉淀物中浓

度最高。四环素和金霉素在水中浓度和绝对损失最低。结果表明：腐蚀控制法会最小化四环素、

红霉素和泰乐菌素；而其他方式将减少场地外其他四种抗生素的流出。 

Watanabe et al. (2008)研究检测了莫能菌素在环境和浅表水的出现。自从水解作用和光解

作用被限制（Watanabe et al., 2008 列举)莫能菌素预期在环境中持续存在。此外，预测莫能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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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比四环素类抗生素更具有移动性，和磺胺二甲基嘧啶的移动性类似（Watanabe et al., 2008

列举)。莫能菌素在第一个牧场的八分之一浅表水源和第二个牧场的八分之三水源（2-5 米）被

检测到。水源影响与湖塘相关，但田野没有施肥。两个牧场所在的湖塘有超过 30 年，交界线有

10%的粘土，但先前发现有泄漏。作者建议：接近湖塘缺氧状态可能促进了莫能菌素的稳定性，

而田地的有氧状态将会促进莫能菌素的降解。 

抗生素耐受性：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持续受到医疗健康界专家和兽医界同样的关注。减

少已被证实的有效的抗生素的使用将会使肉蛋奶的生产十分昂贵；并且潜在地增加对人类常用

的抗生素不敏感的细菌感染的风险。West et al.,  

(2010)证明：抗生素耐受细菌样品出现于紧邻近废水的处理植物和动物浓缩饲料业务(CAFOs)。

从 830 个环境细菌分离中获得，77.1%仅有氨苄青霉素耐药性，而 21.2%的耐药性包含了抗生

素的组合：氨苄青霉素（A）、卡那霉素（K）、金霉素（C）、土霉素（C）和链霉素（S）。多数

药物耐药性细菌在动物浓缩饲料牧场附近更常见。 

不确定的是何时、如何、在什么地方细菌获得了对抗生素的耐受能力？怎么出现在了动物

的肠道或环境当中？近期发表的两篇文章(Subbiah et al., 2012; and Subbiah et al., 2011)提供

了一些洞见。Subbiah et al. (2011)评估了 10 种不同的抗生素在土壤里的生物活性能力。当在

土壤水泥浆里检测氨苄青霉素、先锋霉素、头孢西丁、头孢噻呋、氟苯尼考、新霉素、四环素

和环丙沙星时，观察到浮在土壤水泥浆表面的氨苄青霉素、先锋霉素、头孢西丁、头孢噻呋和

氟苯尼考抑制细菌的生长。形成对比，浮在土壤水泥浆表面的新霉素、四环素和环丙沙星不抑

制细菌的生长。这个研究表明：一些抗生素接触土壤后不具有生物活性。Subbiah et al. (2012)

一个最近的报告表明：尿液包含的头孢噻呋代谢物在温暖的土壤中降解更快，但在 4℃下继续

存在。在冷的温度下持续存在可能提供了一个>1 log10 cef R抵抗大肠杆菌的优势。 

激素：大量的研究证明：激素出现在粪肥和它们随后贮存的湖塘或施肥的农作物土地里

(Dutta et a., 2010; Khanal et al., 2006: Lorenzen et al., 2004; Raman, et al., 2004; Hansleman 

et al., 2003; Arnon et al., 2008; and Zhao et al., 2008)。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当这些激素或同源

的化合物输入土地和地表水后影响破坏野生动物和水生生物的内分泌。人类和家畜内源性（自

然而然地）分泌产生的激素，顺着人类个人治疗和日常使用的产品（布洛芬、色素、洗涤用品

如肥皂等）中大量的化合物进入环境，会扰乱野生动物和实验室动物的内分泌系统以及带来与

生长发育、生殖、神经、免疫相关的其他问题。 

Zheng et al. (2008)描述了在奶牛场废水和湖塘水里三种浓缩的內源性激素（17α-雌二醇、

17β-雌二醇和雌酮）。在湖塘里的类固醇激素总的浓度比奶牛新鲜废水少 1-3 个数量级。同样关

联性地观察到类固醇激素在粪肥固体中。Zheng et al. (2008)研究了在运行的猪和肉牛场出现

的十三种类固醇激素和十七种兽药。从先前对养殖场的湖塘研究得知：废水直接渗入浅地表水

和出现的最坏场景。类固醇激素通常比药物检测的少。 

通过厌氧处理粪肥或堆肥能减少粪肥中检测到的雌激素的数量(Zhao et al., 2008)。然而仍

然有更多的东西要学习，显而易见激素或他们的同源物有能力存留在环境中。这种持久化能部

分地解释激素的亲脂性而因此难溶于水，由此吸收入沉淀物颗粒中(Arnon, et al., 2008)。 

 

最好的管理实践 

 

当前大量在应用的管理做法提供了药物从奶牛排泄点到地面和地表水交集的改进运作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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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过滤带：Nichols et al (1997)证明草过滤带可以有效地减少源自家禽垃圾雌二醇的浓度，通

过 6.1 米、12.2 米和 18.3 米的过滤带分别减少了 58%、81%和 94%。 

 

堆肥：家禽粪肥低沙脊堆肥 139 天减少了 84%的 17β-雌二醇含量，并减少了 90%的睾丸酮含

量(Haak et al., 2005)。 

 

确认可轻易获得的替代方案：一个曾经的标准做法是当用谷物生产酒精时使用抗生素控制发酵。

当抗生素添加入发酵罐里时，淀粉转化到酒精的效率更高。目前，酒精工业已经转向使用非抗

生素抗菌剂产品以避免抗生素残留于谷物酒糟中(Olmstead, 2012)。 

 

厌氧消化：粪肥和污物淤泥的厌氧消化(Zhao et al., 2008)已经显示了减少药物残留的效果。 

 

教育资源 

 

如下的网址和网站推荐了将来了解与粪肥相关的病原菌和药物的信息: 

 

•http://www.extension.org/pages/Potential_Routes_for_Pathogen_Transport_to_Water 

•动物科学社团（FASS）2010 年 10 月 20 日举办的网络研讨会题为“动物和人类的抗生素”。 

http://www.fass.org/policy_webinar.asp 

•http://www.waterbornepathogens.org/ 

• http://www.extension.org/pages/Manure_Pathogen_Articles 

•抗生素和激素：在水中出现、安排和转运、最好的管理实践。 

http://www.extension.org/pages/Antibiotics_and_Hormones:_Occurrence_in_Water,_Fate_a

nd_Transport,_and_Best_Management_Practices 

•环境中的兽药-http://toxics.usgs.gov/highlights/vet_me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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