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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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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技术文章 

 免疫应答 

临产奶牛免疫障碍：洞察用药物和日粮增强免疫力 

Marcus E. Kehrli, Jr., D.V.M., Ph.D.1 

National Animal Disease Center 

USDA-ARS, Ames, IA 

Email: marcus.kehrli@ars.usda.gov 

巫立新译 

 

引言 

 

2013 年美国乳业的国民生产总值为 405 亿美元，乳业是美国畜牧业第三大经济引擎。乳

业产值占了畜牧业总产值的 24%；该数值 10 年前仅为 210-230 亿美元。2007 年国家动物健

康监测系统（NAHMS）奶牛研究报告：2006 年，23.6%的奶牛淘汰、分别有 26.3%和 23%的

奶牛有繁殖和健康问题(USDA, 2007)。此外，16.5%的奶牛由于乳房炎死亡。显然，控制乳房

炎疾病的经济价值是巨大的。引用大多数乳房炎成本的经济分析，其仅占疾病总成本的一部分

约为 10%。大多数的损失（65-70%）与疾病奶产量较低有关；还有治疗成本。除了这些直接成

本外，乳房炎还显著地影响乳质量控制、乳生产制造操作、奶酪的质量和数量、乳的营养品质、

乳中的抗生素残留、肉和环境以及提前淘汰的基因损失。这些额外的成本是非常显著的和不总

是包含在乳房炎成本的经济分析里的。 

由于需要安全、经济和稳定的食物供应，我们为畜牧健康亦即我们国家的奶牛必需提供最

佳质量的建议和悉心的管理。对于奶牛生产者，关键的是提供低体细胞的和无乳房炎的牛奶。

乳房炎是由乳房的炎症引起的，过多的微生物感染引起乳房炎(Watts, 1988)。在泌乳早期，美

国接近一半的奶牛将经历至少 1 个阶段的乳房炎。已经有研究结果：通过结合基因选择低体细

胞数的奶牛这一特征进入 A.I.繁殖综合排名指数。该方法主要针对性地降低常态的乳房炎疾病

的增加而增加产奶量。从管理良好的奶牛场分离的乳房炎临床病例最常见的是大肠杆菌和环境

链球菌(Anderson et al.,1982; Hogan et al.,1989)。临床试验研究屡次证明：抗生素对牛的临床

和亚临床大肠杆菌乳房炎的治疗没有益处(Erskine et al.,1991;Jones and Ward,1990;Kirk and 

Barlett,1984)；因此，许多年前兽药界推出的埃希氏大肠杆菌 J-5 和其他内毒素核心突变疫苗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降低临床大肠杆菌乳房炎发病率和严重程度的工具(Gonzalez et el.,1989; 

Hogan et al.,1992a,b,1995)。然而，这种方法不能满足由环境致病菌引起的乳房炎，需要新的

兽药方法预防或治疗乳房炎。近几年，在美国的国家动物疾病中心承担了一个双重路径改善奶

牛抵抗乳房炎的方法--免疫调节和基因选择超级免疫系统。本文我们将聚焦于： 

• 证明临产奶牛免疫抑制， 

• 奶牛如何感染疾病，如：乳房炎、子宫炎和胎衣不下， 

• 围产期奶牛免疫调节的一些早期研究和如何抵抗乳房炎。 

 

乳房炎免疫系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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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力抵抗奶牛的疾病感染是多种多样的，细胞和体液机制也相互依赖。许多环境和基因

的因素，影响牲畜在它们一生自始至终暴露于各种各样致病菌和常态菌群的防御策略的效果。

对传染病的先天抵抗力表现在动物与生俱来的生理属性，令其对一种致病菌更加或更不易感。

有几个细胞家族构成免疫系统（比如：B-细胞、T-细胞、嗜中性白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

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和干细胞）。这每一种细胞具有明确的防御职责。先天免疫有多种多样的免

疫成分，不受先前接触的病原菌的影响(Roitt,1994)。淋巴细胞存在的特定抗原提供适应性免疫

反应，对将来遭遇的一些致病菌具有记忆力。本文我们将提出一个先天免疫系统的免疫调节新

颖的途径，潜在地意味着降低兽药抗生素的使用。 

我们首先理解细胞免疫引起牛乳房炎和免疫反应的实际研究超过百年了。1908 年诺贝尔

奖获得者，俄罗斯动物学家 Elie Metchnikoff 描述疾病的构成“一个介于外部微生物和机体活细

胞病态之间的战斗。治愈则意味着细胞胜利，免疫力将会是一种活力信号，它们足够强大以阻

止微生物入侵(Metchnikoff,1908)。”Metchnikoff 引用瑞士兽医专家 Zschokke 的工作确立了：

“在与奶牛传染乳房炎的战斗中对链球菌大量的吞噬作用是一个好的信号。当吞噬作用微不足道

或没有出现，奶牛则没有长期的泌乳能力。”这个理念后续延展到包括：不仅仅必需吞噬细胞吞

没微生物，这些吞灭细胞必需完全彻底地毁灭微生物。在一些案例中，发现乳房炎的链球菌“在

被吞噬细胞吞灭破坏后，释放自己继续它们的致命工作。” 

今天我们更加详细地了解到奶牛对乳腺致病菌（和其他）的免疫反应。嗜中性粒细胞是一

个最重要的天然防御机制细胞类型，因为它们负责作出快速反应（在几分钟内）和不要求致病

菌先前的暴露而有效地根除微生物。嗜中性粒细胞的主要功能是吞噬作用和摧毁侵入体内的微

生物。吞噬作用大概是最广泛的分布式防御反应，实际发生在所有门类的动物世界。 

 

嗜中性粒细胞是预防乳房炎的关键 

 

牛与生俱来的防御不断受到暴露的致病菌（细菌、真菌和病毒）的挑战，许多因素的交互

作用影响结果。一种感染在任何器官或组织的确立依赖于身体的防御机制与致病菌抵制不利存

活条件能力的微妙平衡。嗜中性粒细胞是一个先天防御机制最重要的细胞，因为它能快速（在

几分钟内）大量地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要求致病菌先前的暴露而有效地消灭微生物。研

究 显 示 ： 大 约 1-2 小 时 嗜 中 性 粒 细 胞 聚 集 于 大 肠 杆 菌 感 染 的 组 织 (Persson et 

al.,1988,1992,1993; Persson and Sandgren,1992)。这意味着微生物将有 2 小时启动宿主免疫

反应，任何进一步的炎症反应延迟将导致宿主处理更多大量的致病菌。不幸的是，应激动物炎

症反应延迟已经被证实(Shuster et al.,1996; Hill et al., 1979; Hill, 1981)，一些炎症延迟的反应

机制已经被确认(Lee and Kehrli, 1998; Burton 

and Kehrli,1995; Burton et al.，1995)。嗜中性粒细胞在保护几乎所有身体组织（尤其是预防细

菌）的重要性已经被屡次试验和在自然环境中证实 (Schalm et al.,1964a,b; Jain et 

al.,1968,1978;Ackermann et al.,1993,1996; Gilbert et al.,1993a)。足够数量的嗜中性粒细胞在

早期和快速地聚集对宿主有效杀灭入侵的致病菌是至关重要的(Anderson,1983)。嗜中性粒细胞

也能释放细胞因子以增加招募信号给更多的嗜中性粒细胞(Canning and Neill, 1989; Cicco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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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1990; Goh et al.,1989; Ohkawara et al.,1989)。循环的嗜中性粒细胞意味着可强化恢复宿主

抵御急性组织感染，如：乳房炎(Hill,1979, 1981; Jain,1968; Schalm et al.,1976)。 

 

乳房炎发病机制中的免疫抑制 

 

   免疫抑制的字面定义是免疫反应减弱。这过于简单地定义了各种承担保护抵御疾病系统的

影响。围产期免疫抑制研究观察发起于大多数临床乳房炎出现的泌乳早期，观察发现多数牛乳

房炎是由机会致病菌引起的；因此，这些牛必定是免疫抑制。什么证据支持围产期免疫抑制的

假设？实践经验教导我们：机会致病菌感染是与宿主防御机制严重损害有关的。过去的二十多

年，围产期奶牛淋巴细胞和嗜中性粒细胞的免疫机能障碍（图 1）和全球在母猪上的研究有压

倒性证据  (Shuster et al.,1996; Lee and Kehrli,1998;Burvenich et al.,1994,2007; Cai et 

al.,1994;Detilleux et al.,1994,1995a,b; Dosogne et al.,1998,1999; Guidry et al.,1976; Harp et 

al.,1991;Heyneman and Burvenich,1989; Hoeben et al.,1997,2000a,b;Ishikawa and 

Shimizu,1983;Ishikawa,1987;Ishikawa et al.,1994; Kehrli and Goff,1989;Kehrli et al.,1989a,b; 

Kelm et al.,1997; Kimura etal.,1999a,b,2002a,b;Lippolis et al.,2006;Löfstedtet al.,1983; 

Mehrzad et al.,2001,2002; Monfardiniet al.,2002; Nagahata et al.,1988, 1992;Nonnecke 

etal.,2003;Pelan-Mattocks et al.,2000;Shafer-Weaver and Sordillo,1997;Sordillo et 

al.,1991,1992,1995;Stabel et al.,1991;Van Werven et al.,1997;Vandeputte-Van Messom et 

al.,1993)。围产期免疫异常影响家畜任何器官系统的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如：增加动物产后胃

肠的、呼吸的和繁殖的疾病发病率）。 

    首先，产后奶牛临床疾病发病率极其高，产后前两周有接近 25%的临床乳房炎发病率。几

乎所有的致病菌和链球菌引起临床乳房炎，在泌乳早期其他链球菌也有很高的发病率。奶牛必

须首先变得易感，然后发展为临床乳房炎。由环境致病菌引起的新乳房内感染（IMI）率在干奶

期 60 天的第一和最后两周最高 (Hogan et al.,1989;Smith et al.,1985a,b;Oliver and 

Mitchell,1983)。易感性高峰期的新 IMI 率是奶牛生产循环其他时期的 2-12 倍。大多数大肠杆

菌和环境链球菌感染确立在干奶期，出现在分娩时，之后不久导致临床乳房炎(Smith et al., 

1985a;McDonald and Anderson,1981)。在泌乳第 2、4 和 8 周，临床大肠杆菌乳房炎的所有案

例占比分别为 25、45 和 60% (Malinowski et al., 1983; Jackson andBramley,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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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支持乳房炎发病机制的免疫抑制概念的证据是我们传统的说教：机会感染与宿主预

防机制严重损害有关。大多数乳房炎致病菌是机会致病菌。这两点导致用试验评估产犊时奶牛

的免疫系统功能如何。今天的数据告诉我们：在妊娠后期免疫系统变得更加缺乏抵抗力，奶牛

的乳腺变得更加易感染疾病，在产后的第一周或两周免疫力降到最低点，这些亚临床感染开始

战胜奶牛的免疫系统，进而出现临床乳房炎。 

 

什么引起围产期免疫抑制？ 

 

    在围产期奶牛许多内分泌发生改变。围产期激素流动可能对免疫细胞功能有不利影响。出

人意外的是，在发情周期的卵泡阶段雌激素既不影响牛嗜中性粒细胞功能，也不会发生高剂量

雌二醇对公牛的影响(Roth et al.,1982,1983)。然而，据报道雌二醇的血清浓度抑制嗜中性粒细

胞功能(Bodel et al.,1972; 

Klebanoff,1979)。这些高浓度的雌激素可能与产犊前免疫抑制和高的新 IMI 比例密切相关。分

娩前，奶牛总的血浆雌激素浓度增加（比发情期至少高 10 倍）(Comline et al.,1974)。此外，

在正常的妊娠期，人类的孕酮制约淋巴细胞的能力增加（可能导致雌激素水平增加），在妊娠期

血清孕酮的浓度足以降低淋巴细胞的功能(Szekeres-Bartho et al.,1983,1985)。妊娠后期提高

了免疫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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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敏感性可能发生了改变，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上升导致免疫细胞功能的改变。 

在妊娠最后几天雌激素和孕酮两者浓度非常高(Comline et al.,1974)。这可能与产前奶牛淋巴功

能发生损害密切相关，淋巴细胞激素制约能力可能造成奶牛较高的不孕。 

在分娩前 3 周激素和代谢发生的诸多改变为乳腺泌乳做准备。产前雌激素、催乳素、生长

激素和/或胰岛素增加会影响淋巴细胞和嗜中性粒细胞的功能 (Comline et al.,1974;Houdebine 

et al.,1985; Convey,1974; Akers,1985)。在这个关键时期，奶牛的代谢需求从妊娠转到泌乳，

增加了能量和蛋白的需求。在泌乳早期存在的能量和蛋白负平衡也可能损害嗜中性粒细胞的功

能，从而导致部分奶牛临产期免疫抑制。泌乳的营养需求会造成持续的免疫抑制(Kimura et 

al.,1999b;Nonnecke et al.,2003;Stabel et al.,2003)，产后嗜中性粒细胞糖原贮存与产后子宫疾

病有关(Galvão et al.,2010)。 

特定的生理因素造成围产期免疫抑制和增加临床疾病发病率还没有完全阐明。然而，我们

知道：在产后第 1-2 周奶牛有一个非常广泛的免疫抑制。白血球活动功能的宽泛变异已经在奶

牛间和不同的生产阶段间得以证明（例如：围绕着产犊前后）(Ishikawa,1987,1994; Nagahata 

et al.,1988,1992; Guidry et al., 

1976;Newbould,1976;Manak,1982;Gunnink,1984a,b,c;Saad et al.,1989; Gilbert et al.,1993b)。

非常重要，已经报道：嗜中性粒细胞功能障碍与奶牛围产期疾病之间有关 (Kelm et 

al.,1997;Kimura et al.,2002a;Cai et al., 1994)。围产期免疫抑制不仅限于牛。在母猪的免疫抑

制和大肠杆菌乳房炎调查显示：嗜中性粒细胞功能抑制与产后由埃希氏大肠杆菌引起的乳房炎

易感性有关(Löfstedt et al., 1983)。淋巴细胞功能缺陷也造成围产期免疫抑制（图 2 和 3）。除

了减少抗体产生，在围产期奶牛还有其他影响淋巴细胞作用的因素，包括减少激活和管理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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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天免疫力的细胞因子的产生(Detilleux et al., 1995;Ishikawa,1987;Ishikawa etal.,1994; 

Manak,1982;Wells et al.,1977; 

Kashiwazaki,1984;Kashiwazaki et al.,1985)。 

 

如今很好地认识到：围产期牛免疫系统抵御致病菌的能力较弱。围产期奶牛免疫能力抑制，

研究表明：降低了几乎所有免疫细胞的能力。有趣的是，免疫系统的 TH1 分枝免疫抑制有可能

是为了某个目的的原因，可能是必需预防不需要的免疫反应抵御自身的和胎儿的抗原暴露在母

体的免疫系统中，而在分娩期间在生殖道中造成正常的组织损害(Kehrli and Harp,2001)。然而，

免疫系统的 TH1 分枝的一个疏忽的和可能无意识的抑制的结果是，这些细胞正常产生的许多细

胞因子完全激活嗜中性粒细胞吃紧，造成乳腺的防御处于绝对的危险境地。没有完全的功能细

胞免疫系统，后天适应和先天细胞免疫系统分枝运行免疫监控和致病菌清除能力减弱。这就是

为什么管理围产期奶牛最小化暴露在致病菌环境中和避免代谢疾病可能进一步伤害它们的免

疫系统如此重要。 

这儿带回家的信息是：在奶牛实际分娩前 2-3 周（产犊前后的 36 小时内皮质醇升高）免

疫系统的众多因子受损。产犊后 1-2 周奶牛的免疫系统严重受损和触底。这就是所称的临产免

疫抑制。不论何种原因，临产免疫抑制使奶牛对新的传染病高度易感（尤其在乳腺），随后这些

亚临床感染累积进入临床疾病（乳房炎、子宫炎和产后肠道疾病爆发，如沙门氏菌病，只是列

举了少数）。 

免疫调节预防疾病的前景如何？ 

 

药物治疗作为免疫调节和其他种类的方法已经研究了多年。生物免疫调节可能给出了预防

和减轻各种各样致病菌（细菌和病毒）引起的疾病症状的方法。这种生物混合物治疗的总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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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在宿主经历免疫障碍的时期，给宿主提供预想效果的免疫力以充分支持其渡过该时期。

过去的两年产品已经获得管理部门批准，列入这个门类，但完全解决先天免疫机制非常难。 

据生产商介绍，由基于 Juvaris BioTherapeutics (Pleasanton, CA)技术研发的 Zelnate™ 

(拜耳动保,Shawnee Mission, KS)2015 年被 USDA-中心批准作为免疫调节兽药生物制剂。同

样的，这是牛呼吸道疾病（BRD）免疫调节的新药物；其既不是抗生素也不是疫苗。Zelnate 

DNA 免疫刺激剂是一种细菌-产生质粒 DNA 脂质体载体，刺激牛的先天免疫系统。Zelnate 的

标签上注明：用于帮助治疗 4 日龄或更大日龄由溶血性曼氏杆菌引起的 BRD，在感到压力事

件发生或 24 小时内使用。即使在此时没有找到同行的评议，被管理部门审批的技术研究的统

计数据摘要可以参见：

http://www.zelnate.com/static/documents/ZelnateChallengeStudy_Detailer.pdf。 

2016 年，Imrestor™ (pegbovigrastim) (礼来动保, 印第安纳波利斯, IN)被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批准作为第一个和唯一一个临产期奶牛和后备牛免疫滋补剂。标签用法说明,Imrestor 在奶牛

和初产牛泌乳前 30 天降低临床乳房炎发病率 28%。近期同行研究评议描述 pegbovigrastim 的

作用机制和在美国 4 个研究报道其对临床乳房炎发病率降低的较大 (Kimuraet al.,2014；

Hassfurther et al., 2015; Canning et al.,2017; McDougall et al., 2017)。 

Pegbovigrastim 是一种细胞因子，是奶牛免疫系统的自然组成部分，由嗜中性粒细胞提供

转变先天免疫反应。细胞因子是一种混合物被研究过多年，有潜在的生物学价值。细胞因子重

组以调节宿主免疫功能障碍，认为可以预防细菌感染 (Broxmeyer and Vadhan-Raj,1989)。为

了研究一种方法减轻临产免疫抑制，几位科学家评估了奶牛正常免疫系统的部分各种各样的细

胞因子(Sordillo et al., 1991b,1992; Zecconi et al., 1999,2009; Sordillo and Babiuk, 1991; 

Campos et al.,1992; Sordillo and Peel, 1992)。粒细胞种群刺激因子（G-CSF）是一种触发骨

髓产生白血球-特殊白细胞的细胞因子，结果与传染病做斗争。人类 G-CSF 已经成功地应用于

辅助治疗癌症病人化疗许多年。一些列的研究评估 G-CSF 对牛免疫力的效果和作为预防抵御

乳房炎(Stabel et al., 1991; Kehrli et al., 1991a; Cullor etal., 1990a,b, 1992; Nickerson et al., 

1989)。我们研究发现：没有不良反应，在泌乳 1 周的挑战试验期间，能降低 50%的发病率和

严重的大肠杆菌乳房炎 (Kehrli,1998)。G-CSF 也显示对预防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克雷白氏杆菌

性肺炎乳房炎有效(Nickerson et al., 1989; Kehrliet al., 1991b)。关键是要理解：免疫调节剂最

好的作用是免疫功能低下的宿主；因此临产期是给牛这种化合物一个极佳的时间，以恢复它们

的免疫系统。在食品动物上实行可接受的替代抗生素的选择需要探索，在疾病发病率高峰期应

用免疫调节剂治疗、预防和生化转化以预防和抵御疾病感染是一个有前景的领域。生物治疗免

疫调节领域的研究仍在继续 (Kimura et al.,2014)。 

日粮免疫治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虽然本文没有聚焦于此，相当多的研究已经

在进行和管理优化营养水平，如：VE 和硒是经过验证的，其缺乏与免疫损害有关 (Weiss et al., 

1990, 1992, 1997; Hogan et al., 1990, 1992c, 1993, 1994; Smith et al., 1997)。然而，支持这

些超级营养添加剂作为增强免疫功能的证据较少。 

饲料成分免疫调节可能对奶牛免疫和健康有利的研究也受到研究者相当大的重视。 

 

所有这些对你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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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乳房炎是肉牛和奶牛业经济上最重要的疾病。发病机理非常复杂，涉及到许多因子包括：

各种各样的微生物病因、应激、管理和环境。疫苗和抗生素不能彻底控制牛乳房炎。在许多疾

病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应激源而免疫抑制增加了对细菌定植或生长的易感性。过去 50 年，相

当多的临产期奶牛嗜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功能损害证明，产前 2 周乳房内新感染和泌乳早期

临床乳房炎的高发病率同时应运而生。免疫调节剂能克服这种免疫抑制，已经评估它们能降低

与临产期疾病如乳房炎有关的经济损失。研究者已经调查了免疫调节作为一种方法提供给牧场

主，应用一种新的工具预防奶牛的疾病感染，尽管生物治疗产品还没有进入市场。免疫抑制增

加了疾病的感染和奶牛的早期损失，两者显著增加了生产的成本和降低了牧场的利润。简单的

解决方案不太可能找到像免疫抑制这样复杂的事情；无论如何，没有在该领域增加重大的研究

不可能有明显的进展。 

无乳房炎奶牛生产的奶牛是十分简单、正确的？保持牛清洁、干燥和无应激环境以及饲喂

它们所需，当它们需要时--说比做到容易！多年来我们已经给奶牛饲喂优化日粮，因为白细胞的

产生和战胜微生物感染的功能活动是复杂的，涉及到细胞能量、蛋白和其他营养的消耗。奶牛

血液平均有~3500个/μL中性白细胞，这相当于 818kg的荷斯坦奶牛有~1.4 x 1011中性白细胞。

血液循环中性白细胞的半衰期大约为 6 小时，所以奶牛每 6 小时从骨髓贮存中更换一半的中性

白细胞。显然，日粮能量和蛋白成分维持免疫细胞消耗的补充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临产期和接

着的泌乳高峰期奶牛能量和蛋白负平衡，毋容置疑影响免疫功能。我们知道：在产后 1 周奶牛

没有从临产免疫抑制中恢复即进入泌乳应激，接着产后 2-3 周泌乳又依然免疫抑制 (Kimura et 

al., 1999a,b, 2002b)。如今我们有新的免疫滋补剂给围产牛。结合最好的合理的卫生状况和最

好的可能的日粮管理，我们能进一步降低泌乳早期的疾病发病率和尽可能使奶牛实现它们最大

的遗传潜力。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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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期奶牛的免疫功能障碍：症状，病因和后果 

Marcus E. Kehrli Jr. 

美国农业部国家动物疾病中心 

梁荣峰译、巫立新校 

 

前言 

 

2013 年美国生产的牛奶总值达 405 亿美元，是美国动物农业经济引擎的第三大产业。2013

年生产的牛奶的价值占动物农业生产总值的 24%；这一数字从十年前的 210 亿美元/年增长到

现在的 230 亿美元/年。2007 年国家动物健康监测系统(NAHMS)的奶制品研究报告显示：2006

年有 23.6%的奶牛在生产运营中被淘汰，分别有 26.3%和 23%的奶牛因为生殖和乳房健康问

题而被淘汰。此外，16.5%的奶牛死亡是由乳房炎提引起的。很明显，控制乳房炎病原体的经

济价值是巨大的。大多数乳房炎的经济分析成本引用 10%的生产损失，只是该疾病总成本的一

部分。大多数(65%到 70%)的损失与产奶量减少有关，从而降低了生产效率；其余的费用是由

治疗造成的。除了这些直接的损失之外，乳房炎还在乳品质量控制、乳品生产实践、奶酪的质

量和产量、牛奶的营养质量、牛奶、肉类和环境中的抗生素残留问题以及过早淘汰的遗传损失

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问题。这些额外的成本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并不总是包含在对乳房炎成本

的经济分析中。 

由于安全、经济和稳定的食品供应需要，我们这些服务于家畜卫生行业的人员必须准备好

提供最好的质量建议和护理来管理我们国家的奶牛群。对于牧场老板来说，提供低体细胞数牛

奶供应的关键因素是让奶牛远离乳房炎。是什么引起乳房发炎的，是由大量的微生物引起的。

在每一次哺乳期间，全国近一半的奶牛都会经历至少一次的乳房炎。研究已经将低体细胞数的

奶牛基因选择这一特性纳入人工授精(AI)公牛的综合排名指数。这种方法主要是为了降低随着

牛奶产量增加而发生的乳房炎发病率的正常增长。大肠杆菌菌群和环境链球菌是从管理良好的

牧场临床乳房炎中分离出来的最常见的病原菌。临床试验和实验研究反复证明：抗生素治疗对

临床或亚临床大肠杆菌乳房炎没有益处。因此，许多年前埃希氏大肠杆菌 J-5 和其他内毒素核

心突变疫苗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降低临床大肠杆菌乳房炎发病率和严重性的工具。然而，

仍未能有新方法满足兽医预防或治疗由环境病原体引起的乳房炎。几年来，美国农业部的国家

动物疾病中心的研究人员采取了两种方法来提高奶牛对乳房炎的抵抗力——免疫调节和免疫

系统的遗传选择。在本文中我们将聚焦于围产期奶牛的免疫抑制证据，如何处理奶牛传染性疾

病，如：乳房炎、子宫炎和胎衣不下和早期的一些过渡奶牛免疫调节的研究以及抵抗乳房炎的

影响。 

 

免疫系统在乳房炎中的作用 

 

对牛传染性疾病的免疫是由多种多样的、相互依存的细胞和体液机制调节的。许多环境和

遗传因素影响了家畜的生产能力，使他们能够在一生中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病原体和正常的菌群。

对传染病的先天抵抗力反映了一种动物固有的生理特性，这种特性使它或多或少地受到一种特

殊病原体的影响。有几种细胞谱系组成了免疫系统(如:B 细胞、T 细胞、嗜中性粒细胞、嗜酸性

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和肥大细胞)。在提供宿主防御方面，这些细胞类型的每一种

都有独特的职责。先天免疫代表各种不同的免疫成分，它们在与感染因子之前的接触中没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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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内在的影响。淋巴细胞提供了适应性免疫反应，这是一种自然特异性抗原，在将来与相同病

原体的接触中具有记忆。本文将提出一种新的免疫系统免疫调节方法，以减少兽药中抗生素的

使用。 

    我们对细胞免疫的首次认识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了，它实际上涉及到对牛乳房炎和免疫反应

的研究。在 1908 年的诺贝尔奖演讲中，俄罗斯动物学家 Élie Metchnikoff 将疾病描述为“由一

种病菌、外部微生物和生物自身的活动细胞之间斗争构成的”。一种治疗方法代表细胞的胜利，

而免疫则是一种足够强大的活动的标志以防止微生物的入侵。 Metchnikoff 引用了一位瑞士兽

医专家 Zschokke 的工作发现：在与牛传染性乳房炎疾病的斗争中，链球菌的大量吞噬作用是

一个很好的迹象。当吞噬作用无足轻重或不出现时，则不再能生产出好的牛奶。这一观点后来

被扩展到包括吞噬细胞吞噬微生物的观点，而这些吞噬细胞必须彻底摧毁微生物。在某些情况

下，乳房炎的链球菌被发现“在被吞噬后毁灭吞噬细胞，从而释放自己进行特殊的工作”。 

    今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到奶牛对乳腺和其他地方的病原体的免疫反应。中性粒细胞是最

重要的防御机制细胞类型之一，因为它们能在几分钟内迅速反应，而且不需要之前接触病原体

就能有效地根除微生物。中性粒细胞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吞噬和破坏入侵身体的微生物。吞噬作

用可能是分布最广泛的防御反应，发生在几乎所有的动物世界中。 

 

                      嗜中性粒细胞是对抗乳房炎的关键 

 

牛的自身防御不断受到接触病原体(细菌、真菌和病毒)的挑战，许多因素影响着这种相互

作用的结果。在任何器官或组织中确立感染都依赖于身体的防御机制和病原体抵御不利生存条

件的能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嗜中性粒细胞是先天防御机制最重要的细胞之一，因为它可以在几

分钟内迅速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之前接触病原体就能有效地消灭微生物。研究表明，

中性粒细胞在大肠杆菌感染组织大约积累 1-2 小时做出反应。这意味着微生物在宿主免疫反应

上有 2 个小时的启动时间，而炎症反应的进一步延迟将导致宿主处理更多的病原体。不幸的是，

在有应激的动物中，炎症反应的延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并且一些导致延迟发炎的机制已

经被确认。嗜中性粒细胞保护几乎所有的身体组织，尤其是在对抗细菌方面，已经在实验和自

然界中反复证明。提早和快速积累足够数量的中性粒细胞，是宿主应对病原体入侵最重要的能

力。中性粒细胞也可以释放细胞因子，从而为更多的中性粒细胞增加额外的招募信号。循环的

中性粒细胞代表主要的可招募宿主防御急性组织感染，如乳房炎。 

 

乳房炎病原的免疫抑制 

 

免疫抑制的字面定义是免疫反应减弱。这个简单的定义影响了提供预防疾病保护一个高度

多样化的系统。通过观察临产免疫抑制研究发现，大多数的临床性乳房炎发生在泌乳早期，并

且认为大多数乳房炎是由机会性的病原体引起的，因此这些牛会发生免疫抑制。有什么证据支

持围产期免疫抑制的假设?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机会性感染与宿主防御机制的艰难妥协有关。在

过去的几十年，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在奶牛和母猪临产期关于淋巴细胞和嗜中性粒细胞的免疫

机能障碍产生了大量的压倒性的证据。临产期的免疫失调会影响到家畜几乎任何器官系统的感

染性疾病的发生(例如：产后动物的胃肠道、呼吸系统和生殖道疾病发病率都增加了)。 

首先，在分娩后头两周，围产期奶牛临床疾病发病率极高，有近 25%的临床性乳房炎发生。

几乎所有的病原体引起临床乳房炎，尤其是大肠杆菌和链球菌，其他是无乳链球菌，在泌乳早

期有很高的发病率。奶牛首先被感染，然后发展成临床性乳房炎。在奶牛干奶期 60 天的第一

周和最后 2 周，由环境病原体引起的新乳房感染发病率(IMI)是最高的。在这些高峰易感性时期

的新乳房感染发病率(IMI)比奶牛生产周期中其他时间的高 2-12 倍。大多数大肠杆菌和环境链

14



                                      健康源自营养 创新彰显价值 

 

球菌感染是在干奶期形成的，并且临床性乳房炎出现在分娩后不久。所有临床大肠杆菌乳房炎

的发病比例在泌乳前 2、4、8 周分别为 25%、45%和 60%。 

第二个支持乳房炎病原免疫抑制的证据是我们传统上认为机会性感染与宿主防御机制的

艰难妥协有关。这两点导致了实验评估奶牛的免疫系统是如何在产犊期间内发挥作用的。在过

去的几年，世界各地的数个研究机构，有关于围产期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免疫功能障碍的大

量压倒性证据。今天的数据告诉我们：在妊娠期结束时，免疫系统的危害越来越大，奶牛更容

易在乳腺中感染，然后免疫系统在产犊后的开始一两周内“触底”，这些亚临床的感染开始赢过

奶牛的免疫系统和临床性乳房炎。这也可以扩展到产后奶牛几乎任何系统的疾病感染(产后奶牛

的胃肠道、呼吸系统和生殖道疾病发病率都增加了)。 

 

什么导致临产奶牛免疫抑制? 

 

    在分娩期间，奶牛发生许多神经内分泌的变化。临产激素分泌反而会影响免疫细胞功能。

令人惊讶的是，雌激素既不对发情周期中的小囊泡阶段奶牛，也不对注射高剂量雌二醇公牛的

嗜中性粒细胞有影响。然而，据报道超高浓度雌二醇抑制了嗜中性粒细胞的功能。这些高浓度

的雌激素可能与免疫抑制密切相关，新乳房感染高发病率(IMI)出现在产前。在产犊前，奶牛体

内总血浆雌激素浓度增加，至少比发情期间增加 10 倍。此外，在正常怀孕期间，孕酮结合人类

的淋巴细胞能力增加(可能是雌激素水平增加的结果)，在怀孕期间孕酮的浓度也足以降低淋巴

细胞的功能。这就增加了一种可能性，在妊娠晚期免疫细胞的激素敏感性可能被改变，由于雌

激素浓度升高导致免疫细胞的功能发生改变。在奶牛怀孕的最后几天，雌激素和孕酮的浓度达

到最高。这可能与产前奶牛的淋巴细胞激素捆绑能力可能比非妊娠奶牛高而发生损伤淋巴细胞

功能密切相关。 

在分娩前三周，许多激素和代谢的变化为乳腺泌乳做准备。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功能

可能会受到产前增加的雌激素、催乳素、生长激素、和/或胰岛素影响。在这一关键时期，奶牛

的新陈代谢从妊娠的需求转变到包括哺乳、对营养需求的增加。在泌乳早期负能量和氨基酸平

衡的存在，可能也会导致中性粒细胞功能受损，因此，这也会认为是观察到的部分临产免疫抑

制。 

未充分阐明引起临产免疫抑制和临床疾病发生率增加的特殊生理因素。然而，我们知道，

在奶牛出生后的开始一两周内，奶牛的免疫功能有非常广泛的抑制作用。已经证明在奶牛不同

的生产阶段（比如：在产犊前后），白细胞功能活动变化很大。最重要的是，已经有报道奶牛的

中性粒细胞功能障碍与临产疾病有关。临产免疫抑制不仅仅局限于牛。母猪的免疫抑制和大肠

杆菌乳房炎的调查显示：嗜中性粒细胞功能抑制与由埃希氏大肠杆菌引起的产后乳房炎的易感

性有关。淋巴细胞功能的缺陷也导致了临产期的免疫抑制。除了减少抗体的生产外，临产奶牛

淋巴细胞的其他影响包括减少细胞因子的产生，这些细胞因子可以刺激和监督先天和适应性免

疫。 

今天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围产期牛的免疫系统没有能力与病原体作斗争。研究显示：在

围产期奶牛免疫抑制，降低了几乎所有类型的免疫细胞的能力。有趣的是，可能是一个免疫系

统 Th1 分支免疫抑制的目的论的理由，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即：预防有害的免疫反应伤害自身

和胎儿的抗原暴露于母体的免疫系统，作为在分娩期间于产道正常的组织危害的结果。然而，

免疫系统 Th1 分支这种疏忽和可能无意的免疫抑制的结果是：由这些细胞正常产生的许多细胞

因子对充分激活嗜中性粒细胞是及其重要的，这对乳腺的防御是绝对至关重要的。若没有完全

功能的细胞免疫系统，细胞免疫系统的自适应和先天分支运作就会降低免疫监控和病原体清除

的能力。这是一种非常时期：临产奶牛发现自身的处境，这就是为什么要通过管理过渡奶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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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化它们暴露于环境中的病原体是如此重要，以及避免代谢紊乱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它们的免

疫系统。 

这里是带回家的信息，奶牛免疫系统的众多因子越是在实际产犊前 2 到 3 周越是受到损害，

而自产犊前 36 小时到之后 36 小时之前，内源性皮质醇的升高早就已经开始了。奶牛的免疫系

统会在产犊后 1-2 周触底和受到严重损害。这种影响就是大家熟知的“围产期免疫抑制”。无论

其诱因，临产期奶牛免疫抑制使奶牛极易受到新的感染特别是乳腺，随着这些新亚临床感染进

展为临床疾病，如乳房炎、子宫炎、产后肠道疾病如沙门氏菌病等疾病随之暴发，这仅仅是其

中的几种案例。 

 

预防免疫调节疾病的前景如何? 

 

生物免疫调节剂可用于预防或减轻由各种病毒和细菌病原体引起的疾病症状。这种生物化

合物的一个总体目标是，通过宿主在足够的一段时间内经历免疫功能障碍支持宿主获得免疫力，

提供宿主免疫系统渴望的效果。细胞因子是一类被研究的具有潜在生物治疗价值的化合物。重

组细胞因子实施以调节免疫受损的宿主，被认为可以防止细菌感染。在一个有效研究改善围产

期免疫抑制的模式中，一些科学家已经评估了奶牛的正常免疫系统的各种细胞因子。粒性白细

胞-种群刺激因子(G-CSF)是一种触发骨髓产生白细胞-特指嗜中性粒细胞的细胞因子，进而对

抗传染病。人类的 G-CSf 已经被成功地应用于接受化疗的癌症患者辅助治疗许多年。在一系列

的研究中，评估 G-CSF 对牛免疫的影响作为预防乳房炎。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哺乳第一

周接受实验挑战，没有不利影响，它可以减少 50%的临床大肠杆菌乳房炎的严重程度和发病率。

G-CSF 也已被证明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克雷伯氏肺炎的预防有益。重要的是要了解免疫调节剂

在免疫功能低下的宿主体内的作用是最好的；因此，围产期是这种化合物修复奶牛免疫系统最

好的时期。在食品动物实践中使用抗生素的可接受的替代方法需要探索，使用免疫调节剂是治

疗、预防和化疗发病率高峰时期预防和对抗传染病的一个有希望的领域。目前，生物免疫调节

领域的研究仍在继续。 

 

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牛乳房炎是奶牛业最重要的经济疾病之一。发病机理非常复杂，涉及多种因素，包括各种

各样的微生物病因、应激、管理和环境卫生。牛乳房炎还没有通过疫苗接种或抗生素得到完全

控制。在许多疾病中，由于各种应激源的免疫抑制，导致对细菌定植或生长的敏感性增加。过

去的 50 年里，有大量证据表明临产奶牛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功能受损的情况凸显，这与产

前 2 周 IMI 和泌乳早期临床性乳房炎的高发病率相吻合。克服这种免疫抑制、免疫调节药物已

经和正在评估它们预防与临产期乳房炎等疾病有关的经济损失的能力。研究者已经调查研究了

免疫调节作为一种提供给牧场预防牧群传染性疾病的方法，尽管生物治疗产品还没有进入市场。

免疫抑制的后果是增加传染性疾病和牛群的过早丧失，这两种情况都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降

低了奶牛业的盈利能力。对于像免疫抑制这样复杂的事情，我们不可能找到简单的解决方案，

但是，如果没有对这个主题进行额外的重大研究，可以确信，我们不会取得任何进展。 

来自没有乳房炎牛群的牛奶生产是很简单的，对吗？把你的牛放在干净的、干燥的和没有

应激的环境中，在需要的时候饲喂它们——说的比做的容易得多！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给奶

牛饲喂最优化的日粮，因为在抗击微生物感染的过程中，白细胞的生产和功能活动是复杂的，

所有这些活动都涉及到细胞能量、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物质的消耗。奶牛平均每微升血液中有

3500 个中性粒细胞，这意味着一头 817kg 的荷斯坦奶牛有 1.4 x 1011个中性粒细胞。中性粒细

胞的半衰期约为 6 个小时，因此每 6 小时奶牛就会从骨髓储备中替换掉一半的细胞。显然，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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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能量和蛋白质消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用来补充免疫细胞的。分娩期间奶牛的能量和蛋白

质负平衡以及泌乳高峰无疑会影响免疫功能。我们知道，在产犊后 1 周内奶牛从临产免疫抑制

恢复到泌乳没有应激，而哺乳期的奶牛在产后 2-3 周内仍会受到免疫抑制。我们今天能做的最

多的就是给围产期奶牛提供最好的卫生条件和适当的日粮。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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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力和亚急性瘤胃酸中毒 

 

T. F. Gressley 

Department of Animal and Food Sciences 

University of Delaware 

巫立新译 

 

前言 

 

亚急性瘤胃酸中毒（SARA）出现在饲喂高能量日粮的奶牛。在 SARA 发生时，瘤胃短链

脂肪酸（SCFA）的产生超过 SCFA 的吸收，结果降低了瘤胃 PH。SARA 的严重性是基于时间

和量化幅度压制瘤胃 PH 低于阈值（通常是 5.6 或 5.8），在瘘管牛显示的最清楚。 

SARA 的后果包括：采食抑制和波动、降低日粮消化率、降低产奶量和乳脂率、损害胃肠

道、肝脏脓肿和跛足(Krause and Oetzel, 2006; Radostits et al., 2007; Plaizier et al., 2008)。

尽管这些影响可以通过改变管理解决 SARA 得到补救，来自 SARA 的局部和全身性的炎症会

导致动物健康和福利的长期影响。这个回顾将讨论 SARA 对消化道和炎症的影响，以及降低

SARA 的步骤。 

 

SARA 对瘤胃的影响 

 

在 SARA 期间，瘤胃可发酵碳水化合物增加 SCFA 产生也增加，导致瘤胃微生物改变。几

个研究已经应用测序技术评估 SARA 诱导反应或高谷物摄入对瘤胃微生物的改变。高谷物摄入

或 SARA 发现降低了瘤胃流体微生物群和细菌黏附在瘤胃上皮细胞的多样性(Mao et al., 2013; 

Petri et al., 2013; Wetzels et al., 2017)。当测序技术应用于描述瘤胃微生物的特性时，在生物

水平高谷物日粮趋向于与增加厚壁菌门丰度和降低拟杆菌丰度相关 (Khafipour et al., 2009b; 

Mao et al.,2013)，尽管在整个研究中影响不总是一致。PCR 的应用鉴别物种水平的变化已经

证明：高谷物日粮或 SARA 挑战会导致纤维发酵菌减少，包括纤维杆菌、大肠杆菌、黄化瘤胃

球菌属；增加了牛链球菌属、埃希氏大肠杆菌和埃氏巨球菌属 (Tajima et al., 2001; Khafipour 

et al., 2009b;Petri et al., 2013)。Khafipour et al. (2009b)发现：增加大肠杆菌与 SARA 症状的

严重性绝对相关，增加大肠杆菌可能对 SARA 的致病很重要。接着的研究他们发现：在瘤胃液

中由谷物引起的 SARA 挑战的大肠杆菌浓度和致病力因素引发的炎症大约比由苜蓿草颗粒诱

导的 SARA（其不触发炎症反应）的高 103(Khafipour et al., 2011)。生态失衡是一个术语，用

来描述一个不健康的细菌群落的转变，并已与在人类和鼠模型的炎性疾病相关(Caesar et al., 

2012; Vieira et al., 2013; Koboziev et al., 2014)。作为 SARA 的结果，一个类似的现象可能出

现在瘤胃和肠道 (Khafipour et al., 2016)。共同的数据显示：瘤胃细菌群体对 SARA 反应的改

变是 SARA 对动物生产性能负面影响的关键第一步。 

在 SARA 期间，改变了微生物菌群的同时，也增加了瘤胃潜在毒素浓度和炎性成分。一个

被大多数人注意的成分是脂多糖（LPS）。脂多糖是革兰氏阴性细菌细胞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

一种典型的内毒素，由于体内 LPS 的出现在哺乳动物细胞内引发炎症反应。当动物受到日粮诱

导的 SARA 挑战时，最初碳水化合物的有效发酵导致细菌的对数级增长，之后接着是大量的细

菌发生溶解反应降低了基质的可用性，并降低了 PH，发酵终端产物积累(Zebeli and Metz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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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beli, 2012)。在快速增长和细菌溶解期自由 LPS 积累，结果导致在 SARA 期间 LPS 在瘤胃

里的浓度增加 (Li et al.,2012)。奶牛在受到急性酸中毒的挑战时，瘤胃液聚集以挑战增加了的

内毒素活性，并当给小鼠注入内毒素时，变得越来越有毒性 (Nagaraja et al., 1978)。这些结果

引导作者推断：酸中毒是瘤胃内毒素系统介导的结果。另外，发现当给奶牛饲喂大麦谷物的水

平增加时，LPS 的瘤胃浓度与乳脂率和产量呈负相关(Zebeli and Ametaj, 2009)。尽管在 SARA

期间瘤胃积累的 LPS 可能对随后的炎症反应是重要的，LPS 的免疫反应特性不同于细菌种类，

Khafipour et al. (2009b)提出：对于 SARA 的炎症反应是由于大肠杆菌 LPS。 

在 SARA 期间产生的其他潜在的有危害成分包括：生物胺类和乙醇 (Ametaj et al., 2010)。

乙醇胺是生物胺不仅仅对宿主有潜在地危害性，也显示有增进病原菌的生长和致病力 (Saleem 

et al., 2012; Zebeli and Metzler-Zebeli, 2012)。组胺是在 SARA 期间产生的另外一个生物胺，

它是在炎症反应到 SARA 期间一个潜在的角色，后面在回顾蹄叶炎时将会提及。 

瘤胃上皮细胞可作为选择性屏障，使 SCFA 吸收，同时防止细菌的进入和增殖。SARA 全

身性的影响依赖于这些屏障的破坏。瘤胃上皮细胞结构是由四层构成的：角质层、颗粒层、棘

层和基底层（图 1）。在健康的瘤胃，细菌仅仅是紧 

 

密地聚集在角质层。紧密结合的蛋白调节着渗透屏障显示最厚重的颗粒层，有些延伸到棘层 

(Graham and Simmons, 2005)。颗粒层、棘层和基底层中间相连允许 SCFA 从瘤胃转运到基

层薄膜(Graham and Simmons, 2005)。瘤胃的渗透屏障功能回应动物和瘤胃的变化。例如，在

氧化应激、热应激和饲料限制期间，渗透性增加 (Mani et al., 2012; Zhang et al.,2013)。增加

渗透性也可能是一种对高谷物日粮的自适应反应以允许增加对 SCFA 的吸收(Zebeli and 

Metzler-Zebeli, 2012)。对瘤胃的截面隔离研究也证实在酸化或高渗透压反应中渗透性增加 

(Schweigel et al., 2005; Emmanuel et al., 2007)。 

 

在回应 SARA 的消化黏膜变化 

 

增加作为选择性屏障的角色，瘤胃和肠道上皮细胞通过与肠道关联淋巴组织（GALT）的互

作直接帮助免疫功能。这些微观结构在消化道黏膜自始至终都可以找到，由白细胞集群构成，

免疫结构与消化道上皮细胞密切相关。它们的尺寸范围从大淋巴集结到小型的、孤立的淋巴滤

泡和由中间穿插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 B 细胞和 T 淋巴细胞的集群构成(Goto and Kiyono, 

2012)。M 细胞、树突状细胞的抗原呈递导致 B 细胞被免疫球蛋白分泌细胞激活。柱状上皮细

胞通过分泌 IgA 然后退出胞转作用，于此积累在黏液，以防止附着和目标细菌移位(Kamada et 

al., 2013)。在 GALT 内的生发中心 T 细胞被受体结合的微生物产品和当地生产的细胞因子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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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健康动物，共生肠道微生物的忍受性是受 T 细胞调节表现而促进的，往往由周围细胞抑

制炎症反应(Littman and Pamer, 2011)。 

在健康动物的肠道内淋巴细胞和吞噬细胞的活动对微生物做出回应引起恰当的反应：响应

致病菌的挑战与炎症和免疫激活共生生物的容忍和局部免疫抑制。 

细菌绑定组件识别病原体的受体，如 toll 样受体(TLR)和 NOD 样受体对平衡至关重要。GALT

结构的正常发展取决于这些受体识别病原体的功能。为了促进适当的 GALT 发育，共生细菌的

混合生态促进了粘液的产生和上皮细胞的屏障功能，竞争的生物体抑制了定植(Kamada et al., 

2013)。GALT 上的微生物影响和黏膜功能不仅仅是通过微生物组件与受体的直接互作，也通过

共生微生物的产物包括短链脂肪酸产生影响(Brestoff andArtis, 2013)。生态失调会下调这些保

护功能，刺激黏膜发炎和增强病原菌生物体的定植。 

SARA 的后续炎症影响取决于消化道上皮细胞的渗透屏障缺口。在 SARA 期间，一些渗透

合并增加，降低了 PH，细菌毒素如 LPS 增加了，以及生物胺增加导致屏障功能破坏。用肉牛

分离的瘤胃和结肠组织研究显示：LPS 和降低的 PH 协同行动降低了屏障功能(Emmanuel et 

al., 2007)。一旦上皮细胞被破坏，GALT 细胞可能反应被触发局部炎症和改变细胞因子产生。

这种改变可能进一步增加了渗透性，强化了病原体生物的定植，提高了细菌和毒素穿过上皮细

胞，增加了炎症反应 (Mani et al., 2012; Kurashima et al., 2013)。当奶牛谷物日粮从 0%转变

到 65%，瘤胃上皮细胞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包括：明显的乳突损伤、紧密连接降低、角质层脱

落、细菌在颗粒层和棘层出现(Steele et al., 2011)。Khafipour et al. (2011)发现：在谷物诱导的

SARA 期间，病毒性的 RNA 水平和从瘤胃液体分离出来的大肠杆菌黏附因子增加，表明：SARA

可能会增加潜在的致病性微生物破坏上皮细胞完整性和在乳突上定植。 

同时在乳突上的局部炎症改变上皮细胞的循环，黏附蛋白表达和 SCFA 吸收。与饲喂高粗

饲料日粮相比，高浓度的日粮导致基因表达的显著不同，包括：黏附蛋白基因的不同和细胞循

环的调整(Taniguchi et al., 2010; Steele et al., 2011; Ma et al., 2017)。Meissner et al. (2017)

的体外研究发现：瘤胃组织暴露降低 PH 和增加 SCFA 破坏上皮细胞屏障功能和降低紧密连接

闭合蛋白、密封蛋白-4 和密封蛋白-7 的表达。同样地，一个山羊的研究显示：高谷物日粮降低

了上皮细胞的完整性和密封蛋白-4 和瓣胃闭合蛋白的表达(Liu et al., 2014)。这些共同的研究证

明：SARA 引起瘤胃上皮细胞急剧的变化包括降低屏障功能。对 SARA 的反应是伤害瘤胃上皮

细胞和改变细胞循环会导致角化不全和角化过度(Penner et al., 2011)。增加更多的基础上皮细

胞层暴露给细菌和毒素，结果角化不全会进一步增加瘤胃炎和导致微脓肿的形成(Kleen et al., 

2003)。 

在 SARA 期间出现在瘤胃的事件反射到大肠。增加肠道碳水化合物发酵会伴随着典型的

SARA 发生，引导 SCAF 和 LPS 的浓度增加、PH 降低和危害肠道黏膜 (Bissell, 2002; Dijkstra 

et al., 2012; Li et al., 2012)。SARA 的粪便指标包括：腹泻、泡沫状粪便、增加粪便颗粒的尺

寸和在粪便中出现黏蛋白(Hall, 2002)。因为肠道上皮细胞是由单一的上皮细胞层构成的，SARA

的全身性炎症影响可能是由于细菌和毒素穿过肠道黏膜(Oetzel, 2003)。事实上，Khafipour et 

al. (2009a)发现：随着 SARA 的挑战 LPS 定期地在血液中出现，暗示：LPS 通过肠道而不是

瘤胃进入循环系统。山羊的研究发现：与饲喂高粗日粮相比高浓缩日粮导致结肠危害的出现包

括上皮细胞伤害、破坏连接的紧密度、增加细胞凋亡、增加炎症细胞浸润和炎症介质较大的基

因表达(Tao et al., 2014a; Tao et al., 2014b)。 

 

亚急性瘤胃酸中毒的全身性影响 

 

若细菌和毒素通过上皮细胞的缺口进入黏膜它们可能触发局部炎症，通过血液供应门户进

入肝脏，或通过淋巴或血液到达全身。例如：SARA 和急性酸中毒导致肝脏门静脉和肝静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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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毒素浓度增加(Haubro Andersen et al., 1994; Chang et al., 2015)。这些结果表明：消化道产

生的内毒素直接进入肝脏会影响肝脏功能，也会从肝脏出去触发全身性影响。在肝脏、血液或

淋巴系统出现的内毒素会触发全身的炎症(Eckel and Ametaj, 2016)。例如：Chang et al. (2015) 

发现：饲喂了诱导 SARA 的日粮奶牛肝脏的炎性基因的表达上调。流到肝脏的毒素增加会导致

肝细胞损害，Bobe et al. (2004)提醒：SARA 会增加脂肪肝的可能性而进一步影响肝功能。更

进一步，SARA 增加肝脏的氧化应激(Abaker et al.,2017)，会损害肝脏组织和降低肝脏解除肠

源性感染内毒素的能力。此外，若肝脏细菌出去或经过肝脏，它们会导致 SARA 引起的慢性炎

症疾病，如：肺炎、心内膜炎、肾盂肾炎和关节炎(Oetzel, 2007)。细菌也可能定植在肝脏和形

成脓肿。在牧场坏死梭杆菌是从肝脏分离出来的主要菌种，肝脏感染是瘤胃壁感染的次级感染

(Nagaraja and Chengappa, 1998)。这种瘤胃常态居民（菌）在饲喂高谷物日粮时数量增加，

瘤胃角质化不全或 SARA 造成瘤胃炎时机会性地定植在瘤胃壁 (Tadepalli et al., 2009)。这些

只是 SARA 对肝脏功能负面影响的少量案例，或许其他细菌产物和毒素进入肝脏就如同 SARA

一样也可能影响肝功能。 

谷物诱导的 SARA 对肝脏一个清晰的反应是急性期蛋白的产生会改变免疫功能和产生全

身性的炎症反应。急性期蛋白包括：血清淀粉蛋白 A、结合珠蛋白、LPS-捆绑蛋白、C-反应蛋

白和 α-1 酸糖蛋白。它们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包括：刺激或抑制免疫反应，刺激组织修复、除

去有害成分、孤立传染病菌和预防或改造炎症(Zebeli and Metzler-Zebeli, 2012; Eckel and 

Ametaj, 2016)。此外，内毒素通过急性期蛋白直接或间接触发肝脏和组织释放炎症细胞因子

(Eckel and Ametaj, 2016)。Plaizier etal.(2008) 总结多种 SARA 挑战的研究和提议：LPS、炎

性胺类或细菌其他产物抵达肝脏激发从肝脏释放急性期蛋白和产生全身性炎症反应。因此，全

身性炎症出现取决于细菌成分到达普通的循环系统与否。肝脏增加它们的释放，急性期蛋白的

mRNA 表达在胃粘膜也检测得到，表明：粘膜可能也直接助力这种炎症反应(Dilda et al., 2012)。 

研究的目的也在于评估为什么基于谷物的 SARA 挑战诱导循环系统急性期蛋白增加，而同

时基于苜蓿的 SARA 挑战却不是如此。Li et al.(2012)用奶牛瘤胃和盲肠瘘管研究发现：尽管

LPS 的瘤胃浓度增加了挑战的种类反应，LPS 的盲肠浓度仅增加了基于谷物挑战的反应。他们

提出：基于谷物挑战的动物 LPS 从大肠到肝脏的迁移可能增加了急性期蛋白。然而，应用过瘤

胃挑战模型，我们和其他人还不能产生同高谷物日粮反应类似的血浆急性期蛋白增加，可能是

由于这些挑战的短期性(Bissell,2002; Mainardi et al., 2011)。Khafipour et al. (2009b)发现：微

生物对 SARA 反应改变、瘤胃大肠杆菌丰富，反应增加仅仅是基于谷物的 SARA 挑战，大多数

与血液中急性期蛋白的浓度强相关。这些结果显示：对日粮变化的反应，到达肝脏不同的细菌

产物会对急性期蛋白产物有不同的影响。这些作者也提示：血液 LPS 粘合蛋白浓度增加直接指

示 LPS 从瘤胃转移到肝脏(Khafipour et al., 2009a)。急性期蛋白数据反应 SARA 继续上升，这

变得很清楚了：LPS 的直接通过或其他细菌产物到达血液循环可能不是 SARA 引起全身性炎症

反应所必需的。反而，在肝脏水平的免疫调整或甚至肠道黏膜似乎足够驱动全身性炎症。 

蹄叶炎和跛足是 SARA 的后果，其类似的机制是 SARA 驱动的全身性炎症反应也间接伤

害蹄。瘤胃酸中毒的反应，作用于血管的物质包括：LPS 和生物胺能穿过肠道黏膜被吸收。损

害的肠道壁和细菌产物的进入会驱动内源性血管物质的形成，包括：细胞因子和前列腺素。这

些外源性和内源性化合物的主要影响是小动脉的扩张和小静脉的收缩，在肠道水平会提高炎症

和增加毒素的进入 (Shearer, 2011;Eckel and Ametaj, 2016)。在蹄的真皮部位，这些血管的变

化导致炎症、出血、细胞死亡、基质金属蛋白酶的激活和生长因子信号的破坏 (Shearer, 2011)。

改变细胞生长、细胞损害、降低氧化和营养流动和降低细胞间的附着会引起脚踏骨骼的下沉进

而损害真皮、造成疼痛和病变(Nocek, 1997; Goff,2006)。从肠道吸收的组胺或在炎症时产生的

内源物扮演了发展为蹄叶炎的关键角色。Takahashi and Young (1981)用公牛做的研究证明：

过度饲喂谷物和在趾动脉注入组胺协同作用下引起蹄叶炎。Katz and Bailey (2012)评估：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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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喂谷物导致马蹄叶炎，与反刍动物的机理类似。肠道屏障功能丧失使得细菌产物流入，包括：

LPS 和胺类进入循环系统入口。在肝脏和白细胞产生炎性改变，毒素进入或没有进入全身，通

过改变蹄部的血管引起蹄叶炎、细胞凋亡、氧化损伤和基底膜的酶降解(Katz and Bailey,2012)。 

 

管理奶牛降低 SARA 的影响 

 

在瘤胃水平引起 SARA 的原因可以概括为管理、环境和降低瘤胃缓冲能力或增加瘤胃

SCFA 积累等动物因素。Stone (2004)评论：缓冲能力可以通过增加日粮粗纤维含量和优化颗

粒大小增加咀嚼和唾液而提高，通过补充外用缓冲剂或碱化日粮，增加日粮的阴阳离子差。如

下的建议能降低 SARA 的风险，包括：保持适当的颗粒大小和物理有效纤维以及避免过度使用

可发酵的碳水化合物 (Stone, 2004)。热应激会降低缓冲能力，是由于减少了咀嚼，还由于挑食。

在热应激期间增加日粮的缓冲能力、实施减轻热应激的操作和预防饲料挑食可以帮助降低

SARA 的影响。加大日粮的谷物比例、增加谷物和草料的发酵、提高饲料的采食量以及导致大

量和较少的频繁采食等管理因素均会增加 SCFA 产物的比率和 SARA 的风险。粪便的粘稠度应

该定期监控，尤其是日粮变化后，及时发现牧群中 SARA 的苗头。个体对 SARA 敏感性的不同

可能与采食量、唾液缓冲度和 SCFA 摄入的变异以及对内毒素忍耐度的不同有关(Khafipour et 

al., 2009b)。 

日粮补充剂有潜力减少SARA的负面影响，可以减轻消化道中的事件或减少后续炎性事件。

活酵母或酵母提取物所含的成分能够帮助稳定瘤胃微生物以缓解 SARA 的负面影响(AlZahal et 

al., 2014)。其他直接饲喂的微生物包括屎肠球菌或乳球乳酸菌可以帮助稳定瘤胃环境

(Chiquette et al., 2015)。饲料补充剂内含物如：亚麻籽油或鱼油所含的高水平 Ω-3 脂肪酸可以

帮助降低由饲喂高碳水化合物导致的炎症反应和组织危害(Maniet al., 2012)。其他日粮添加剂

如：生物素和锌有潜在的增强上皮细胞预防来自 SARA 对组织伤害的功效 (Goff, 2006)。最近

的研究也表明：在 SARA 挑战期间补充硫胺素（VB1）增加了瘤胃的 PH、降低了瘤胃的 LPS

和降低了瘤胃上皮细胞炎性蛋白的表达(Pan et al., 2017)。  

有机微量元素和酵母细胞壁提取物也显示了降低 LPS 的全身性炎性反应(Brandão et al., 2016)，

表明：它们能帮助缓和自消化道衍生出的内毒素引起的 SARA 全身性炎性反应。最后，我们继

续提高对病态细菌的理解试图降低 SARA 对组织的危害，有潜力开发出管理策略以降低这些病

原生物的竞争能力。比如 Gill et al. (2000)发现：接种牛链球菌疫苗降低了急性酸中毒羊的反应

严重程度，和病理与 SARA 关联细菌疫苗的未来发展可能是有益的。 

 

结论 

 

亚急性瘤胃酸中毒影响奶牛的生产性能和健康。瘤胃炎是 SARA 最初的损害，炎症和免疫

激活降低了支持生产的可利用能量，细菌产物穿越肠道上皮细胞会危害组织包括肝脏和蹄部。

当要求高能量日粮持续支持高产时，亚急性瘤胃酸中毒将有可能继续是奶牛养殖业的问题。仔

细注意营养管理和发展出新的 SARA 缓和策略可以帮助降低将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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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元素（Zn、Cu、Se、和 Mn）和牛的获得性免疫反应 

 

R. A. Palomares 

乔治亚大学兽医学院 

人类健康和大动物医学系 

巫立新译 

 

前言 

 

免疫系统由两个主要的分支组成: 先天的和后天获得的免疫。这两个部分有特殊的功能，

但各部分密切协调保护动物不受感染。微量矿物质（TM）对牛的获得免疫反应的发育至关重要，

尤其是应激的动物，因为这些部分的微量元素参与酶的激活或是代谢途径的结构成分、DNA 复

制和抗氧化剂保护系统等。使用微量元素对动物健康和生产性能的益处先前已经在奶牛

(Harrison et al., 1984; Machado et al., 2013)和肉牛上(Arthington et al., 2014;Berry et al., 2000; 

Genther, and Hansen, 2014; Richeson and Kegley, 2011)评估过。几个研究就注射 TM 对牛免

疫功能的影响作了评价(Arthington and Havenga, 2012; Chirase et al., 1994; Clark et al., 2006; 

Droke and Loerch, 1989)，在这篇文稿里将会讨论。 

田间实验研究聚焦在改善育肥被宰的牛的 TM 状况，已经显示使用 TM 改善饲料效率、降

低发病率、治疗成本、改善生产成绩和产品特性等的正面影响。我们在乔治亚大学的研究显示：

与对照组相比，给奶牛和肉牛实施注射 TM（Se, Zn, Cu 和 Mn)的同时接种改良活病毒疫苗结

果导致抗体滴度提早和增加，并且病毒刺激白细胞增殖。因此，为小牛实施可注射的 TM 添加

剂管理方案可能意味着是一个改善商业化牧场家畜健康有前景的工具。 

 

牛的免疫系统 

 

先天免疫 

 

先天免疫系统是在获得性免疫系统能发育到适当的回应之前的预防病原菌的第一道防线。

先天性免疫不具有抗原的特性，不包括回忆性的或记忆的反应。非特异性免疫的部份出现于较

早的和接着的抗原暴露之时，他们不区别对待多数外来的物质。这些部件包括天然的屏障（皮

肤、上皮细胞膜、强力抗菌物质、酶等），补体蛋白和白细胞（粒性白血球、吞噬细胞）吞噬和

消灭病原菌（吞噬作用和杀戮）。 

此外，先天免疫也包括 I 型干扰素（IFN）抗体反应和自然杀手细胞（NKC），它们是淋巴

细胞能够消灭感染病菌的细胞。粒性白血球也称作多形核白细胞（PMN）,是主要的嗜中性白细

胞。嗜中性白细胞的主要功能是监视感染执行吞噬作用和杀戮病原菌。嗜中性白细胞通过病原

菌相关联的分子模式（PAMPs）运用特殊的接收器称为样受体识别病原菌。细菌有非典型分子

在哺乳动物细胞上创建(比如：双绞线 RNA、CpG DNA 序列和特别的糖类残余物)，所以嗜中

性白细胞能检测这些分子以消灭有感染力的病菌。在 PAMPs 的镶边到样受体，嗜中性白细胞

激活和发起吞噬作用和杀戮。由吞噬作用对细菌的消灭涉及灭菌的强氧化物种类（ROS）反应

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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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免疫 

 

适应性或后天获得性免疫有识别特殊抗原和记忆的能力。适应性免疫系统的主要成分包含

体液（B 淋巴细胞产生抗体）和细胞间接免疫（主要由 CD4+ 辅助 T 细胞, CD8+ 细胞溶解 T

细胞和 WC1+ γδ T 细胞发展而来)。 

B-细胞在骨髓里成熟释放入血液循环和流入淋巴组织。这些细胞也充当抗原展示细胞

（APC），因此他们能认出抗原和呈现出辅助 T 细胞以进一步提高抗体的产生。B 淋巴细胞激

活和经历增殖以及分化，该过程称为“无性扩张”。每个 B 淋巴细胞的克隆能认出一个特殊的目

标抗原。由 B 淋巴细胞产生的抗体接着与抗体需要输入的白细胞介素-2 (IL-2), IL-4 和 IFN-γ 互

作。这些细胞因子也导致来自激活的 B 细胞族群的 B 记忆细胞的形成。抗体是 Y-成形蛋白包

括一个不变区域（C）和可变区域（V）。可变区域（V）包含在抗体表面位置。不变区域（C）

来自清晰地基因聚集，产出不同的抗体同位素，如 IgG, IgM, IgD, IgA 和 IgE。每个这些同位素

有不同的物理特性和在动物免疫系统中扮演特殊的角色。在适应性免疫反应的角色中包括：中

和作用或微生物和毒素、调理作用、吞噬作用、抗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和补体活化。 

T-细胞在骨髓产生并在胸腺成熟（因此称为“T”细胞）。T-细胞负责“间接细胞免疫的”。类似

于 B-细胞，T-细胞也是无性增殖，T-细胞分化导致效应器和记忆 T-细胞的发育。在间接细胞免

疫期间，T 淋巴细胞动员和促进吞噬细胞（非特异性的）的活力如同直接参与了感染细胞的溶

解（如：病毒感染细胞）。辅助 T-淋巴细胞(CD4+)通过细胞因子和协同刺激分子的产生组织适

应性免疫反应，在此期间，T-细胞细胞毒素有能力毁灭感染细胞（如：在病毒感染期间）。 

 

微量元素在免疫反应中扮演的角色 

 

营养状况和特殊的矿物质水平已经被证明对牛健康和性能有作用(Enjalbert et al., 2006; 

Galyean et al., 1999;Underwood and Suttle, 1999)。微量元素如锌（Zn）、锰（Mn）、铜（Cu）

和硒（Se）对最佳免疫功能(Chirase et al., 1991; Percival, 1998; Underwood and Suttle, 1999)、

牛生长(Spears and Kegley, 

2002)、尤其在高应激和新近接触饲料的犊牛非常重要(Duff and Galyean, 2007)。锌参与新陈

代谢 2500 多个酶系统的形成和运转(Andreini et al., 2009; Cousins and King,2004)。锌激活超

氧化物歧化酶，该酶在稳定细胞膜以防强氧化类物质（ROS）氧化细胞膜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

(Bonaventura et al.,2015; Haase and Rink, 2014)。锌通过 S 核糖核苷酸还原酶参与 DNA 的

复制，是淋巴细胞增殖和分化所必需的。锌在免疫反应的主要角色包括：嗜中性白血球和巨噬

细胞的信号传递和粘附(Bonaventura et al., 2015)、由单核细胞促发发炎反应的产生(Rink and 

Kirchner, 2000)、IL-2 分泌作用的调节、为 T 细胞活化传导信号、无性增殖、TH 细胞分化和

极化作用(Haase and Rink, 2014)、B-细胞运转和抗体产生(Pinna et al., 2002; Tomlinson et al., 

2008)。 

铜对线粒体代谢产生能量供应给不同的器官包括免疫系统有重大影响(Failla,2003)。铜在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和 ROS 的中和作用方面也扮演一定的角色(Maggini et al., 2007)，并对吞

噬细胞杀灭过程有贡献(Linder,1991)。血浆铜蓝蛋白是一个包含铜的酶，在发炎反应期间当免

疫细胞释放清除氧自由基时，血浆铜蓝蛋白的产生显著增加(Percival, 1998)。在啮齿动物，铜

缺乏与降低 IL-2 产生、淋巴细胞增殖和 T 细胞数量有关(Bala and Failla, 1993; Bonham et al., 

2002; Klotz et al., 2003; Linder and HazeghAzam, 1996; Minatel and Carfagnini, 2000; O'Dell, 

1993; Pan and Loo, 2000; Percival,1998)。类似地，给牛饲喂铜缺乏的日粮研究显示：淋巴细

胞显著减少和嗜中性白血球活性受损(Cerone et a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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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在嗜中性白血球转移进组织和随后的发炎反应中呈现非常重要的作用(Maddox et al., 

1999)。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组件，该酶消灭 ROS 的产生和防止 ROS 从损害的细胞中

释放(Maddox et al., 1999; Neve, 1991)。硒与抑制嗜中性白血球迁移、杀戮能力、降低 B-细胞

反应和抗体产生有关。此外，补充硒不仅增强体液也增加间接细胞免疫反应(Maggini et al., 

2007)。硒在组织和血液中的水平影响总的 IgM 水平和在 BHV1 挑战后特定的抗体效价(Reffett 

et al., 1988)。已经证明锰在免疫系统中扮演的角色有限。然而，铜在产生吞噬细胞激活以消除

ROS 方面具有必需的功能(Tomlinson et al., 2008)。 

 

注射微量元素对接种抗牛呼吸系统疾病疫苗（BRD）免疫反应的影响 

 

牛呼吸系统疾病（BRD）主要影响北美奶牛和乳牛的盈利能力，每年导致超过 10 亿美元

的重大经济损失(Griffin, 1997; McVey, 2009)。传染性动因始终影响着 BRD 包括牛病毒性腹泻

（BVDV）、牛疱疹病毒（BHV1）、牛呼吸多核病毒（BRSV）、副流感 3 病毒（PI3V）、曼海姆

氏溶血性菌、巴氏杆菌、嗜血杆菌和牛支原体。适当的生物安全措施和预防接种程序对预防和

控制 BRD 是至关重要的。 

Arthington and Havenga (2012)给牛预防接种 BRD 特定的改良活病毒（MLV）疫苗后，评

估施行 ITM 对体液免疫反应的影响。研究证明：给予 ITM 的同时预防接种病毒疫苗，结果增强

了对肉牛 BHV1 中和作用抗体的产生。另外，最近的研究显示：用 ITM 治疗的同时预防接种

MLV 疫苗导致新近接受饲料、高应激犊牛快速产生 BVDV 特定的抗体反应(Roberts et al., 2015)。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CMI）反应是防范病毒参与 BRD 的关键

(Collen and Morrison, 2000; Howard 1990; Nobiron et al., 2003)。MLV 疫苗诱导免疫反应的

一个更完整的评价需要使用方法评估体液（抗体反应）和细胞效应的机制（回忆抗原诱导增

殖和诱导干扰素 IFN-γ 为核心的 Th1 细胞因子）。 

乔治亚大学完成的一个研究：小奶牛接受包含 BVDV、BHV1、PI3V 和

BRSV(Palomares et al., 2016)的改良活病毒（MLV）疫苗，同时注射包含锌、锰、硒和铜的

微量元素（ITM）的液体以评估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CMI）的疫苗抗原反应。总共 30 头小

奶牛（3.5 月龄）实施皮下注射（SQ）包含 BHV1、BVDV1 & 2、BRSV、PI3V 和弱活毒曼

海姆氏菌属-巴氏杆菌启动剂量的 MLV 疫苗。小牛被随机分配两组中的一组：1）实施 ITM 皮

下注射（ITM，Multimin 90® Multimin USA®, n = 15)；2）无菌生理盐水注射（对照组，n = 

15)。三周后，小牛加强接受同样复合疫苗的皮下注射，按处理组第二次实施 ITM 或生理盐水

注射。研究至始至终，小牛在百慕大草和羊茅草上放牧没有接触矿物质添加剂。小牛任意采

食百慕大草、羊茅草和饮水。另外，小牛分两次饲喂 2.7kg/头日精料补充料(Bulk Cattleman’s 

Special; Godfrey’s Warehouse; Madison-GA; Palomares et al., 2016)。 

在这个研究里，小牛获得足够的所有研究的微量元素肝脏组织浓度，评估所有样品数据

是按照标准参数值(Herdt and Hoff, 2011)。实施 ITM 结果与生理盐水组比较增加了肝脏硒

（在 21 和 56 天）、铜（在 56 天）和锰（在 56 天）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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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IMT 同时接种 MLV 疫苗导致接种疫苗 28 天后比对照组的 BVDV1 抗体效价高(P = 

0.03)。这个较高的 BVDV1 特定体液免疫反应是与抗体产生的较高（图 1A）和 ITM 组

（12/15，80.0%）比对照组（8/15，53.3%；P = 0.13；图 1B）在 28 天血清-转化（与 0 天

相比增加了 4 倍多）到 BVDV1 的比例在数值趋势上较高这两者有关。 

这个快速的 BVDV 特异性抗体反应与 ITM 在较早的时候同时提供一个 MLV 疫苗诱发反应

被授予接种

保护后可能

有重大价

值。这对于

新近接受饲

料和较高应

激的呼吸性

病毒高风险

感染的小牛

尤其重要。

预防接种后

快速增加血

清中和抗体以抵抗 BVDV 可能是对预防感染和疾病发展有利的。抗体可能压制细胞外的病毒

颗粒，抑制病毒对宿主的附着和有助于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Forthal, 2014)。同样

地，先前的报告显示：ITM 增强体液免疫反应以应对牛生产上显著的临床病原菌，包括：

BVDV (Roberts et al., 2015)、BHV-1 (Arthington and Havenga 2012)、大肠杆菌(Panousis 

et al., 2001)和溶血性巴氏杆菌(Droke and Loerch, 1989)。Arthington and Havenga (2012)做

的研究，给公牛实施 ITM 同时使用 MLV 疫苗，诱导血清中和 BHV-1 抗体效价在预防接种疫

苗 14、30 和 60 天后比 0 天底线效价和生理盐水效价显著增加。 

小牛用 ITM 处理后显示：预防接种 BVDV1 之后，单核细胞白血球比对照组提早增强细

胞增殖（白血细胞增殖的顶峰出现在 14 天之后）。在对小牛接种疫苗并用 ITM 处理后 14 天，

在刺激 BVDV 后单核细胞白血球的增殖趋势比对照组高(P = 0.08; 图 2A)。在对小牛接种疫苗

并用 ITM 处理后 7 天，在刺激 BVDV 后单核细胞白血球的增殖比对照组高(P = 0.01; 图

2B)。此外，ITM 组的小牛在接种疫苗 21 天经 BRSV 刺激后由 PBMC 产生的 IFN-γ 比 0 天的

增强了(P < 0.01)。 

 

提供足

够的锌、

铜、硒和锰

已经证明在

淋巴细胞激

活期间对细

胞信号和细

胞因子的产

生是必需的

(Puertollano 

et al.,2011; 

Sp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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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这些微量元素是几种金属蛋白在结构和功能上基本的元素，参与日常的各种新陈代谢

过程包括：细胞的无性繁殖增殖、新陈代谢的能量产生、DNA 复制和转录以及保护抵御 RSO 

(Failla,2003)。在 ITM 群体中观察到这些常规的细胞功能的强化可能促成更高的白细胞增殖反

应。 

微量元素对牛充分的免疫反应的发育至关重要，尤其是处于应激的动物。聚焦于改善开

饲应激犊牛的微量元素状况的田间试验研究已经显示：ITM 对于改善饲料效率、降低死亡率和

治疗成本、提高生产性能和生产性状等有积极的影响(Arthington et al., 2014; Berry et al., 

2000;Clark et al., 2006; Genther, and Hansen, 2014; Richeson et al., 2011)。当前研究的结

果支持我们的假设，扼要重述先前的研究结果表明：补充微量元素的益处在于牛预防接种

MLV 在免疫上的反应。在此建议：在犊牛管理方案中添加 ITM 意味着一个改善商业化牧场家

畜健康的方法。 

（参考文献略） 

 

  

27



                                      健康源自营养 创新彰显价值 

 

产品推荐 

美斯特 Meta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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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化应激 

在应激期间肠道的完整性与生产性能的关联 

Hugo A. Ramírez Ramírez1 and Lance H. Baumgard 

爱荷华州立大学动物科学系 

巫立新译 

 

前言 

 

畜牧生产很多程度上依赖于营养和饲养流程的设计以提升最大化或最理想的生产。原料的

质量包括动物日粮影响营养的供应、可消化性、吸收和最终对动物生产性能的较大影响。除了

饲料质量，动物内在的因素也决定日粮操作对动物做出怎样的反应。这些因素中，因为胃肠道

（GIT）在消化和吸收中所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是高效的动物生产至关重要的。然而，胃

肠道在动物的免疫地位中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因此，本文的目的是突出胃肠道和家畜营

养管理的互作以及这种互作对动物生产性能的影响。 

 

肠道的角色 

 

在反刍动物，瘤胃、网胃、瓣胃、真胃和肠道的总重量占了体重的 71%(Holstein cows, 

Beecher et al., 2014)。大重量的胃肠道与总的体重相关，包含生理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营养用于

组织的维持和运转。胃肠道在饲料消化和营养吸收方面扮演着清晰和明显的角色。肠道呈现了

一个多样化的、大的解剖特征，如：反刍动物多室的胃部在布局上的微小差异和胃肠道不同部

位细胞的分层结构。形态上的特征如：绒毛和微绒毛增加了肠道消化和吸收的巨大表面积。 

除了消化和吸收过程扮演的角色外，肠道也提供了一个阻止外界物质或微生物侵入身体的

物理和化学屏障。事实上，肠道是防御病原菌和毒素的第一道防线，是免疫系统最大的器官。

肠道内有一层富集苏氨酸糖蛋白称为黏蛋白的粘液层构造(Perez-Vilar and Hill, 1999)。该粘液

层是一道身体屏障，防止肠上皮细胞和肠道内的流体内容物包括消化分泌液、毒素和微生物之

间的直接接触(Forstner, 1995) 。除了这些糖蛋白，蛋白质与肠道细胞之间的紧密连结增强了

肠道的完整性。这阻碍防止了离子、毒素和其他分子穿过细胞间的通路渗透入体内 (González-

Mariscal et al. 2003)。 

总之，肠道通过各种不同的机制包括化学信号途径、物理黏膜屏障和紧密联结的蛋白质在

保护身体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机制中任何一个改变都会导致肠道屏障的完整性降低、

黏膜层的厚度降低，或紧密联结蛋白质的合成和功能改变。 

 

应激因素和肠道以及免疫系统反应 

 

在家畜生产循环中经历各种各样点上的应激事件。有些事件是与气候有关，热存在是大多

数通常的与应激有关的因素。其他的应激事件包括断奶、运输和周转。每一个这些因素可能会

诱导出行为和生理的多种改变，但是它们都会共同地分摊到降低饲料采食量上。因此，需要着

重强调的是其他情形中的饲料采食量受到牵累也会引出类似的反应成为了主要的应激事件。在

放牧或栏舍中存栏密度高、干旱、由于每天挤奶持续很长时间离开栏舍是牧场常见的情况，会

导致饲料采食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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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videra et al. (2017a)最近的工作显示：奶牛饲料受限危及肠道的完整性。增加饲料限制

的反应，导致肠道上皮细胞的形态发生了改变，因为动物饲料限制降低了绒毛的高度和广度由

此降低了隐窝的深度。这些肠道组织学上的改变不仅仅暗示改变了消化和吸收过程，也会导致

有效屏障功能的丧失。在同样的研究里，作者也报告了：由于肠道完整性的丧失，可能直接导

致渗透性增加而提高了炎症的生物标记物在血液循环中的浓度。 

热是一个通常的应激因素，会改变不同组织的完整性，Wenget al. (2017)报导：奶牛热应

激降低了与乳腺屏障功能有关的蛋白表达。同样，Pearce et al. (2013)证明：猪经历了仅一天

的热应激，由于热应激和肠道渗透性的增加造成了上皮细胞结构的损害。在热应激期间饲料采

食量的降低可能反映在减少了新陈代谢热的产生(Baumgard and Rhoads, 2012)，通常与动物

的生产性能低于标准水平有关。然而，有证据表明：在经历高温时，仅仅饲料限制就会降低 35-

50%的产奶量， (Rhoads et al., 2009; Wheelock et al., 2010; Baumgard et al., 2011)指出：降

低奶牛的生产效率有其他的机制。热应激期间，血流优先转向外围循环作为驱散热量的策略

(Lambert et al., 2002)。这种转移导致较少的水进入内脏区域(Hall et al., 1999)继而引起肠道缺

氧，降低了营养的供应和增加了氧化和氮化应激，并伴随着 ATP（三磷酸腺苷）的损耗(Hall et 

al., 2001)。 

 

肠道健康对动物生产的影响 

 

没有清晰地判断肠道屏障机能障碍，因此，必需强调指出，畜牧业将受益于肠道健康的广

义定义，使肠道屏障机能障碍随后可以定义为功能失调。动物遭受肠道屏障机能障碍会出现大

量的信号，会影响动物的生产性能。更重要的是，有层级的生理变化带来肠道屏障的破裂，细

菌和毒素从肠道的液体中转移到整个的血液循环。结果，身体进入免疫反应，已知能量和营养

从生产转向免疫系统。即：有低血糖症反应，认为是葡萄糖从其他组织抽调出来用于免疫系统；

然而，还不知道在免疫挑战期间有多少葡萄糖被利用。仅仅直到最近发现：有可能获得了能量

转化到免疫系统具有活化作用的评估。Kvidera et al. (2017b)指导的一个研究：固定住血糖在

一个激活的免疫系统的能量需求量以用于测定。作者评估：免疫系统在 12 个小时能利用略多

于 1kg 的葡萄糖。依照奶生产的情况，这 1kg 的葡萄糖将会足以合成接近 15kg 的牛奶，因为

每生产 1kg 奶需要 72g 葡萄糖(Kronfeld, 1982) 。而且，葡萄糖大约含有 4100Kcal 的能量，

考虑到合成每 g 蛋白需要 10kcal 能量；葡萄糖转移到免疫系统足以合成 410g 蛋白。这些数量

的蛋白将可以转化为~1366g 瘦肉组织。 

增加转移走的能量降低了肠道的完整性，这有理由预期增加了某种氨基酸的需求。肠道上

皮细胞之间的紧密联结和黏蛋白是蛋白质，因此当改变出现时肠道的渗透性增加，动物可能做

出调动氨基酸或转移日粮氨基酸朝向肠道渗透性重构反应。保持黏蛋白的合成似乎是最重要的

胃肠道功能。Rémond et al. (2009)归纳和报道了迷你猪回肠的炎症增加了肠道黏蛋白的合成，

伴随着对苏氨酸需求的增加。有趣的是，苏氨酸需求的增加改变了内源性蛋白的动员而不是这

种氨基酸肠腔的供应。而且，最近在迷你猪上发现确认：肠道组织保持了苏氨酸不成比例的数

量以保持黏蛋白的合成，即使在缺乏的时期 (Munasinghe et al.,2017)。这表明：在非黏蛋白生

产器官或组织蛋白合成的新陈代谢优先权较低；从家畜生产的观点来看，这将会使动物蛋白的

生产变得较低。在能量和氨基酸等的发现显示：动物可能改变了葡萄糖供能而是到免疫系统的

方向，有时降解內源蛋白为黏蛋白合成提供苏氨酸。这些代谢的改变将会使动物的生产成绩低

于标准水平和营养利用效率降低。 

即使大多数的研究反应涉及急性刺激诱导肠道屏障机能障碍，可能会认为在牧场更多出现

的是较少的激烈刺激情况（动物走出饲喂区，长距离转运，热应激），但类似于较少的几天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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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甚至几个小时的营养被分流，这些非急性但频繁的情况可能意味着累计的无效生产，视同亚

临床疾病或失调。 

 

摘要 

 

胃肠道在营养的消化和吸收方面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也具有大而坚固的屏障功能以保护病

原菌对动物的入侵。当动物经历应激事件时，多半对肠道的完整性有负面的影响；因为应激的

大量发生与免疫系统紧密互作，肠道健康对动物的生产效率至关重要。因为一个激活的免疫系

统利用大量的葡萄糖和改变氨基酸的利用，必需强调管理和饲喂实践应当不仅仅是考虑动物的

营养供应，也要促进和支持肠道的健康和完整性。因此所做的事会引导能量和其他营养更加高

效地有利于动物的生产。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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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应激期间增加补充维生素 E 的影响 

C.R. Staples1, G.C. Gomes, J.E. Zuniga, L.F. Greco, L.D.P. Sinedino, E. Karadaya, E.S. 

Ribeiro, N. Martinez, R.S. Bisinotto, F.S. Lima, M.A. Engstrom*, and J.E.P. Santos 

University of Florida, Gainesville and *DSM, Parsippany, NJ 

巫立新译 

 

引言 

 

VE 是一种抗氧化剂，在维持细胞膜结构、免疫、繁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NRC 2001）。其在

饲料中最具生物学活性的结构是 α-生育酚。不像 VA，其不被瘤胃微生物降解。VE 特定的需求

还没有确定，因为缺乏滴定法的研究。妊娠干奶牛和泌乳牛 VE 推荐的添加量分别是 1.6 和

0.8IU/kg 体重。一头 650kg 的奶牛 2001 奶牛 NRC 指导推荐的大概补充需要量是产前 1000IU/

头日和产后 500IU/头日。奶牛饲喂新鲜牧草需求的 VE 补充量小于该数值。不同于血浆视黄醇

浓度，血浆 α-生育酚浓度反应了 VE 的摄入量。鉴于最优化嗜中性白细胞的功能和最小化临床

乳房炎，奶牛产后 1 或 2 天的最小血浆 α-生育酚的可接受浓度建议为 3-3.5ug/ml 血浆(Weiss, 

1998)。奶牛在泌乳后期阶段可能有与众不同的最小接受浓度，因为可能免疫应激较少。生活改

变增加代谢需求，如分娩和大量地产奶，大大增加氧的需求。结果，氧自由基（ROS）产生，

如：O2
-、OH-、H2O2 和脂质过氧化物自由基增加。氧化应激导致 ROS 产生的速度快于抗氧化

剂使其失效的速度 (Sies, 1991)。氧化应激通常出现在围产期(Ronchi et al., 2000) 和可能增加

围产期的疾病 (Brezezinska-Slebodzinska et al., 1994)，并与代谢疾病有关(Ronchi et al., 

2000)。在生物细胞膜中占优势的抗氧化剂是 α-生育酚。热应激可能使氧化应激恶化(Bernanucci 

et al., 2002)。夏季围产期需要饲喂添加 VE 做为抗氧化剂，由于温度和湿度上升引起更大的氧

化应激。 

 

试验设计 

 

试验目的是评估在整个干奶期和泌乳期按上述 NRC 推荐的荷斯坦奶牛（36 头初产牛和 34

头经产牛）VE 补充量，自由散栏使用风扇和喷淋蒸发为奶牛降温，或者在产前期间室外遮阴没

有风扇和喷淋。产后所有奶牛在舍内自由散栏配备风扇和喷淋。所有 α-生育酚(DSM,Parsippany, 

NJ) 用玉米粉和干糖蜜混合制成精补料套餐（混合料 100g/头）在每日的第一次 TMR 投喂。

VE 补充的数量或者按照 NRC（2001）的推荐量为产前 1000IU 和产后 500IU/头日饲喂奶牛，

或者产前 3000IU 和产后 2000IU（比当前公开推荐的 VE 饲喂量大）。总之，4 个处理组：1）

仅产前遮阴和 NRC 推荐 VE 剂量；2）仅产前遮阴和增加 3-4 倍 VE 添加量；3）产前蒸发降温

和 NRC 推荐 VE 剂量；4）产前蒸发降温和增加 3-4 倍 VE 添加量。试验从产前 4 周持续到泌

乳 15 周。测量包括：产前的热应激反应、饲料采食量、体重、产奶量、乳脂率和乳蛋白。产犊

的-30, -14, 3, 7, 14,21, 28, 35 和 42 天收集血液分析。奶牛泌乳 46 和 64±3 天人工授精。每次

人工授精后 15 天子宫冲洗孕体测量长度。 

 

结果和讨论 

产前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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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前，平均环境温湿度指数（THI）为 74.8±4.9，85%的天数奶牛在 THI 高于 70 的环境

中。因此研究在热应激的状况下，给一组牛提供风扇和喷淋保持比仅提供遮阴组凉爽。所有胎

次的奶牛，产前散放组蒸发降温阴道温度从 39.39℃降低到 39℃（定期于中午和下午 7 点测得

的平均值），呼吸频率从 69 降低到 43 次/分钟（下午 3 点测定），血浆非酯化脂肪酸（NEFA）

浓度从 0.28 降低到 0.14mM，干物质采食量（DMI）从 8.3 增加到 9.5kg/头日(P<0.05)。如所

料，给热应激的奶牛仅仅提供遮阴，呼吸更快，与提供遮阴、风扇和喷淋的奶牛相比采食饲料

更少。VE 的添加数量对阴道温度、血浆 NEFA 浓度和 DMI 没有影响。基于较高的血浆脂质过

氧化物浓度（3.08 比 2.48uM）数据，经产牛比初产牛经历的氧化应激更严重。年长的牛体重

更大和采食更多似乎导致的热应激更严重。 

泌乳第 3 天血浆的 VE 浓度最低（图 1）。按照 Weiss (1998) 基于较好的中 

 

性粒细胞功能和降低临床乳房炎的最低血液值推荐量，所有处理组在此时的均值都在或低于围

产期奶牛最小可接受浓度(3.0 to 3.5 ug/mL) 。产前较大的热应激不影响产后早期的 VE 浓度，

但在泌乳第 3 天较大的 VE 补充量血浆浓度从 2.8 增加到了 3.4ug/mL(P<0.001)。这种差异甚

至延续到了泌乳第 7 天，正常的和高添加 VE 组分别为 3.1 和 4.0ug/ml。到泌乳第 14 天，所

有处理组均值超过 4.0ug/ml，冷却降温正常补充 VE 经产组的除外，均值仅在 3.2ug/ml。若按

照俄亥俄州立大学 Bill Weiss 推荐的血浆最低 VE 浓度量，上述 NRC 推荐的补充 VE 剂量在产

后开始 2 周可能有益于经产牛。 

在该研究中，胎衣滞留（RFM，产后胎衣滞留超过 24 小时）的发病率是 8.6%，子宫炎（产

后 12 天子宫排脓、恶露、流液体）发病率为 18.6%，临床乳房炎（产后头 6 周）发病率为 14.3%。

在研究中，VE 添加量不影响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在其他的研究中，提供更多的 VE 有益于繁殖

健康。在产后 1-2 周内注射 3000IU VE 降低了育成牛 (LeBlanc et al.,2002)和所有胎次(Erskine 

et al.,1997)的 RFM 发病率。尽管在我们的研究中，RFM、子宫炎或乳房炎不受 VE 添加量的

影响，但遭受了疾病的牛平均血浆 VE 浓度较低。奶牛产犊-14、3 和 7 天的平均血浆 VE 浓度，

健康和RFM分别为3.6和2.5ug/ml(P<0.001)，健康和子宫炎的分别为3.7和3.2ug/ml(P=0.03)，

健康和乳房炎的分别为 3.7 和 3.2ug/ml(P=0.03)。在产犊前最后 14 天健康和生病的牛 DMI 没

有差异，以健康和 RFM 的牛为例分别为 9.9 和 9.8kg/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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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反应 

 

奶产量、乳成分和饲料采食量。在整个干奶期给经产牛提供风扇和喷淋降温的益处是显而

易见的。在整个干奶期仅仅提供遮阴，经产牛饲喂推荐的 VE 数量平均产生 3.5%脂肪校正乳

36.0kg/头日。然而，若在整个干奶期给经产牛提供遮阴、风扇和喷淋降温，它们的 3.5%脂肪

校正乳为 39.9kg/头日，由于产前降温增加了 3.9kg 产奶量。这种由于在整个干奶期给经产牛降

温的产奶优势与当经产牛整个干奶期降温增加产奶的报导类似(Tao and Dahl,2013)。在我们的

研究中，饲喂比当前推荐的更多的 VE 在奶产量上显示与产前降温有同样的积极效果。在干奶

期给经产牛仅仅提供遮阴和饲喂正常数量的 VE 产生 3.5%脂肪校正乳 36.0kg/头日。若产前和

产后分别补充 3000IU 和 2000IU 的 VE，平均产奶量增加到 39.5kg/头日，增加了 3.5kg/头日。

所以在两种不同的管理状态下经产牛的奶产量最大。经产牛奶产量相同的应用：1）蒸发降温状

态加补充推荐的 VE 数量和 2）仅仅遮阴加超量补充 VE。增加的 DMI 支持了这些增加的奶产

量；这样，若整个干奶期降温或若饲喂更多的 VE 和仅仅遮阴与遮阴饲喂推荐的 VE 相比，经

产牛产后采食更多的饲料 DM。在夏季干奶后期仅仅单独给奶牛提供遮阴，添加更多的 VE 对

经产牛有益处。 

对于初产牛产前降温和补充 VE 有更多不同的故事。初产牛在干奶期蒸发降温不会像经产

牛一样在产后产更多的奶或采食较多的饲料。初产牛与经产牛相比其乳腺分泌细胞可能更加能

抵制由于热应激引起的细胞增生的降低。补充更多的 VE 仅仅提供遮阴对初产牛有负面影响，

相反对经产牛有正面影响。产前不给初产牛提供风扇和喷淋、补充更多的 VE，产后 DMI 从 19.8

降低到 17.9kg/头日（降低 1.9kg/头日），3.5%脂肪校正乳从 27.7 降低到 22.5kg/头日，降低了

5.2kg/头日。结果，3.5%脂肪校正乳的饲料转化率从 1.49 降低到 1.33kg 奶/饲料。干奶期初产

牛饲喂更多的 VE 并蒸发降温不影响产后的 DMI 或产奶量。 

初产牛和经产牛对补充 VE 的反应相反是出乎意料的。不同反应的原因可能源自胎次间对

应激反应的不同，而因此对 VE 需求不同。经产牛比初产牛显示较大的应激。在产后，经产牛

比初产牛体重损失较大（35 比 12kg），恢复损失的体重所花的时间较长（15 比 5 周），参见（图

2）。 

经产牛比初产牛在产后头 15 周平均能量平衡也少（-0.8 比 3.6Mcal/天）。较高的 NEFA 血

液浓度（从皮下贮存的脂肪动员；0.36 比 0.21MM）和酮体、β-羟基丁酸（BHBA；动员的脂肪

不完全氧化产生；0.65 比 0.53mM）支持经产牛较大的代谢应激。在干奶期，经产牛也似乎应

激更大。在产前，它们的血液中脂质过氧化物浓度增加。这些脂质过氧化物结构是奶牛细胞氧

化应激的结果。氧化应激导致对氧需求状态的增加在本文背景部分描述过。过度的氧自由基产

生是氧化应激不可控的结果。这些自由基会与细胞壁中的脂质反应。VE 贮存在细胞壁的脂质

部分，准备与自由基反应以防止对细胞的危害和毁灭。当 VE 贡献自身的氢给自由基以构成无

害的水和停止脂质氧化，一个 VE 自由基结构称为生育酚自由基。这个 VE 自由基若不能在 VC

的帮助下回到其正常状态，就会危害细胞。若奶牛经历额外的氧化应激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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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 可能是好事，或者若氧化应激不可控这可能是坏事。在我们的研究中，经产牛比初产牛显示

经历更大的应激，因此从消耗更多的重要的抗氧化剂 VE 获益。初产牛可能比它们的需求消耗

更多的 VE，可能在细胞层面经历组织危害导致较低的生产性能。 

所有处理和所有泌乳周的平均乳脂浓度为 3.60%。产前既不降温也不增加补充 VE 影响初

产牛的乳脂浓度（平均 3.56%）。经产牛的情况不同。产前经产牛降温结果乳脂率较高，从 3.52%

增加到 3.73%。这与其他产前蒸发降温改善乳脂率的报道一致(AvendanoReyes et al.,2006; do 

Amaral et al.,2009)。有趣的是，给不降温经产牛饲喂额外的 VE 增加乳脂率到蒸发降温同样的

范围（从 3.52%到 3.73%）。换句话说，饲喂额外的 VE 与产前降温同样对乳脂率有积极的影

响。在干奶后期，当给热应激中的奶牛仅仅提供遮阴和补充额外的 VE 可能有助于维持乳腺细

胞好的发育。乳真蛋白浓度（平均 2.94%）不受蒸发降温或补充 VE 剂量的影响。 

免疫反应。白细胞主要负责保持奶牛的健康。在这个研究中，我们检验了一种称为嗜中性

白细胞的活力。嗜中性白细胞通过血液循环到达感染部位以吞没和杀灭入侵的病菌。我们从奶

牛收集血液加入大肠杆菌，对血液评估嗜中性白细胞如何有效地消灭这种病菌。首先我们看一

看产前阶段。提供额外的 VE 给仅有遮阴的初产牛降低了嗜中性白细胞杀灭细菌的比例从 49%

到 41%。然而，仅有遮阴的经产牛则相反。饲喂额外的 VE 倾向于增加嗜中性白细胞杀灭细菌

的比例从 33%到 43%（VE、降温、胎次互作，P=0.07）。经产牛额外补充 VE 的益处和损害初

产牛的这种反应同样出现在奶产量上。产后呢？若产前蒸发降温比没有蒸发降温，在产后当饲

喂 NRC 推荐的 VE 数量，较大比例的血液嗜中性白细胞倾向于吞没和杀灭细菌（39.5%比

33.7%）。这些由于产前降温的正面结果与 Amaral et al. (2011)做的一致。然而，若饲喂的 VE

在 NRC 推荐的剂量之上，嗜中性白细胞杀灭细菌的比例倾向于从 39.5%降低到 33.2%，当在

较大的热应激下给奶牛蒸发降温，其杀菌比例不受影响（VE 与降温互作，P=0.09）。当奶牛应

激较少时，饲喂额外的 VE 可能充当了助氧化剂和降低了嗜中性白细胞的杀菌活力。 

胎体长度。授精 15 天后，从 32 头奶牛收集胎体并测量长度。当前认为胎体长度可能是一

种好的发育指示器，较长的胎体更易存活并成长为犊牛。给产前暴露在较严重热应激的奶牛提

供更多的 VE 结果胎体更长（28 比 63mm），尽管若产前给奶牛蒸发降温和饲喂更多的 VE 胎

体长度较短（38 比 8mm；VE 与降温互作，P<0.01）。在这个小的数据集中，饲喂更多的 VE

对胎体发育的影响取决于产前的环境状态。给小鼠饲喂过量的 VE 和 VC 对其也有负面影响，

降低了能独立发育成胎儿的比例(Tarin et al,2002)。给经产牛饲喂更多的 VE 倾向于在生命的第

15 天胎体长度翻倍，尽管初产牛的胎体长度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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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和结论 

 

初产牛和经产牛在妊娠最后 4 周舍内仅有遮阴或有遮阴、风扇和喷淋，产前每天补充的 VE

从 1000 增加到 3000IU，产后从 500 增加到 2000IU。在产前经产牛没有风扇和喷淋对奶产量

和乳脂率有负面影响。然而，若给奶牛提供更多的 VE 奶产量和乳脂率恢复正常。若经产牛产

前蒸发降温过度添加 VE 无益。若饲喂 VE 在 NRC 推荐之上，无论产前降温模式如何，初产牛

的脂肪校正乳产量降低。产后初产牛在较少的代谢应激下比经产牛的血浆 NEFA 浓度低、体重

损失少和能量负平衡少。饲喂推荐量 3-4 倍的抗氧化剂 VE，对那些应激较少的奶牛可能引起

VE 产生大量的生育酚自由基，危害细胞膜和损伤生产性能，而不作为抗氧化剂起作用和帮助

经产牛的生产成绩。经产牛产前热应激增加联合代谢应激由于产后较大的奶产量可能形成一个

必需抗氧化剂、VE 的方案。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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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应激和乳房炎的易感性：与免疫学相关 

 

L. M. Sordillo 

密西根州立大学兽医药学院 

巫立新译 

 

介绍 

 

在围产期奶牛对发病率的增加和疾病的严重度敏感。增加健康问题主要的因素被认为是牛

免疫机能改变了。的确，无法控制或受损的炎症反应是几个与经济有关的重要疾病如乳房炎等

的主要促成因素。奶牛从泌乳开始经历几个生理上的变化会对乳房炎症反应影响巨大和持久。

氧化应激，如：当几倍高的代谢需求和奶牛的抗氧化能力出现不平衡而产生过多的氧自由基。

随着围产期奶牛氧化应激的逐步发展是导致免疫系统和乳腺两者不正常的炎症反应潜在的重

要因素。在泌乳开始奶牛经历几个新陈代谢的适应性改变，同时有氧化应激，会进一步影响炎

症的等级和持续时间。特别是开始泌乳对能量需求的急剧增加常常伴随着非酯化脂肪酸（NEFA）

释放到血液中。本文将讨论改变了脂肪代谢、增加了血浆 NEFA 浓度和氧化应激会与发动和促

进围产期奶牛的不可控炎症反应的互作。对围产期潜藏的氧化应激因素理解的越多，可能更容

易设计营养方案以降低免疫功能障碍和炎症反应进而降低乳房炎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 

 

乳房炎和乳腺免疫力 

 

乳房炎是一个成年奶牛重要的疾病，影响在奶牛生命周期内 40%的奶牛。最近的调查显示：

乳腺健康问题是美国奶牛群中一贯地最频繁发生的疾病（表 1）。由于乳房炎美国奶牛业每年损

失估计在 20 亿美元，减少产奶量占总经济损失的大头。 

 

 

乳房炎的发生率与构成、数量和乳房防御系统有效性的改变直接相关。然而，在独特的哺

乳循环期尤其在围产期，牛乳腺防御系统许多不同的特征是次优的 (Sordillo andStrei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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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特别是在产犊前的两周到泌乳后的头三周被长期公认为奶牛的防御机能发生了显著地

变化。结论：奶牛在围产期直到泌乳高峰对乳房炎更敏感。尤其在围产期出现新的乳房感染可

能对奶牛日后泌乳的效率影响较大。因此，就不奇怪相当多的研究工作聚焦于明确如何改变乳

腺的防御功能作为泌乳循环的重要工作，理解在这个关键期那些可能造成免疫功能紊乱的因素。 

乳腺免疫系统由各种各样大量的机体、细胞和分子因素构成，实现先天的或后天获得性的

免疫反应(Sordillo and Streicher, 2002)。不过先天的免疫系统在感染的最初阶段构成主要的防

线，是一个感染程度的关键决定因素。乳腺的先天免疫系统的构成包括乳头的非特异性机体屏

障、受体识别模式、巨噬细胞（即：嗜中性白细胞和巨噬细胞）和各种各样的可溶性因子（即：

细胞素、类花生酸、补体和乳铁蛋白）。在乳腺内部总是出现先天性防御机制或快速激活上述反

应以暴露细菌。取决于先天防御机制的效能，病原菌可能在侵入后几分钟到数小时被消灭。 

炎症是一个先天防御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涉及到血管组织的复杂生物学反应刺激并导致

诸如细菌病原菌的损害。炎性反应过程由细胞发起呈现在乳腺组织里。原居民细胞分子受体的

表达模式是由细菌因子激活而释放各种各样的炎性介质如细胞活素开启炎性反应的闸口。这些

炎性中介分子起初提高血管扩张导致血液流速加大。血管的渗透性也改变导致血浆成分的渗漏，

如血清白蛋白、补体和急性期蛋白，影响局部区域组织和可能导致水肿。细胞素和类花生酸也

直接对血管内皮细胞起作用，提高白细胞从血液到损伤部位的黏附力和迁移。在炎症的早期阶

段嗜中性白细胞是经受这种血管外渗过程主要的细胞类型。嗜中性白细胞首先到达边缘然后黏

附到接近感染部位的本地内皮细胞。细胞素、类花生酸和其他中介分子刺激黏附的嗜中性白细

胞迁移到血管内皮和通过底部细胞膜之间进入到受损的组织区域。在组织内迁移的嗜中性白细

胞容易受到在局部感染区域的炎性中介分子产生的梯度趋化作用驱使。新招募的和之前现存的

白细胞群体两者合作行动消灭乳房炎引起的病原菌。巨噬细胞是在健康乳房组织里发现的主要

的白细胞类型，可能是由免疫调节细胞素和类花生酸释放的第一个对细菌入侵做出反应的细胞

类型。巨噬细胞和新募集的嗜中性白细胞也对入侵的细菌起到吞噬和杀灭作用。吞噬作用的过

程涉及细菌在吞噬泡内的转化，包括特种强氧化杀菌反应（ROS）和酶水解作用。ROS 是由爆

发式的呼吸作用产生的，涉及到羰基还原酶（NADPH）氧化酶的激活和随后的超氧化物岐化酶

和过氧化氢。过氧化物酶能进一步和氯离子一起兼并过氧化氢产生次氯酸盐，这与细菌的活性

有关。为了增强吞噬作用嗜中性白细胞能通过细胞外机能杀死细菌。激活嗜中性白细胞能产生

嗜中性白细胞胞外捕捉器（NETs），由核染色质和丝氨酸蛋白酶组成纤维网诱捕和杀灭细菌。

研究表明：NETs 提供了一个抗菌物质高密集的焦点，吞噬作用在乳房内自由地绑定和杀灭细

菌 (Grinberg et al.,2008; Lippolis et al., 2006)。NETs 也可以提供物理屏障防止细菌在乳腺里

进一步地扩散。 

 

氧化应激和乳腺免疫病理作用 

 

在炎症过程中，血管内皮细胞和乳腺细胞释放促炎性分子（即：细胞素、类花生酸、特种强

氧化反应和特种氮氧化反应），其功能不仅仅是逐步升级身体局部的抗菌因素，也直接杀灭细菌。

取决于炎症反应的严重程度或持续的时间，乳腺组织损害可能出现在这些强有力的杀菌剂成分

释放的结果。因此，必需紧密地管控炎症以避免旁观者损害乳腺的乳合成组织。在发炎反应和

前-解决机制之间的不平衡需要确保最佳的细菌清除和推动免疫体内平衡的恢复。不可控的炎症

反应将承担组织损害连同乳房炎发病的责任。 

在从妊娠到泌乳的过渡期奶牛经历巨大的代谢和生理适应，是机能失调炎症反应的主要原

因之一 (Sordillo, 2005)。生理上的应激与分泌腺细胞组织的快速分化有关，乳腺剧烈增长，开

始的大量乳合成和分泌伴随着高能量需求和氧需求的增加。这种氧需求的增加使氧反应衍生物

产生扩张性的增张，总体上称为特种强氧化反应（ROS）。虽然分子氧是哺乳动物正常的细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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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必需的，但 ROS 的积累会导致细胞和组织损伤以及涉及到疾病的氧化应激(Sordillo and 

Aitken, 2009)。例如，高浓度的 ROS 会通过损坏核酸和改变蛋白、碳水化合物和细胞膜磷脂而

折损细胞功能。机体组织中的几种酶和小分子能降低 ROS 的代谢反应，这种抗氧化能力将帮

助保护细胞被氧化应激所伤害。因此，在围产期 ROS 产生的增加和在分娩期间抗氧化防御有

效性减少之间的不平衡导致氧化应激增加。氧化应激被认为是一个免疫功能失调和炎症反应重

要的根本因素，这会增加奶牛对各种各样健康障碍的易感性，尤其在围产期(Sordillo and Aitken, 

2009)。其实，氧化应激能通过增加几种氧化还原反应调节促炎症反应因子如类花生酸和细胞素

的表达使几种基于炎性的疾病恶化。 

最近的几个研究已经证明：围产期奶牛在抗氧化潜力和促氧化状态的重大变化(Bernabucci 

et al., 2002;Castillo et al., 2005; Sordillo et al., 2007)。在泌乳阶段较低的抗氧化潜力会造成过

多的 ROS 积累，抗氧化防御的消耗，或两者都有。确定 ROS 介导损伤的方法之一是在组织内

发生是否有衡量自由基氧化过程的最终产物。例如，当多不饱和脂肪酸发生 ROS 反应，脂质

过氧化反应出现。在细胞膜内的脂质过氧化反应会导致细胞器内的流动性变化和引起损伤。血

浆脂质过氧化物水平的测定将表明这种脂质过氧化损伤是在早期阶段。我们显示：当与先前类

似的测定相比，从产犊到泌乳的头３周脂质过氧化物的量明显增加 (Sordillo et al., 2007)。这

些发现与其他围产期动物脂质过氧化物和脂质过氧化反应的生物标记的报告是一致的，如硫代

巴比妥酸反应物质（ＴＢＡＲＳ），我们发现从产犊到泌乳早期增加了(Bernabucci et al., 2002; 

Castillo et al.,2005)。在接近产犊当氧化应激增加时，血液和乳白细胞功能的损害一直与乳房炎

的易感性增加有关。不过，很少有研究检验到这个时期重要的免疫细胞群体氧化还原反应状况

的细节。从我们的实验室结果表明：从产犊前３周到产犊，分离外围血液单核细胞（ＰＢＭＣ）

的抗氧化潜力保持相对的恒定，但泌乳２１天后降低了(Sordillo et al., 2007)。这些发现与在人

类和奶牛上的报告是一致的，这表明：围产期生理变化与在几个不同组织间总的抗氧化潜力的

关联性(Aitken et al., 2009; Gitto et al., 2002)。 

能够控制氧化应激的程度可以有效改善几个基于炎症疾病的严重程度，如乳房炎。例如，

众所周知的抗氧化微量元素如硒（Se）能显著地影响急性大肠杆菌乳房炎的进程。Smith et 

al.(Smith et al., 1984)研究显示：奶牛缺乏 Se 与补充足够水平的这种微量元素相比有更严重的

临床大肠杆菌乳房炎病症。尽管现在奶牛补充抗氧化剂在管理实践中被广泛接受以避免缺乏，

我们注意到 Se 的益处的基本机理还不完全清楚。几个原因需要更好地理解 Se 本身如何发挥

其有益效果。在过渡期间的能量负平衡和生产需求的增加导致 ROS 的积累，当在补充最大允

许(无毒)硒的水平时远远超过牛当前的抗氧化能力。随着对奶牛增加产奶量性能的持续选择，

氧化应激增加的趋势也将会持续，动物接受安全水平剂量的抗氧化剂将需要据此而变化。可惜，

没有建议的信息：怎样的血浆 Se 水平可能转变到在乳腺靶细胞群内增加的抗氧化潜力。缺乏

关于 Se 代谢是最佳健康益处的关键信息，阻碍了将效用最大化的有机或无机硒的来源作为营

养制度的设计。 

 

氧化应激、脂肪动员和炎症反应 

 

在围产期泌乳的发生对能量需求的突然增加常常伴随着 DMI 主动降低引起能量负平衡

（NEB）。日粮不能满足能量需求必需依靠组织贮存的能量。因此，在围产期的 NEB 导致脂肪

从组织贮存中动员出来和释放的非酯化脂肪酸（NEFA）进入血液中。大量的研究清晰地证明：

氧化应激连同上升的血浆 NEFA 浓度损害免疫力和增加在围产期奶牛对疾病的敏感性

(Contreras and Sordillo, 2011; Sordillo and Aitken, 2009)。不过，奶牛脂肪酸代谢的挑战可能

影响牛的防御力和疾病的易感性机制尚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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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脂肪酸包括：Ω6（n-6）亚油酸和 Ω3（n-3）α-亚麻酸代谢转化为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

（PUFA）。亚油酸能通过碳链延长酶和脱氢酶反应转化为 n-6 PUFA、花生四烯酸。同样的酶

解反应也可以将亚麻酸转化为 n-3 PUFA、二十碳五烯酸（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HA）。

在人类和各种各样的动物研究表明：这些 n-3 和 n-6 PUFA 是免疫和炎症反应重要的调节者

(Serhan, 2009)。PUFA 构成细胞膜磷脂层和通过控制细胞膜的流动性影响细胞的功能，并与细

胞核转运因子互作影响细胞的信号机制和基因的表达 (Calder and Yaqoob, 2007)。然而，值得

注意的是某些 PUFA 能提供生物活性脂类炎症介质合成的前体物如类花生酸，这是各种细胞类

型中关键的炎症调节者。例如，花生四烯酸通过磷酸酯酶作用从细胞膜磷脂中释放出来，然后

由环加氧酶（COX）途径氧化产生前列腺素（PG），和由血栓素（TX）或脂肪氧化酶（LOX）

途径导致羟基花生四烯酸类、白三烯素（LT）和脂氧素（LX）的形成。 

根据表达的时机和规模，某些花生四烯酸可以提高或者解决炎症反应(图 1)。COX 途径是

由 2 个主要的异构体构成的。COX1 在大多数组织里构成性地表达和合成低水平的 PGs，如前

列腺环素（PGl2）以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相反，COX2 是诱导型的一氧化氮合成酶高度地刺

激发炎反应，通常与促炎症反应介质如 PGE2、PGF2α 和 TXA2 的生物合成有关。非类固醇类

抗炎症药物能通过靶向 COX 活动抑制 PG 生物合成，用来广泛地处理多样性的炎症反应疾病

包括奶牛的大肠杆菌乳房炎 (Erskine et al., 2003)。然而，抑制这些酶也能导致不良的反应。

长期的 COX1 抑制作用大多数通常的结局是发展为真胃溃疡。尽管严格筛选的 COX2 抑制剂

最小化了胃肠道事件如胃溃疡的风险，然而这些药物与人类的致命性的心血管副作用有关，可

能降低了血管的 PGl2 产生。先前假定：当前的文献不支持所有的 COX2 代谢物是单独负责炎

症反应的传播。的确，有证据表明：COX1 和 COX2 异构体能增加炎症反应的诱导兴奋剂，而

一些 COX2-衍生代谢物可能在调解解决急性和慢性炎症中是极其重要的(塞韩，2009)。 

LOX 是非血红素铁酶双加氧酶异构系列的一种具有多不饱和脂肪酸氧化的能力。有几个不

同的 LOX 异构体包括 5LOX 和 15LOX，由每一个酶对脂肪酸结构上的特殊碳的氧化能力来命

名的。由 5LOX 途径形成的花生四烯酸代谢作用提高了氢氧根和过氧羟基衍生物（5HETE 和

5HPETE），常常分别增加了急性和慢性疾病。在炎症期间，15LOX1 异构体是作为微血管内皮、

上皮细胞、网状红细胞、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的诱导酶表达为特征具有氧化 PUFA 的能力。在

由 15LOX 形成的花生四烯酸代谢最初的氧化产物是 15HPETE，这是 15HETE 和其他白三烯

素生物合成的前驱物。在发病中观察到了 15LOX1 的表达增加，这在氧化应激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如：动脉粥样硬化、老年痴呆症和前列腺癌 (Kuhn and O'Donnell, 2006)。先前的体外

研究显示：在人类疾病的进程中，15HPETE 和 15HETE 两者能增强血管壁内分子的黏附力 

(Natarajan and Nadler, 2004)。这些数据表明：15LOX1 可能促使奶牛炎症反应的发展，至少

部分地提高了内皮细胞促炎症反应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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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炎症或通过 COX 或 LOX 途径解决花生四烯酸的生物合成部分取决于 n-6 对比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膜磷脂的组成。人类和动物日粮消耗的亚油酸数量总体上比亚麻酸多。因此，

就不意外花生四烯酸是在哺乳动物磷脂组织中数量最丰富的 20碳多不饱和脂肪酸成分。如此，

在细胞膜磷脂中相关的脂肪酸成分大部分由日粮摄入的亚油酸和 α-亚麻酸决定。很久就认识到

增加 n-3 脂肪酸的消耗量对人类健康的益处，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炎症反应和改善心血管的健康。

这种有益影响的一个原因可能是通过 COX 和 LOX 途径由 n-3 脂肪酸的代谢衍生出促溶解介

质。抗炎症作用的脂质调节剂（Rv）和自卫物质（PD）是在 COX 和 LOX 途径的脂肪酸代谢

物 n-3 脂肪酸 EPA 和 DHA 中新发现的，而不是花生四烯酸提供酶底物(Serhan, 2009)。当前

进行的研究确定：各种各样变化的脂肪酸成分同样会影响牛自身的免疫抵抗力(Contreras et al., 

2010)。在围产期间较好地理解怎样提高血液脂类可能影响奶牛免疫力会引导出通过营养调控

的创新方法以控制疾病易感性的增加。 

亚油酸是 n-6 脂肪酸家族的母成分，α-亚麻酸是 n-3 脂肪酸的前驱物。这些脂肪酸为微粒

体酶系统，脱氢酶和延长酶会使他们形成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包括花生四烯酸、EPA 和 DHA。

这些多不饱和脂肪酸构成细胞膜磷脂，但通过 COX 和 LOX 途径为类花生酸的生物合成提供重

要的物质。 

 

结论 

 

氧化作用和自由基的产生是有氧代谢不可或缺的部分。不过，大量的证据支持这个论点：

在围产期和泌乳早期的氧化应激可能促成了奶牛的健康障碍。高产奶牛的生产性能通过补充最

佳水平的抗氧化性能微量元素优化到确定范围。然而，在围产期持续的氧化应激是一个问题。

在围产期 NEFA 浓度的增加也与疾病易感性密切相关。脂肪酸成分的变化可能是在围产期一个

改变奶牛感染反应和代谢疾病有效的途径。当考虑围产牛管理时采用新的饲喂策略可能提高奶

牛的免疫力是一个诱人的途径。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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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对新陈代谢、炎症和氧化应激的益处 

 

J. Loor, Z. Zhou and M. Vailati-Riboni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动物科学系 

巫立新译 

 

围产期奶牛关键的氨基酸和胆碱 

 

由于瘤胃内大量的微生物降解，日粮有效的关键甲基供体（如：蛋氨酸 MET 和胆碱 CHOL）

对乳腺和肝脏是有限的(Sharma and Erdman, 1989; Girard and Matte, 2005)。因此，奶牛接近

产犊时以身体蛋白代谢补偿这部分短缺(Komaragiri and Erdman, 1997)。补充瘤胃保护甲基供

体可以帮助满足每日甲基团的需求，可能改善围产期整体的生产和奶牛的健康(Zom et al.,2011; 

Osorio et al., 2013; Osorio et al., 2014)。 

有效的蛋氨酸和胆碱对各种不同的生物功能有重大影响。例如，蛋氨酸和赖氨酸一起是牛

奶合成(NRC, 2001)最大限制的氨基酸（AA）。作为生物唯一的含硫必需氨基酸，蛋氨酸还扮演

着其他含硫氨基酸如半胱氨酸、高半胱氨酸和牛磺酸的前体物角色(Brosnan and Brosnan, 

2006)。在泌乳山羊上的评估发现有多于 28%被吸收的蛋氨酸能用于胆碱的合成(Emmanuel 

and Kennelly, 1984)。因此，认为补充瘤胃保护胆碱能节约蛋氨酸以帮助奶牛获得更好的整体

性能(Hartwell et al., 2000;Pinotti, 2012)。当前推荐最大化乳蛋白含量和奶产量的十二指肠赖氨

酸和蛋氨酸供应量分别为：代谢蛋白（MP）的 7.2%和 2.4% (NRC, 2001)。作为生产性能的条

件，在围产期补充瘤胃保护蛋氨酸令赖氨酸:蛋氨酸接近 MP 的 2.8:1 是有裨益的(Osorio et al., 

2013)。 

作为一个防治脂肪肝的中间体，蛋氨酸通过 S-腺苷甲硫氨酸（SAM），一种最重要的甲基

供体的产生直接参与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的合成(Martinov et al., 2010)。接着 SAM 能被

用于甲基化产物磷脂酰乙醇胺（PE）产生PC，这是VLDL合成的必需品(Auboiron et al., 1995)。

在 VLDL 合成和肝脏脂质代谢的背景下，胆碱包含的营养物（主要是 PC 的组成）是乳糜微粒

和 VLDL 合成和释放必不可少的(Pinotti et al., 2002)。因此，瘤胃保护蛋氨酸和/或胆碱的补充

(Zom et al., 2011)可以增加肝脏甘油三酯的输出而减少肝脏脂肪的沉积。 

奶牛在应激时来自充分准备的合适营养、减少负面影响和尽快恢复对免疫系统的益处非常

大。围产期奶牛应用这些概念开始变得十分重要，这利于成功地过渡到有利可图的泌乳阶段，

实现最佳的生产、繁殖、健康和避免过早的淘汰。在这个时期代谢障碍是常见的，其能轻易地

消除牧场整体潜在的利润(Drackley, 1999)。围产期的免疫功能障碍(Kehrli et al.,1989; Waller, 

2000)和氧化应激状态(Abuelo et al., 2015)会导致奶牛对抗原反应不敏感和反应过低，因此，

更加易感传染性疾病如乳房炎(Mallard et al., 1998)。 

 

瘤胃保护甲基供体和生产性能 

 

到如今，报道的瘤胃保护蛋氨酸和/或胆碱添加物对奶牛生产性能的影响不一致。虽然来自

我们团队和其他先前的研究已经观察到来自蛋氨酸(Chen et al., 2011; Osorio et al., 2013)或胆

碱(Pinotti et al., 2003; Zom et al., 2011)添加物的有益的影响，其他的研究没有发现蛋氨酸

(Socha et al., 2005; Ordway et al., 2009;Preynat et al., 2009)或胆碱(Guretzky et a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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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va et al., 2015)添加物对围产期生产性能有重大意义的改善。同样地，研究评估提供等量的

单独胆碱或联合蛋氨酸，在生产性能的益处方面也产生不同的结果。例证: 在先前的研究蛋氨

酸和胆碱添加物都导致较大的干物质采食量(Ardalan et al., 2010; Sun et al., 2016)。形成对比，

来自我们团队最近对围产期奶牛的研究观察到了仅仅是蛋氨酸的效果(Zhou et al., 2016c)。来

自围产期蛋氨酸和胆碱添加物对生产性能的研究结果汇总参见表 1。 

 
*SM and MS：Adisseo’s Smartamine and Metasmart,安迪苏的斯特敏和美斯特。 

 

在围产期蛋氨酸添加物对生产性能有益的响应很可能与丰富的氨基酸和含硫抗氧化剂池

有关。据 von Liebig 的水桶原理假设(Mitchell and Block, 1946)：有效蛋氨酸不足会限制其他

循环氨基酸的利用率。实际上经过分娩循环蛋氨酸的浓度显著降低，直到产后 28 天才能恢复

到产前的水平(Zhou et al., 2016b)，建议在围产期有效蛋氨酸的增加能对生产性带来潜在的益

处。另外，提高有效蛋氨酸(Graulet et al., 2005)能增加其进入肝脏的 1-碳代谢循环，由此增加

下游化合物如半胱氨酸（Cys）的产量。谷胱甘肽（GSH）是起因于蛋氨酸循环的另一个下游

化合物，能供应氨基酸如半胱氨酸到乳腺合成牛奶(Pocius et al., 1981)。 

除了提供蛋氨酸，谷胱甘肽(作为一种有强效的细胞内抗氧化剂)可以通过减轻氧化应激和

随后的炎症而贡献更好的整体生产性能。先前的工作已经证明：在围产期蛋氨酸添加物对肝脏

谷胱甘肽浓度的正面影响(Osorio et al., 2014; Zhou et al., 2016a)。这种效果可能与蛋氨酸添

加直接相关，它可以集成上游谷胱甘肽合成途径(Halsted, 2013)。体外(Hartman et al., 2002)

和体内(Tabachnick and Tarver, 1955)的研究都用蛋氨酸放射性标记证明：肝脏蛋氨酸的[35S]结

合进入谷胱甘肽。因此，添加蛋氨酸获得较高的肝脏谷胱甘肽浓度帮助奶牛缓解氧化应激和通

过整体地减轻炎症状况而提高干物质采食量(Zhou et al., 2016a)。 

虽然胆碱不含硫，蛋氨酸可以在组织如肝脏中当高半胱氨酸从胆碱透过甜菜碱接受一个甲

基团产生胆碱(Wong and Thompson, 1972; Li and Vance, 2008)。因此，如果类似的蛋氨酸能

产生胆碱补充物的响应，视同生产性能的益处是可以期待的。尽管实际上在我们团队最近对围

产期奶牛的研究中没有观察到补充胆碱对产奶量、DMI 和乳成分的益处(Zhou et al., 2016c)，

在先前的研究中发现对泌乳性能的好处，显示胆碱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泌乳施加正面影

响。例如，肉碱的转运增加了肝脏 mRNA 的表达，表明增加了脂肪酸的吸收能力和奶牛细胞内

的胆碱运送，这与减少肝脏甘油三酯的积累有关(Goselink et al., 2013)。另外，在产前补充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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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可通过早期泌乳导致肝脏组织肝糖原的增加，意味着对肝脏代谢的益处(Piepenbrink and 

Overton, 2003)。此外，胆碱能被用于产生 PC，这是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合成所必须的，

能通过促进甘油三酯输出帮助减少肝脏脂类沉积(Pinotti et al., 2002)。 

 

瘤胃保护甲基供体和新陈代谢 

 

围产期奶牛将正常地经历一个脂肪组织脂解增加的过程，这是由激素的变化如胰岛素（减

少）和内分泌激素（增加）引起的，以致于血液非酯化脂肪酸（NEFA）浓度增加。当 NEFA 到

达肝脏就会氧化提供能量，部分氧化产生酮体，或酯化为甘油三酯。NEFA 氧化发生在肝细胞

内的主要细胞器线粒体中，肉碱是 NEFA 从细胞液转运到线粒体随后发生 β-氧化作用所必需的

(Drackley, 1999)。蛋氨酸是肉碱合成所必需的(Carlson et al., 2007)，因此，给奶牛补充蛋氨酸

发现肉碱在肝脏中浓度较大 (在组织中 82.1 vs 37.5 nmol/g)表明：蛋氨酸对甲基化赖氨酸有更

大的生物利用率(Osorio et al., 2014)。 

先前的研究报告：胆碱对血液葡萄糖或 β-羟基丁酸（BHBA）浓度没有显著影响(Guretzky 

et al., 2006; Zahra et al., 2006; Zom et al., 2011)。来自我们团队最近的研究(Zhou et al., 2016c),

补充胆碱有降低 BHBA 的趋势与葡萄糖浓度较高一致。尽管是推测，奶牛补充胆碱检测 BHBA

和葡萄糖的模式在数值上与降低能量负平衡随后导致奶产量低有关。在这些奶牛中产奶量低并

保持较高的血液葡萄糖的精确机制还未知。 

 

甲基供体的免疫营养角色 

 

除了被认为是牛奶生产最限制的氨基酸外，蛋氨酸和它的几个代谢产物也扮演免疫营养的

角色等。它们帮助支持和提高人类免疫系统的某些活性(Grimble, 2006; Li et al., 2007)。自从

这些特性在人类免疫抑制项目中被发现有正面的效果后(Van Brummelen and du Toit, 2007)，

我们假定提高蛋氨酸的供应量将在围产期免疫功能方面有正面的效应，这时期的奶牛似乎处于

一个免疫危机状态。一个泌乳中期的研究报告：在体外进行的各种有丝分裂反应的试验中，补

充30 g/天瘤胃保护蛋氨酸比0或15g/天导致更大的T淋巴细胞增殖(Soder and Holden, 1999)。

自从人类淋巴细胞似乎对蛋氨酸有一个绝对的需求而迅猛增殖(Hall et al., 1986)，这些结果就

不是出乎意料的。 

一个我们先前围产期奶牛的研究(Osorio et al., 2013)：在分娩前 21 到产后 30 天饲喂斯特

敏（Smartamine, SM）（DM 的 0.07%）或美斯特（Metasmart, MS）（DM 的 0.19%），我们观

察到增加了嗜中性白血球的吞噬作用（病原菌杀灭能力），该细胞是形成动物免疫力的第一道防

御线。在随后的分娩前 21 到产后 30 天饲喂斯特敏（DM 的 0.08%）研究中(Zhou et al., 2016a)

我们发现：从产后 1-28 天，体外血液嗜中性白血球的吞噬作用和氧化的爆发（另外的病原菌杀

灭机制）都更大。此外，补充瘤胃保护蛋氨酸通过控制免疫细胞的炎症能力优化了脂多糖（LPS：

一种细菌细胞壁的成分）的反应(VailatiRiboni et al., unpublished)。在奶牛围产期这是非常有价

值的，作为奶牛可以准备一个极度的炎症反应对付病原菌而重创之(Jahan et al., 2015)。一个

可能的机制是蛋氨酸作为谷胱甘肽和牛磺酸的前体物与能影响围产期奶牛的氧化应激状况有

关(Atmaca, 2004)。通过这个氯氨化合物的代谢产物，牛磺酸具有知名的免疫调节能力

(Schuller-Levis and Park, 2004)。 

尽管蛋氨酸与胆碱（通过 1-碳代谢）之间的相互联系，在胆碱和牛免疫反应方面缺乏数据。

免疫细胞无能力通过甜菜碱途径转化胆碱为蛋氨酸，在牛仅仅呈现在肝脏和肾脏(Lambert et al., 

2002)。最近的研究(Zhou et al., 2016a)，在分娩前 21 到产后 30 天饲喂 60g/天瑞信胆碱（瘤

胃保护胆碱）与饲喂蛋氨酸相比，对嗜中性白血球和单核白血球（另一种动物免疫反应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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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免疫细胞杀灭能力没有影响。然而，有使用其他动物模型获得的数据。例如，在日粮

中补充胆碱改善鱼(Wu et al.,2013)和乳鼠的免疫指数(Lewis et al., 2016)。作者没有推断作用

模式，但多数胆碱的功效是经由甜菜碱（一个胆碱的衍生物）间接地起作用。来自肉鸡的数据

显示：日粮补充甜菜碱改善肠道健康，诱导肠道免疫力提高应对球虫挑战(Klasing et al., 2002)。 

 

蛋氨酸和肝脏功能：平衡炎症和氧化应激 

 

围产期炎症反应是以增加肝脏阳性急性期蛋白（posAPP）如结合珠蛋白和血清淀粉样蛋白

A（SAA）为特征，同时伴随着负的 APP（negAPP）如白蛋白产生量减少(Bertoni et al., 2008)。

在肝脏的水平，这些反应公认的前期炎症触发细胞因子是 IL-6, IL-1β 和 TNF-α(Kindt et al., 

2007) 。形成对比，在组织和血液中氧化应激是由氧化反应代谢产物（ROM）的产量和抗氧化

物质机能的中和能力不平衡所致。前期炎症触发细胞因子也被认为是氧化应激的起因，因此，

结合了两种状况(Sordillo and Mavangira, 2014) 。 

炎症和氧化应激两者降低了围产期奶牛的肝脏功能(Bionaz et al., 2007; Trevisi et al., 

2012) 。应用血浆白蛋白、胆固醇和胆红素浓度的变化 Bertoni and Trevisi (2013)开发出了肝

功能指数（LFI），以此表示炎症反应的程度特征和帮助预测奶牛的健康和舒适度影响。例如，

一个低 LFI 值表明显著的炎症反应，提示从妊娠过渡到泌乳较困难，反之高 LFI 表示平稳过渡。

在我们的试验中，补充蛋氨酸一贯地增加血液白蛋白(Osorio et al., 2014; Zhou et al., 2016a)，

奶牛的指数好于上述的浓度范围以适应产后肝脏功能(Bionaz et al., 2007)。而且，补充瘤胃保

护蛋氨酸减少了与炎症相关的生物标记物如血浆铜蓝蛋白、结合珠蛋白、IL-1β 和 SAA 的浓度

(Osorio et al., 2014; Zhou et al., 2016a)。补充蛋氨酸增加了肝脏谷胱甘肽和抗氧化能力(Osorio 

et al., 2014; Zhou et al.,2016a)。应用 Zhou et al.的奶牛试验数据，没有补充蛋氨酸的奶牛结

果 35%在低 LFI 组，补充蛋氨酸的奶牛仅有 10%在低 LFI 组，因此，补充蛋氨酸对支持肝脏功

能有积极的影响。 

 

与采食和健康之间的联系 

 

在分娩时出现短暂的炎症状况是适应泌乳“正常”的现象(Bradford et al., 2015)，其正面或负

面的影响取决于发生的程度。奶牛接近分娩伴随着较高的循环细胞因子水平（但仍然是亚临床

的）具有较大的炎症和氧化应激和较低的肝脏功能，常常低产奶量和低产后 DMI 贯穿泌乳后 30

天(Bertoni et al., 2008; Trevisi et al., 2015)。对它们的基本免疫功能、细胞因子（ILs）、干扰素

（IFNs）和 TNF-α 也引起病理影响。这导致通常所称的“疾病表现”，他们主要的表现是饱腹感。

接近分娩奶牛出现类似炎症反应状态，减少 DMI 是一个这种行为的案例。在鼠类，这些细胞因

子显示减少采食量和耐饿性，如同减少采食频率和延长采食的间隔(Plata-Salaman, 1995)。此

外，细胞因子直接影响下丘脑（有调节体温、摄食、内分泌等的功能）；IL-1β 和 IFN 直接和具

体地对大脑里的“饱腹感”和“饥饿”点的葡萄糖敏感神经元起作用(Plata-Salaman, 1995)。如此，

能部分地解释当饲喂瘤胃保护蛋氨酸（斯特敏 Smartamine 或美斯特 Metasmart）观察到降低

了炎症而增加了 DMI，它直接（在肝脏水平通过抑制免疫细胞过度反应）和间接（减少氧化应

激）降低循环前导炎症细胞因子。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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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热应激对干奶牛和新产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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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立新译 

 

引  言 

 

夏季炎热从不同方面危及泌乳牛的生产性能，如：饲料采食量减少、新陈代谢改变、产奶量

减少、繁殖性能障碍和疾病发生率增加(Fuquay, 1981; Kadzere et al., 2002; West, 2003)。与

泌乳牛相比，干奶牛产生较少的代谢热(West, 2003)和有较高的临界温度(Hahn; 1997)。因此，

干奶牛的热应激管理常常被忽视，但实际上影响奶牛将来的生产性能。为了避免热应激对干奶

牛的负面影响，适当的降温应当应用在整个干奶期。夏季在干奶和围产期间营养物质的补充也

可以用于改善奶牛的生产性能，需要引导更多的研究至该领域。本文将聚焦于在干奶期间，产

前热应激对生产性能和随后的泌乳性能的影响。在本文稿里只是试验讨论了产前时期的应用，

在产后所有的动物都是同样的降温管理。 

 

产前热应激影响饲料采食量和代谢的适应性 

 

热应激降低干奶牛的干物质采食量（DMI），但比泌乳牛的影响范围小。相比降温的牛，不

降温热应激（HS）的奶牛在干奶期间的 DMI 降低~15%（表 1）。 

 

结果：在产前它们体增重较少，是因为胎儿增长较慢(Tao et al., 2011)。除了饲料采食量减

少之外，热应激改变了奶牛的代谢反应。最近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甚至 DMI 降低了 30%，热

应激的奶牛在泌乳早期(Lamp et al.,2015)和中期(Wheelock et al., 2010)减少了脂肪组织的动

员，而且与在热中立状态下配对奶牛相比，泌乳中期的奶牛增加了整个身体的葡萄糖利用率

(Wheelock et al., 2010)。然而，在干奶期间热应激对奶牛的代谢影响是不同的。热应激没有影

响奶牛脂肪组织的动员(Lamp et al., 2015)和在之后的葡萄糖耐受测试中葡萄糖的清除率(Tao 

et al., 2012)，很可能是因为与泌乳相比胎儿生长需求较低的能量。形成对比，与这些热中立类

似的情况，热应激的干奶牛有更显著的蛋白动员，可能与在妊娠后期支持胎儿快速生长有关

(Lamp et al.,2015)。在产犊前降温改善了饲料采食量，没有转结到影响奶牛泌乳早期的 DMI（产

后头 2-3 周），但增加了血液中非酯化脂肪酸（NEFA）和 β-羟基丁酸（BHBA）的浓度(do Ama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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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9; Tao et al., 2012)，外围组织胰岛素耐受力(Tao et al., 2012)支持了较高的产奶量。

不过，在另一个方面，作为泌乳增加的代价，产前降温的奶牛与产前没有降温的奶牛相比将要

消耗更多的饲料以满足较高产奶量的需求。 

 

产前热应激影响乳腺发育和随后的产奶量 

 

妊娠后期的热应激已经深刻地影响随后的产奶量。当降温活动（如：喷淋和风扇）在整个干

奶期应用，与热应激奶牛相比产前降温的奶牛在下一个泌乳期多产奶~4kg/天（12%）（见表 2）。

另外，干奶期降温的奶牛这种产奶量的增加一直 

 
 

持续到整个泌乳期，表明：改善乳腺功能与催乳剂的效果相当(如同牛生长激素)。另一方面，当

只是接近产犊时给奶牛降温，接着产奶量仍然增加但幅度较小。来自有限的研究，与热应激的

奶牛相比接近产犊降温的牛在下一个泌乳期产奶量增加~2.2kg/天（5.8%）（表 2）。这种产前降

温在随后的泌乳生产成绩表现的积极效果可以归因于妊娠后期改善了乳腺的增长。在干奶后的

头两周乳腺表现为广泛的萎缩特征，之后乳腺增长(Capuco et al., 1997)，热应激影响两方面的

细胞进程。的确，在产犊前~2-3 周热应激与降温奶牛相比乳腺细胞增殖的较低(Tao et al., 2011)，

这部分归咎于胎盘产生的硫酸雌酮较低(Collier et al., 1982)。虽然常常忽略乳腺萎缩，包括细

胞凋亡和细胞自噬作用，在干奶早期可能对调整随后的乳腺生长和产奶量有重大影响。一个最

近在佛罗里达大学进行的试验显示：在干奶早期热应激奶牛的乳腺与降温的相比已经减少了细

胞自噬作用(Ramirez-Lee et al., 2015)。由这个研究表明：热应激钝化了干奶后乳腺的萎缩，可

能对随后的乳腺生长和牛奶生产有负面的影响；然而，评估这个假设需要更多的研究。相比经

产牛，初产牛产前降温被关注的较少，仅发表了两个在夏季热应激降低泌乳反应的比较试验（产

犊前~1 个月）。通常，初产奶牛的产前降温在随后的泌乳中显示了较少的持续好处（表 2），虽

然有待更多的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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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热应激影响免疫功能和疾病发生率 

 

在围产期和泌乳早期疾病发生率增加可以表示免疫功能障碍承担部分责任。各种各样的研

究表明：产前热应激扩大了妊娠后期和泌乳早期的免疫系统功能障碍。与产前降温奶牛相比，

热应激奶牛血液白细胞数较高，但 CD4+ T 淋巴细胞的比例较少(Gomes et al., 2014)。此外，

热应激奶牛的免疫细胞增殖和在体外实验用促细胞分裂剂刺激时 TNFα 产生较弱(do Amaral et 

al., 2010)，表明细胞间接免疫损害。在围产期热应激也改变体液免疫反应。用卵白蛋白接种后，

在干奶期(do Amaral et al., 2011)和泌乳早期(Gomes et al., 2014)热应激的奶牛比降温的奶牛

产生的 IgG 少。另外，在泌乳早期，相对于降温的奶牛产前热应激的奶牛噬中性白细胞吞噬和

摧毁病原体的能力较弱证明非特异性先天免疫受损(do Amaral et al., 2011)。 

在围产期免疫损害，可以预想到在泌乳早期产前热应激的奶牛将会经历高疾病发病率。当

在佛罗里达比较干奶期的季节性对产后头 60 天健康障碍的发生率影响时，Thompson et al. 

(2012)发现：奶牛干奶在夏季（6、7、8 月）比在冬季（12、1、2 月），泌乳早期的乳房炎、呼

吸道问题和胎衣滞留发病率增加。虽然泌乳早期受季节性影响和干奶期受光照期的困惑，这些

数据可能表明：产前热应激对将来疾病易感性的负面影响。相比对照组试验研究表明(Santos et 

al., 2014; 

Thompson et al., 2014a)：在泌乳早期产前降温的奶牛疾病发病率相同，但子宫炎的发病

率略微增加。鉴于在围产期降温的奶牛比热应激的免疫力有所提升，子宫炎的发病率增加是出

乎意料的，这值得将来调查研究。 

 

产前降温和体温 

 

在干奶期的奶牛使用蒸发式降温对最小化热应激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有效的方法。积极的降

温活动包括喷淋和风扇广泛应用于降低泌乳牛的温度，但不常用于干奶牛舍尤其在干奶期。然

而，通过降温成功地降低干奶牛的体温投资回报是显著的。在散栏牛舍，积极实施有效地降温

降低干奶牛体温~0.4°C(0.7 °F; 102.7 vs. 102.0 °F, 表 3)、呼吸频率 21 次/分钟(72 vs. 51 次/

分钟),不降温和降温的泌乳牛体温相差很小(~ 1.0 °C = 1.6 °F)，但对随后的泌乳产量有足够强

的正面影响。 

 

在夏季给围产期奶牛饲喂包含甜菜碱的糖蜜 

 

泌乳牛抗热应激的添加剂已经被广泛研究，但是在热应激下干奶牛的相关研究很有限，尤

其在干奶期。甜菜碱，也称作三甲基氨基乙酸，是一个天然的成分既可以产生自内源性的胆碱

氧化(Zeisel, 2013)，也可以来自饲料成分里如甜菜可溶物中含有大量的甜菜碱成分(Eklund et 

al., 2005)。甜菜碱在动物体内具有两个主要的功能。它是一个强大的渗透剂，当细胞在应激的

状况下它能减少脱水和稳定蛋白质。另外，当其饲喂动物时也作为甲基供体，是碳代谢的一个

关键成份(Eklund et al., 2005; Bertolo and McBreairty, 2013)。在中等热应激情况下，给泌乳中

期奶牛(Peterson et al., 2012)补充 100g/天瘤胃未保护甜菜碱增加产奶量。然而，在围产期尤

其在夏季它的角色仍然未知。 

在 2014 年夏末乔治亚大学-蒂夫顿校区进行的一个干奶和围产期日粮中包含甜菜碱的潜在

影响试验(Monteiro et al., 2015)。在 9 月上旬，奶牛被随机分配到甜菜碱组和对照组，或者干

奶（n=10/处理）或者在产前 24 天（n=8/处理），上一泌乳期的产奶量相当。奶牛饲喂相同的日

粮，饲喂或者由甘蔗制成的 28%蛋白的糖蜜液体添加物，或者由甘蔗（67%）糖蜜制成的含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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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的添加物和压缩甜菜根可溶物含有~30%甜菜碱（33%）分别作为对照组和甜菜碱组，直到

产后 8 周。液体添加物在产前和产后奶牛日粮干物质中分别占 1.1 和 1.4kg/天。干奶牛饲养在

同样的没有降温的散栏舍，泌乳牛有风扇和喷淋降温，日挤奶三次。在整个试验期记录日饲料

采食量，每周收集分组动物血浆样品。到这些记录结束，在产前和产后期没有观察到处理对奶

产量、成分、饲料采食量和血液代谢的影响。相反，从预产期前 56 天饲喂甜菜碱日粮的奶牛比

对照组在产后头 8 周提高了产奶量（44.2 比 41.5kg/天）、乳脂率（4.78 比 4.34%）和 3.5%FCM

（50.0 比 47.0kg/天）；不过，在产前和产后 DMI 都没有变化。作为结果：在泌乳早期饲喂甜菜

碱的奶牛血液中的 NEFA 和 BHAB 浓度有增加。然而，在这个试验中干奶牛跨越了 2014 年

9~11 月，在这个时期的环境状态（平均温湿度指数<68）不适合推断在夏季含有甜菜碱的日粮

的潜在影响。因此，在干奶和泌乳期补充含有甜菜碱的糖蜜日粮提高了泌乳早期的生产成绩，

但围产期奶牛在夏季饲喂甜菜碱的潜在影响还有待将来研究。 

 

结论 

 

热应激对干奶期奶牛的生产成绩、免疫和新陈代谢负面影响很大，产前降温对围产期奶牛

的管理意义重大。尤其要注意：在干奶早期也要给予降温以确保从泌乳到非泌乳的顺利过渡。

增加降温另外的策略，比如营养添加剂，会是将来要探索解决产前热应激负面影响的方法。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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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绍 

 

环境的问题影响奶牛产量和福利已经引起行业长期关注。过去的几十年， 

环境应激已经令相当的研究者热切关注。由于热应激美国奶牛每年的产奶量损失估计达 9

亿美元（St.Pierre et al., 2003）。这种热应激的利害关系已经在美国奶牛业达成共识，包括从中

西部到温带，到更热的气候区域如西南沙漠地区。同样，平均产量双倍的奶牛对热更敏感。在

热季为奶牛降温，改善热季奶牛舍已经有了更有效的技术。然而，热应激对奶牛仍然是个重要

的环境应激。 

热应激直接和间接地影响饲料采食量、奶牛体温、维持需要和代谢过程、饲料效率、奶产

量、繁殖效率、奶牛行为和疾病的发生率(Thatcher, 1974; Cook et al., 2007; Tuckeret al., 2007; 

Rhoads et al., 2009)。这些结果有齐备的证明文件。只是近期的研究者已经在试图理解一个被多

数人所默认的结果（体温上升）与另一个至少被默认的结果（改变奶牛行为）之间的相关性以

及它对生产底线可能的影响。 

 

热应激和奶牛 

 

家畜有一个核心体温(CBT)，是没有进化的新陈代谢功能，称为“热平衡（中立）区”。通

常，CBT 比外围温度高以确保代谢产生的热扩散到周边环境(Collier et al.,2006)。偏离到这个范

围以外—相对比较窄—导致静息代谢、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理学的变动增加，动物行为也会发生

改变(Shearer and Beede, 1990)。奶牛的热平衡区在 5-25℃（41-77℉）之间(Roenfeldt,1998).高于

25℃(77℉） 身体必须修改生理机能和行为以保持 CBT 在环境温度以上。 

 

热应激和 THI 

 

温度不是影响热应激强度的唯一环境因素。THI 测定是结合了环境温度和湿度的影响而确

定热负载强度的(Berry et al.,1964)。该指数后来被用作热应激水平指数，THI 在 72 以上[75℉

(23.9 ℃ ) 和 65% 相对湿度到 90 ℉ (32.2 ℃ ) 和 0% 相对湿度 ] 为热应激的阈值低限

(Whittier,1993;Armstrong,1994)。然而，自从应用 THI 以来，由于每头奶牛产量增加，奶牛产奶

量每增加 10kg/头.日，热应激阈值将下降 9℉(5℃;Berman,2005)。由于奶产量的进展，最近 THI

的相关评估最低阈值建议调低到 68[72℉(22.2℃)和 45%相对湿度到 80℉(26.7℃)和 0%相对湿

度；Zimbelman et al.,2009]. 

 

热应激和繁殖 

热应激引起的奶牛核心体温（CBT）升高对繁殖生产性能是有害的。直肠温度每升高 1℃会

延迟受精 12 小时，降低 16%的受胎率(Ulbergand Burfening, 1967)。Gwazdauskas et al.,(1973)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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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受精当天和之后 1 天，子宫温度每增加 0.9℉（0.5℃），分别导致受胎率降低 13%和 7%。

Badinga et al.,(1985)认为：降低受胎率是奶牛在高温环境下无力维持正常体温的无奈之举[>86℉

（30℃）]。Ealy 和同事更支持这种假设报告：牛胚胎在妊娠进程中变得对母体热应激的不利结

果更有忍耐力。人工授精第一天胚胎对有害的影响敏感度大过第 3 天。热应激时，发情行为的

表达也受到抑制。持续的热应激也会因为增加发情周期长度和降低发情持续时间而负面影响繁

殖(Abilay et al.,1975)。观察比较热应激和荫凉状态下的奶牛，黄体激素脉动释放的频率降低了

5 天的发情周期(Wise et al., 1988)。由于热应激卵泡活力被改变，卵泡优势也降低了(Wolfenson 

et al., 1995)。而且，由于减少了子宫血液供给和母体供应胎盘营养不足而负面影响胎儿生长

(Collier et al., 1982)。 

 

热应激和产奶量 

 

当奶牛遭遇热应激采食量降低。与此同时，因启动体温调节系统而引起维持需要增加。本

来可用于生产（产奶等；Buffington et al., 1983）的能量必须消耗用于维持恒定体温。经评估：

中度到严重的热应激奶牛维持需要增加 7-25%（NRC，2001）。热应激的奶牛因采食量不能满足

维持和泌乳的需求而处于能量负平衡(NEBAL)。 

由于代谢吸收后转移和营养分割，采食量降低大约减少 36%的产奶量(Rhoads et al.,2009)。

在热平衡状态，奶牛经历 NEBAL(能量负平衡)势必会增加脂肪降解率，血液非酯化脂肪酸

（NEFA）浓度出现上升；同时，葡萄糖部分进入乳腺合成牛奶。然而，热应激奶牛有较低浓度

的 NEFA 和较高的外围葡萄糖利用，意味着其他组织减少了用于合成牛奶的葡萄糖数量

(Rhoadset al.,2009)。  

当奶牛热应激时，产奶量的降低发生在采食量降低之后(Rhoads et al.,2009)。Spiers et al.(2004)

证明：饲料采食量降低发生在最初热应激后的 1 天内，而产奶量减少出现在热应激的 2 天后。

Collier et al.(1981)证明：产奶量最大的降低出现在最初的热应激后 48 小时。 

 持续热应激负面影响前脑垂体生长激素(增长激素和促生长素 GH)分泌(Mitral et al.,1972)。

降低促生长素浓度导致生长速率减缓，氮存留减少，奶牛产奶生产性能降低(Mitra et al.,1972)。 

 Johnson et al.(1963)报道：每日直肠温度在 38.6℃(101.5℉)以上，每增加 0.55℃(1℉)产奶量

降低 1.8kg/天.头。最近，Igono et al.(1985)报道：奶牛直肠温度 39.1℃(102.4℉)比 38.8℃(101.8

℉)产奶量少 0.7kg/天.头。Zimbelman etal.(2009)也报道：直肠温度与奶产量呈负相关。更复杂的

相关性是高产奶牛比低产奶牛体内产热更高，不论环境如何影响(Purwanto et al.,1990)。 

 

热应激和生产效率 

 

奶牛有一个行为的、逻辑的和代谢的机制用于保持 CBT（核心体温）在环境温度以上，这些显

示在图 1。 

 

图 1 奶牛热应激影响总图表(Adapted from Atrian andShahryar,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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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细胞维持产生的能量和消耗超过新陈代谢产热。因此，从动物到环境的热交换是维持

理想 CBT（核心体温）必须的(Kadzere et al.,2002)。有报道显示：热应激与新陈代谢激素(甲状

腺激素、生长激素和催乳素等)负相关(Mitra et al.,1972;Johnson etal.,1988;Lu 1989;Collier et 

al.,2006)。这些激素负责能量消耗和热量产生，包括：肠蠕动和血液流到消化系统(Hales et 

al.,1984;Johnson et al.,1988)。肠道蠕动降低导致食物通过率下降，饲料采食减少。West（2003）

报道：超过奶牛热中立区，环境温度每增加 1℃(1.8℉)干物质采食量降低 0.85kg。与此同时，

消化率提高，在消化系统内较少数量的饲料不能满足需求(Kadzere et al.,2002),由此降低了饲料

效率。 

热消耗提高的生理机制也导致维持需要和营养需要的增加。包括：呼吸率提高、出汗增加、

心跳加速和唾液分泌增加(Atrian and Shahryar,2012)。这些改变导致体液损耗增加，进而增加维

持需要以减轻脱水和血液动态平衡(Collier et al.,2006)。这些活动可能似乎无效，总体热损耗的

15%可以通过正常呼吸(McDowell et al., 1976)和增加呼吸频率而增加热损耗潜力(CamposMaia, 

et al.,2005)。 

同时，奶牛适应最小的热产生和最大的热耗散导致经济问题。奶产量将减少，但被奶牛使

用的能量和营养将增加。随着维持需要的增加，伴随着日粮营养的下降，营养从非生存必要系

统转移出。Rhoads and others(2009)报道：在热应激期间，日粮和用于产奶的身体营养有一个意

义重大的重新分配，随着采食量减少奶产量损失 36%。Smith and others(2008)计算：在热应激期

间，奶价 2.449 元/kg($39.5/100kg), 奶产量降低 0.9-5.5kg/天.头(2-12 lbs),经营损失在 198 元[损

失 0.9kg/ 天.头(2 lbs/d)，90 天]和 2020 元[损失 5.5kg/天.头（12 lbs/d）,150 天]。 

 

  

热应激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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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热应激而出现的其他生理问题，有大量的与热应激相关的特殊动物健康方面的研究，

特别是环境温度增加跛足发生率也增加(Cook et al.,2007)。这与季节的变化是一致的；跛足在冷

季的发生率比热季低(Sanderset al.,2009)。这些气候和季节的影响同样也与乳房炎相关(Dohoo 

andMeek,1982;Elvinger et al.,1991)。几个试验已报道：在一年的热季，由于适宜于病原体和细菌

的环境，疾病尤其是繁殖问题增加(Collins and Weiner,1968;Silanikove,2000;Kadzere et al.,2002)。

随着 THI 上升死亡损失也增加(Vitali et al.,2009)。最近一个有趣的提示：奶牛行为的影响增加了

运动疾病的风险。 

 

热应激和奶牛行为 

 

在过去十年，研究工作已经转向奶牛经历热应激的福利。随着环境温度上升和太阳辐射，

奶牛更喜欢寻找遮阴或其他冷建筑物(Tucker et al., 2008; Atrian and Shahryar,2012)。这种行为的

变化，除了上文提及的生理变化以减少热生成外，奶牛也将寻找一个环境温度较低的微环境。

此外，奶牛更喜欢寻找最大化冷却性能的最佳环境。举例一个最近的研究报告：奶牛更喜欢选

择遮阴棚胜过直接从遮阴棚转到冷却系统，但也喜欢接受遮阴的一处，包括一个冷却系统

（Anderson et al., 2012）。 

不论环境的热损耗最大化如何，随着温度上升奶牛通常通过站立以增加散热表面积(Igono 

etal.,1987;Anderson et al.,2012,Smith et al.,2012)。甚至一个轻微的环境温度上升都会引起奶牛站

立时间增加(Smith et al.,2012)。当奶牛的站立时间超过一天的 45%跛足（新病例）发生率最高

（Galindo and Broom,2000）,相对于冬季，夏季的运动评分增加(Cook et al.,2007)。躺卧时间与

跛足的发生率成反比，与 THI 也是一样的(Leonard et al.,1996;Privolo and Riva,2009)。这喻示：

奶牛暴露于高温下更喜欢站立以提高热散失，但在这种情形下，奶牛也更易罹患跛足。减少休

息时间也降低产奶量(Bach et al.,2008,Grant 2007)。估计：休息时间每增加 1 小时，产奶量增加

1.7kg/头.日。 

奶牛跛足对生产的影响也混杂着热应激的影响。跛足影响休息和采食行为(Cook etal.,2007)，

降低繁殖效率(Garbarino et al.,2004)，增加淘汰率(Collick et al.,1989)。在热季，奶牛经历跛足风

险或过热风险。 

 

核心体温（CBT）和奶牛行为 

 

为更进一步理解奶牛热应激的行为状况，我们联合亚利桑那州(Anderson etal.,2012)、加州

(S.Rungruang,未发表)和明尼苏达州(Smith et al.,2012)设置三个不同的热应激试验。每个试验，

泌乳牛佩戴 2 个数据记录器、1 个 CBT 内阴道记录器、1 个腿弯曲记录器以判断躺卧状况。所

有 CBT 数据被标准化为 5 分钟间隔或 15 分钟环境状况间隔，去除人为干扰每 2 小时挤 1 次奶，

随后饲喂。 

在明尼苏达州的试验，温暖的气温躺卧 CBT 最高，2 个其他气候显示热应激的巨大影响和

比躺卧 CBT 高的站立 CBT（图 2）。表 1 显示：奶牛站立比躺卧 CBT 范围狭窄（0.11℉或 0.06℃）。

总之，在站立档（躺卧到站立或站立到躺卧）CBT 是相等的（表 2）。喻示：无论任何时间，奶

牛也许可以察觉 CBT 的起伏和先发制人地反应以应对显著变化的 CBT（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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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泌乳牛渐增 CBT 与姿势的关系 

 

各处理组被定义为：1=亚利桑那州，固定扇和遮阳棚饲养；2=亚利桑那州，可调节扇和遮

阳棚饲养；3=明尼苏达州，空气对流建筑；4=明尼苏达州，空气对流建筑，蒸发垫；5=加州，

饲料线防漏嵌条和风扇；6=加州，冷热自由进出栏；没有饲料线防漏嵌条或风扇。处理效果是

显著的（P<0.0001）。纵列不同的字母差异显著（P<0.01）。 

 

表 1 泌乳牛 CBT 与姿势的关系¹ 

 

    ------------------------------------------------------------ 

 

                             姿势      

 

      项目       站立    躺卧    ＳＥＭ    Ｐ Value 

 

      ＣＢＴ（℉）   103.834    101.912     0.0025       0.0001 

 

      （℃）     39.908     38.840    0.0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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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奶牛的头数：亚利桑那州（n=56），加州（n=37）,明尼苏达州（n=64）。 

 

 

表 2 泌乳牛 CBT 与姿势的关系¹ 

 

                   姿  势                    

 

项目：      开始站立    持续站立    开始躺卧    持续躺卧    SEM 

 

CBT（℉）   102.144ª    101.916b   101.847c    101.917b  0.0085 

 

（℃）    38.969     38.842      38.804      38.843   0.0047 

 

Abc 同一行字母不同，差异显著（P<0.0001）。 

 

1 开始躺卧是表示：动物已经从站立转变到躺卧姿势；持续躺卧是表示：动物从开始一直躺卧。

奶牛的头数：亚利桑那州（n=56）,加州（n=37）,明尼苏达州（n=64）。 

 

  

表 3 在 THI 分段中奶牛站立的比例¹ 

 

                               THI 分段²                      

 

项目：     <68    68-71   72-79    80-89    90-98   >100    SEM    

 

站立（%） 43.6   49.8     50.3    68.2     49.7     52.2   1.6     

 

1P<0.0001, 奶牛的头数：亚利桑那州（n=56）,加州（n=37）,明尼苏达州（n=64）。 

 

2 分段定义：热中立（<68）,临界热应激（68-71）,轻微-中度热应激（72-79），中度-严重热应

激（80-89），严重热应激（90-98），极度严重热应激（>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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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一天中的 CBT 对站立和躺卧的影响（时期的影响，P<0.01） 

 

所有数据设置（>260,000 数据点）的分析提供了在 CBT 和奶牛姿势之间一个相关性（r²

=0.56,P<0.0001）。当研究者和生产者关注于奶牛热应激和舒适度时给予了他们一个更明确的

CBT。在这个数据设置中，当 CBT>38.93℃(102.07℉,图 4)时，奶牛更喜欢站立。 

这不是暗示：奶牛低于这个点的 CBT 就没有热应激。无论如何，增加站立行为作为热应激

的指标，这个 CBT 提供了一个改进我们减轻热应激负面影响管理工作的节点，特别是减少奶牛

站立时间耗散体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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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动物站立的百分比与 CBT 的关系 

 

奶牛的头数：亚利桑那州（n=56）,加州（n=37）,明尼苏达州（n=64）。 

 

以THI作为站姿的预测有局限性（r²<0.20）。这部分原因可能是相比CBT数据点（>260,000）

THI 的数据点（<90,000）减少了许多。然而，THI 在奶牛行为上的影响也是可测量的（表 3），

显现了与 CBT 同样的模式。尽管不怎么具有特性，50%正好出现在 THI68-71 之间，这成为高

产奶牛热应激的临界点（Zimbelman etal.,2009）。 

 

总结 

 

热应激是奶牛业主要的经济问题。它的影响涉及产奶量、繁殖和健康，经由生理的和行为的变

化而与动物的福利方面相关联。改变奶牛行为也关联到奶牛总的生产性能。通过有效的散热减

少奶牛的站立时间而改善奶牛舒适度能最终减少热应激对产奶量的影响。 

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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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化系统 

亚急性瘤胃酸中毒的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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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立新 

 

前言 

 

亚急性瘤胃酸中毒(SARA)可能发生于高能量日粮的奶牛。在 SARA 发生期间，瘤胃短链脂

肪酸(SCFA)的产生量超过吸收，导致瘤胃 pH 值下降。SARA 的定义，主要来源于用瘤胃瘘管

动物做的实验，瘤胃 pH 值变化不大，但通常要求在一定时间内低于某一阈值(5.5、5.6 或

5.8)(Krause and Oetzel, 2006;Oetzel, 2007;Radostits 等，2007)。Zebeli和Metzler-Zebeli(2012)

最近提出，将 SARA 定义为每天 6 小时或 6 小时以上瘤胃 pH 值低于 5.8，这是基于荟萃分析

得出的结果。荟萃分析表明，这个阈值会导致纤维消化率下降，血浆中急性期蛋白水平上升。 

在瘤胃水平上，SARA 的原因可分为管理、环境和动物因素，这些因素降低了瘤胃的缓冲

能力或增加了瘤胃 SCFA 的积累。Stone(2004)综述了通过增加日粮中牧草的含量，优化粒径

以增加咀嚼量和唾液流量，在日粮中添加外源缓冲液或碱化剂，增加日粮中阳离子与阴离子的

差来提高缓冲能力。缓冲能力可因热应激或咀嚼减少而降低，例如：由于挑食饲料。增加谷物

的日粮比例、谷物或饲料的发酵能力、增加饲料摄取量以及导致多餐和少餐的管理因素可增加

SCFA 的发生和 SARA 的风险。也有人提出，奶牛在干奶期食用能量密度较低的饲料后，由于

瘤胃乳头的大小和吸收能力下降，可能是产后发生 SARA 的最大风险(Stone, 2004)。然而，

Penner 等(2007)无法通过增加产前饲喂精料来减少产后 SARA。 

SARA 的后果包括采食量降低、采食量波动、食物消化率降低、牛奶产量降低、牛奶脂肪

率降低、胃肠道损伤、肝脓肿和跛行等(Krause and Oetzel, 2006;Radostits 等，2007;Plaizier

等，2008)。胃肠道内壁损伤后继发的局限性或全身性炎症似乎介导了许多这些负面影响。 

 

亚急性瘤胃酸中毒对瘤胃和后肠道的影响 

 

SARA 期间，瘤胃 SCFA 的积累降低瘤胃 pH 值，导致瘤胃微生物区系发生变化(Zebeli and 

Metzler-Zebeli, 2012)。由于这一转变纤维和总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减少，导致能量的损失，有时

会观察到体况的下降，而没有同时减少采食(Hall,2002;Kleen 等，2003;Dijkstra et al.，2012)。

Khafipour 等人(2009b) 实验评估了 SARA 挑战后瘤胃液体细菌种群的变化。在使用小麦-大麦

颗粒日粮的 SARA 挑战后细菌种群的变化中，大肠杆菌的增加与 SARA 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导

致他们得出结论：大肠杆菌的增加可能对病因学很重要。在另一项研究中，Mohammed et 

al.(2012)评估了产前和产后瘤胃液体细菌的种群结构，并将其与 SARA 的严重程度联系起来。

他们发现，产前和产后菌群转移的幅度与 SARA 易感性无关。最后，Chen et al.(2011)发现，

当以牧草为主的饲粮转变为以大麦为主的饲粮时，附着在瘤胃上皮细胞上的细菌群落结构发生

了变化。有趣的是，在高谷物饲喂期间发现密螺旋体、反刍杆菌和旋藻科菌种。瘤胃细菌群落

对 SARA 的反应变化被认为是 SARA 对动物表现负面影响的关键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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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ARA 期间，随着微生物数量的变化，潜在的有毒和炎症化合物在瘤胃的浓度也会增加。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内毒素或脂多糖(LPS)。脂多糖是革兰氏阴性菌细胞壁的组成部分，体内脂

多糖的存在引起哺乳动物细胞的炎症反应。当动物受到 SARA 诱导的定量挑战时，可发酵碳水

化合物的可用性最初导致细菌对数增长，随后随着底物可用性的降低、瘤胃 pH 值的降低和发

酵终产物的积累，细菌大量裂解(Zebeli 和 Metzler-Zebeli, 2012)。在快速生长和细菌裂解过程

中，游离脂多糖积累，导致 SARA 期间瘤胃中脂多糖浓度升高(Li et al.，2012)。在牛急性酸中

毒试验中，试验后收集的瘤胃液在注射到小鼠体内时内毒素活性增加，毒性增加(Nagaraja et 

al.，1978)。这些结果使作者得出结论：酸中毒的影响是由瘤胃内毒素的全身效应介导的。此外，

瘤胃 LPS 的浓度研究发现，当奶牛饲喂越来越多的大麦谷物时，LPS 与乳脂率和产奶量呈负

相关(zeand Ametaj, 2009)。尽管在 SARA 过程中 LPS 的瘤胃积累可能对随后的炎症反应很重

要，但 LPS 的免疫反应特性在不同的细菌中是不同的。Khafipour 等(2009b)提出，尽管瘤胃

LPS 在谷物诱导的 SARA 和紫花苜蓿颗粒诱导的 SARA 中均升高，但炎症仅在谷物诱导的

SARA 中出现，这是由于大肠杆菌 LPS 升高所致。在 SARA 过程中产生的其他潜在有害化合

物包括生物胺和乙醇(Ametaj et al.，2010)。乙醇胺是一种生物胺，不仅对宿主具有潜在的有害

作用，而且已被证明可以促进病原菌的生长和毒力因子的产生(Saleem et al.，2012; Zebeli and 

MetzlerZebeli，2012 年)。组胺是 SARA 过程中产生的另一种生物胺，其在 SARA 炎症反应中

的潜在作用将在本综述的后面详细讨论。 

瘤胃上皮细胞作为一种选择性屏障，可吸收 SCFA 同时防止细菌进入和定植。SARA 对全

身的影响取决于这一屏障的突破。从结构上看，瘤胃上皮由角质层、颗粒层、棘层和基底层四

层组成(图 1)。在健康的瘤胃中，细菌只与角质层有松散的联系。调节渗透性屏障的紧密连接蛋

白在颗粒层中表达最多，在一定程度上在棘突层中表达最多(Graham and Simmons, 2005)。颗

粒层、棘突层和基底层之间的连接使 SCFA 从瘤胃内容物运输到基底薄层(Graham and 

Simmons, 2005)。瘤胃的渗透性屏障功能对动物或瘤胃的变化作出反应。例如，在氧化应激或

热应激时渗透性增加(Mani et al.，2012)。增加的渗透性也可能是对较高谷物日粮的适应性反

应，以允许增加对 SCFA 的吸收(Zebeli and Metzler-Zebeli, 2012)。使用分离瘤胃切片进行的

研究也表明，酸化或高渗透性会增加瘤胃的渗透性(Aschenbach and Gabel, 2000;Schweigel et 

al .,2005;Emmanuel et al.， 2007;Penner 等，2010)。 

除了作为选择性屏障的作用，瘤胃上皮细胞还通过与黏膜相关的淋巴组织（MALT）的相互

作用，帮助管理免疫功能。这些微结构遍布消化道粘膜，由包括先天淋巴细胞和肥大细胞在内

的白细胞簇组成(Pearson et al.，2012;Kurashima 等，2013)。在健康动物中，共生菌与黏膜内

壁结合，而不是直接与黏膜结合，上皮细胞能够通过警钟样受体通路等多种受体将菌群组成信

息传递给 MALT(Taschuk and Griebel, 2012)。黏膜相关的淋巴组织细胞通过调节细胞因子的产

生来响应这种信号，然后激活或抑制其他免疫细胞。在体内平衡过程中，MALT 细胞通常是低

响应的，这些细胞产生的蛋白质和酶有助于维持紧密的屏障功能，调节上皮细胞的生长和分化

(Mani et al.，2012;Kurashima 等，2013)。在应 

59



                                      健康源自营养 创新彰显价值 

 

 

对挑战时，MALT 细胞信号可诱导多种反应，包括产生杀菌蛋白酶和抗菌肽，中性粒细胞的招

募，促进 B 细胞向产生 IgA 的浆细胞分化，以及 T 细胞的活化(Pearson et al.，2012;Kurash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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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3)。由 MALT 细胞发出的信号对于调节黏膜上皮细胞的分裂和分化也很重要，以便组

织修复。改变上皮细胞和 MALT 细胞之间的通讯，以及增加 MALT 细胞活化与动物和人类肠道

炎症疾病相关(Kurashima et al.，2013)。 

SARA 的下游炎症作用依赖于瘤胃壁渗透性屏障的破裂，Oetzel(2007)由此得出瘤胃炎的

结论(瘤胃壁炎症)是 SARA 的基础病变。在 SARA 期间，一些渗透性增加、pH 值降低、LPS

等细菌毒素增加和生物胺增加的组合导致瘤胃炎。一项使用从肉牛分离的瘤胃和结肠组织的研

究表明：脂多糖和降低的 pH 协同作用破坏上皮屏障功能(Emmanuel et al.，2007)。一旦上皮

细胞被破坏，MALT 细胞就会引发局部炎症并改变细胞因子的产生; 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乳头的

通透性，并允许乳头定植，增加细菌和毒素进入乳头，从而增强炎症反应(Mani et al.， 

2012;Kurashima et al .,2013)。当奶牛由 0%谷物日粮转为 65%谷物日粮时，瘤胃上皮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包括：可见乳头病变、紧密连接减少、角质层脱落、颗粒层和棘突层中存在细菌

(Steele et al.，2011)。Khafipour et al。(2011)发现在谷物诱导的 SARA 过程中分离的大肠杆

菌，其毒力和粘附因子的 RNA 水平升高，表明 SARA 可能增加致病微生物利用上皮完整性受

损和定植乳头的潜力。 

与乳头局部炎症同时发生的是上皮细胞周期、粘附蛋白表达和 SCFA 吸收的改变。我们最

近在 SARA 挑战 30 小时后评估了瘤胃乳头的转录组，发现 172 个基因的不同表达 (Mackey, 

2013)。在这些基因中，有一条不受 SARA 调控的通路是通过增加 4 个原钙粘蛋白 β 基因的表

达而导致的嗜同型细胞粘附(图 2)。其他 

 

对饲喂高饲草或高浓缩饲料的奶牛瘤胃组织的评估发现，基因表达存在显著差异，包括粘附蛋

白和细胞周期调节基因的差异(Taniguchi et al.， 2010;Steele 等，2011)。SARA 对瘤胃上皮细

胞的损伤和细胞周期的改变可导致角化不全或角化过度(Penner et al.，2011)。由于角化不全

症，下层上皮层暴露于细菌和毒素的增加会进一步增加瘤胃炎，并导致微脓肿的形成(Kleen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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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03)。角化不足和角化过度都会降低 SCFA 的吸收，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 SARA 在反复

的挑战下会变得越来越严重(Dohme et al.， 2008;Plaizier 等，2008)。SARA 导致的瘤胃运动

减少也会降低 SCFA 的吸收。SARA 吸收的差异也会影响 SARA 的易感性，而 SCFA 吸收率较

高的动物对 SARA 的挑战更具抵抗力(Penner et al.，2009)。 

SARA 期间发生在瘤胃的事件反映在大肠中。肠道碳水化合物发酵的增加通常与此同时发

生导致 SCFA 和 LPS 浓度升高，pH 值降低，肠道黏膜损伤(Bissell, 2002;Dijkstra et al.， 2012;Li 

et al.，2012)。SARA 的粪便指标包括腹泻、粪便泡沫化、粪便颗粒增大、粪便中是否存在黏液

管型(Hall, 2002)。由于肠上皮仅由一层上皮细胞组成，因此有人提出 SARA 的全身炎症作用可

能是由于细菌或毒素通过肠黏膜而引起的(Oetzel, 2003)。事实上，Khafipour 等人(2009a)发现，

在 SARA 挑战之后，LPS 在血液中出现的时间表明，LPS 是通过肠道而不是瘤胃进入血液循

环的。 

 

亚急性瘤胃酸中毒对全身的影响 

 

如果细菌或毒素从黏膜中逸出，它们通常会通过门静脉血液进入肝脏。如果活的细菌设法

离开或绕过肝脏，它们可以引起 SARA 的慢性炎症反应，如肺炎、心内膜炎、肾盂肾炎和关节

炎(Oetzel, 2007)。细菌也能在肝脏上定植并形成脓肿。坏死梭杆菌是家畜饲养场肝脓肿分离的

主要病原菌，其肝脏感染继发于瘤胃壁感染(Nagaraja and Chengappa, 1998)。这种正常的瘤

胃定植者在高谷物日粮的作用下数量增加，并由于 SARA 的作用发生角化不全或瘤胃炎，而有

机会定殖于瘤胃壁 (Tadepalli et al.，2009)。进入肝脏的细菌和毒素也会影响肝脏功能。Haubro 

Andersen 等(1994)发现，急性酸中毒时，尽管在全身循环中未检测到内毒素，但在门静脉和肝

静脉中发现内毒素。流入肝脏的毒素增加会导致损害，Bobe 等(2004)指出，SARA 会增加脂肪

肝的可能性，从而进一步损害肝功能。 

谷物诱导的 SARA 的一个明显反应是肝脏产生急性期蛋白，这种蛋白可以改变免疫功能并

产生全身炎症反应。牛急性期蛋白主要为血清淀粉样蛋白 A、结合珠蛋白、脂多糖结合蛋白质、

α-1 酸性糖蛋白，刺激组织修复功能，去除有害化合物，分离传染性病原体，防止进一步损害

(Zebeli Metzler-Zebeli,2012)。Plaizier et al.(2008)总结了多项 SARA 挑战研究的结果，提出脂

多糖、炎症胺或细菌到达肝脏的其他产物刺激肝脏释放急性期蛋白，产生全身炎症反应。因此，

全身炎症似乎并不依赖于到达一般循环的细菌化合物。急性期蛋白除了在肝脏释放外，还在胃

黏膜中检测到 mRNA 表达，提示黏膜也可能直接参与炎症反应(Dilda et al.，，2012)。 

研究还旨在评估为什么基于谷物的 SARA 挑战会导致循环系统急性期蛋白增加，而基于紫

花苜蓿的 SARA 挑战却做不到这一点。在一项使用瘤胃和盲肠管的奶牛研究中，Li 等人(2012)

研究发现：尽管瘤胃脂多糖浓度在两种挑战下均升高，但盲肠脂多糖浓度仅在基于谷物的挑战

下升高。他们提出，谷物挑战的动物脂多糖从大肠到肝脏的转移可能是急性期蛋白增加的原因。

然而，使用绕过瘤胃的挑战模型，我们和其他人无法产生与高谷物日粮反应相似的血浆急性期

蛋白增加，这可能是由于这些挑战的时间较短(Bissell, 2002;Mainardi 等，2011)。Khafipour 等

人(2009b)发现，在响应 SARA 的微生物组转移中，瘤胃大肠杆菌的丰度只在响应以谷物为基

础的 SARA 挑战时增加，与血液中急性期蛋白浓度的相关性最强。这些结果表明，随着日粮的

改变，到达肝脏的细菌产物的差异会对急性期蛋白产生不同的影响。Khafipour 等(2009a)也认

为，血液中脂多糖结合蛋白浓度的增加是脂多糖从瘤胃转移到肝脏的直接指标。随着对 SARA

的急性期蛋白反应的数据不断增加，越来越清楚的是，脂多糖或其他细菌产物直接进入全身循

环可能不是对 SARA 的全身炎症反应所必需的。相反，肝脏甚至肠道黏膜水平的免疫调节似乎

足以引发全身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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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叶炎和跛足是 SARA 的后果，可能类似的机制驱动全身炎症反应的 SARA 也介导蹄损

伤。作为对瘤胃酸中毒的反应，血管活性物质包括脂多糖和生物胺可以通过肠道粘膜被吸收。

肠道壁的损伤和细菌产物的进入可以驱动内源性血管活性产物的形成，包括细胞因子和前列腺

素。这些外源性和内源性化合物的主要作用是小动脉的扩张和小静脉的收缩，这在肠道水平上

可以增强炎症和增加毒素的进入(Shearer, 2011)。在蹄的真皮中，这些血管变化导致炎症、出

血、细胞死亡、基质金属蛋白酶的激活和生长因子信号的破坏(Shearer, 2011)。细胞生长改变、

细胞损伤、氧和营养物质流动减少以及细胞间粘附减少可导致足底骨下沉、真皮损伤、疼痛和

损伤(Nocek, 1997; Goff,2006)。组织胺从肠道吸收或在炎症过程中由内源产生，已被认为在蹄

叶炎的发展中起关键作用。在一项使用公牛的研究中，Takahashi and Young(1981)的研究表明，

谷物超量和指动脉注射组胺共同作用下诱发了蹄叶炎。正如 Katz 和 Bailey(2012)的评估，由淀

粉超量引起的马蹄叶炎的发生机制与反刍动物相似。肠道屏障功能的丧失使得包括脂多糖和胺

在内的细菌产物流入门静脉循环。由此引起的肝脏和白细胞的炎症变化，无论是否有毒素进入

全身，都可能通过蹄部血管变化、细胞凋亡、氧化损伤和基底膜的酶降解(Katz 和 Bailey,2012)。 

 

结论 

 

亚急性瘤胃酸中毒危害奶牛的生产性能和健康。亚急性瘤胃酸中毒危害奶牛的生产性能和

健康。瘤胃炎是 SARA 的初始损伤，可导致炎症和免疫激活，从而降低支持生产的能量，允许

细菌产物跨越肠道上皮转移，并可损害包括肝脏和蹄在内的组织。SARA 的风险可以通过以下

饲喂建议来减少，包括：保持足够的颗粒大小和物理有效纤维，避免过量的可发酵碳水化合物

(Stone, 2004)。在荟萃分析中，Zebeli 等人(2012)还得出结论，日粮中应包含至少 39%的 NDF，

且浓缩精料不应超过 44%以降低全身炎症的风险; 然而，他们警告说，他们的结论是基于大麦

和小麦谷物的日粮和临界值可能改变较慢发酵的玉米为基础的日粮。虽然SARA很难直接诊断，

但粪便可以监测 SARA 的迹象(Hall, 2002)。添加亚麻籽油或鱼油等含有高水平 omega-3 脂肪

酸的饲料补充剂，可能有助于减少高碳水化合物日粮可能导致的炎症反应和组织损伤(Mani et 

al.，2012)。其他日粮补充剂，如生物素和锌，有增强上皮细胞的潜力，以防止 SARA 导致的

组织损伤(Goff，2006)。最后，随着我们对导致 SARA 诱导的组织损伤的病理细菌的理解不断

加深，我们可能会开发出降低这些生物体竞争力的管理策略。例如，Gill 等人(2000)发现接种疫

苗可以预防牛链球菌，降低了对绵羊急性酸中毒反应的严重程度，并对未来开发针对与 SARA

相关病原细菌的疫苗可能会有好处。亚急性瘤胃酸中毒将可能继续成为奶牛行业的一个问题，

因为需要高能量日粮来支持高水平的牛奶生产。注重营养管理的创新性 SARA 缓解策略可能有

助于减少其在未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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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胃酸中毒—比 PH 更多 

Ian J. Lean1 and Helen M. Golder 

Scibus, Camden, New South Wales 

巫立新译 

 

前言 

 

研究显示：酸中毒是牛非常重要的疾病。在威斯康星研究发现：以瘤胃 PH<5.5，23%的牛

有亚临床酸中毒 (Oetzel et al.,1999, Oetzel,2004) ，另外在爱尔兰有11%(O'Grady et al.,2008)。

澳大利亚的大规模研究发现：用瘤胃 VFA、氨、乳酸和 PH 评估，有 10%的奶牛在泌乳时有少

于 100 天酸中毒 (Bramley et al.,2008)。因此，可能许多的奶牛在泌乳期间经历了不同程度的

酸中毒，实际上，一些奶牛可能影响时间很长。估计亚临床酸中毒的发病率为 10% (Bramley et 

al., 2008)，基于 Golder et al.(2014b)的数据：酸中毒持续 2 天，有大约 1500 头发生酸中毒，

每 100 头泌乳牛就有 300 天发生酸中毒。因此理解和控制酸中毒是保证奶牛健康和生产极其重

要的。 

目前书面提供的各种各样的酸中毒的定义有相当多的争议，许多基于瘤胃 PH，其他提及

的不仅仅是基于瘤胃改变的状态(Plaizier et al., In Press)，有些基于一些列瘤胃比较的不同 

(Bramley et al.,2008; Golder et al.,2014; Lean et al.,2013a; Morgante et al.,2007)。提供彻底

的合乎情理的瘤胃状态定义是酸中毒管理的关键，因为在科学试验中缺乏瘤胃状态合适的定义，

会导致对瘤胃状态控制的失败。该文我们讨论酸中毒的定义、提供一些定义的建议和近期发现

的瘤胃功能，可能会帮助预防酸中毒。 

 

什么是酸中毒？ 

 

主要基于欧洲的研究者说明：“用于与日粮诱导的瘤胃消化系统疾病的分类和术语是不清楚

的和与目标不相符。问题是大多数与亚急性瘤胃酸中毒（SARA）相关的显而易见的疾病状况，

没有足够的、公认的标准定义。亚急性对描述一个疾病的发病过程是不适合的定义，常常曲解

地认为较温和，既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也没有疾病的临床症状。”我们同意他们的提要和提供

如下的支持，以为这些状态给予定义，可以帮助诊断和预防疾病。 

酸中毒是一种变化严重的连续状态，反映了从碳水化合物发酵分离出的氢积累安全与否的

挑战。“隐藏氢”的安全池包括：原虫吞噬淀粉、细菌糖原的形成、细菌生长、甲烷和弱有机酸

（VFA）。较低的安全池包括：乳酸，因为该酸的强度是 VFA 酸度的 10 倍。通过增加日粮中纤

维的含量更缓慢的发酵以降低氢的供应，由此提高瘤胃降低酸中毒的风险。重要的是认识到：

酸中毒的影响和可能的发病机制，可能不只是瘤胃，部分其他的胃肠道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急性酸中毒 

 

    急性酸中毒定义为：瘤胃里的乳酸数量显著增加。Nagaraja and Titgemeyer (2007)描述为：

当瘤胃 PH<5.0 时，出现急性酸中毒，乳酸>50mM/L 和瘤胃 VFA 低于 100mM/L。其他研究支

持这个标准(Golder et al., 2014a, Golder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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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4b)。在文献里有一个普遍持续性的定义和理解。急性酸中毒是由牛突然快速发酵碳水

化合物(RFCHO)引起的，或改变了同样的 RFCHO 过程。左旋糖(Golder et al., 2012b, Golder 

et al., 2014b)出现比淀粉和右旋糖有更大的潜力引起急性酸中毒，其常常产生乳酸(Nagaraja et 

al., 1981)。急性酸中毒是致命的或严重的疾病。 

定义：急性酸中毒是牛严重的疾病，特征：死亡、脱水、瘤胃鼓胀、腹泻（常常在粪便里

有谷粒和多病，有甜味）、腹痛、心动过速、呼吸急促、步态蹒跚、仰卧、昏迷、奶产量明显下

降，后续包括：瘤胃炎、肝脓肿、肺感染、鼻出血和随后大量的 RFCHO 摄入造成生产变差。 

结果包括乳白色的瘤胃液流出含有谷物。当检测瘤胃液时，流出的瘤胃液 PH<5.0，乳

酸>50mM/L、瘤胃 VFA<100mM/L。 

 

酸中毒 

 

用代谢病定义“亚急性”不容易。易于和更加忽视“亚急性”。 Lean et al. (2009)基于 Evans 

(1976)的假设提出了一些列定义代谢病的条件。显然：增加日粮淀粉(Li et al., 2012)、糖 

(Nagaraja et al., 1981, Golder et al., 2012b)、改变牧草的饲喂 (Khafipour et al., 2009)和改变

饲料的颗粒大小 (Zebeli et al., 2012)会导致酸中毒，符合假设的提议(Lean et al., 2009)。然而，

增加 RFCHO 在个体牛的反应中有非常大的变异，瘤胃 PH 大多不是始终如一的，容易测量瘤

胃流出物的变化。 

Plaizier et al. (In Press)大量的研究强调：评估低瘤胃 PH 的流行，但奶牛低 PH 与其他奶

牛相比临床表现没有显著不同，低体况评分除外。形成对比，Bramley et al. (2008)使用瘤胃穿

刺和胃导管测量瘤胃 PH，但也发现瘤胃 VFA 和氨浓度的瘤胃 PH 没有高于日粮 NFC 较高、

NDF 较低的预测组，蹄病的发病率显著高于（>100%）其他牛(Bramley et al., 2013)。这些牛

最好的预测者是：乳脂率和乳蛋白率也低，结合瘤胃 VFA 浓度，尤其是戊酸、丙酸和瘤胃氨。

最小的预测尽管显著，酸中毒的分级变量仍是瘤胃 PH 和乳酸。进一步重要的认识是：RFCHO

的挑战对后肠道变化的潜在影响(Gressley et al., 2011)。 

我们考虑到如下的因素，在本文探讨一些影响酸中毒表达的可能原因：1）有毒物质的产生

和这些物质从瘤胃的清除。有毒物质的产生和清除将受瘤胃微生物菌群的影响；2）通过化学作

用危害上皮细胞，如此病毒会损害上皮细胞的完整性和影响上皮细胞适当处理病毒的能力；3）

不同部分的胃肠道通过率和清除以及遭受的危害不同。上述所有的功能可能受遗传和对这些代

谢物（生理的反应）与基因组（瘤胃微生物菌群）互作的理解所影响，是一个重要的新边界。 

因此，我们提议下列的定义。定义：酸中毒是牛周期的食欲不振的一种严重状态，增加了

跛足和腹泻的风险（在粪便里常常有谷物和/或气体），增加了乳脂率低的风险，结果诱导瘤胃

炎、肝脓肿、肺部感染、真胃移位、鼻出血和大量或中等数量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发酵随后出现

低产。 

基于一个牛群，发现产量变化大，跛足 (Bramley et al., 2013)流行率高（>40%）、乳脂：

乳蛋白率<1.02，日粮 NFC 高（>40%），但 NDF 低（<31%）。基于 Bramley et al. (2008)的发

现：瘤胃液总 VFA 高>100mM/L、PH 适度的低（瘤胃穿刺<5.8 或胃管 PH 为 6.2），丙酸浓度> 

30 mM/L 、氨浓度低< 3 mM/L。 

其他可能与增加酸中毒有关的观察包括：日粮挑食、存栏密度高、经产和头胎牛混群、新

产牛混合(Lean et al., 2014)。 

 

诊断测量 PH 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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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RFCHO 引起一系列的变化除了导致 PH 降低外，也导致改变了大量的代谢路径，包

括酸中毒、潜在的有毒代谢物增加(Ametaj et al., 2010,Zhang et al., 2017)。Zhang et al. (2017)

发现：瘤胃氨基酸增加，源于细菌的降解物包括胺类和增加精饲料中的糖。值得考虑的是有关

酸中毒临床信号所引起的动因，Lean et al.(2013b)的一些证据总结支持潜在的角色：组胺、内

毒素和乳酸引起的蹄叶炎（表 1）。考虑到：1）已知的可能引起炎症和临床症状的因子；2）较

少知 

 

道代谢物可能卷入酸中毒临床症状，不令人吃惊的是瘤胃 PH 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与酸中毒的临

床症状无关。大量的潜在有毒物常常在瘤胃同时产生，单独聚焦于任何独特的有毒物是不合适

的。 

更关键的，在诊断方面的潜力，一个高度精确的测量对瘤胃 pH 值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

瘤胃是动态的和不稳定的，任何测量是否连续和在瘤胃内、或静止的、在某个区域和很明显的

差异均有局限性。类似的情况会出现在大多数瘤胃测量中，瘤胃草垫、瘤胃液、瘤胃壁和乳头

具有不同的功能(Penner, 2014)。来自 Golder (2014)的表 2 显示：瘤胃 PH 测量之间的不同和

互作。来自 Bramley et al. (2008)导出的图 1 显示：660 头奶牛胃管和瘤胃穿刺获得的瘤胃样

品的互作 (R2 = 0.2)。 表 3 显示了酸中毒测试的不同值，是否通过胃管和瘤胃穿刺获得的瘤

胃 PH 结果都非常类似。在英国用瘤胃内置 PH 计做的更广泛的研究证明：这些能发现牛日粮

的变化，但单个个体的基线 PH 值具有变易性，日粮的反应不能提供足够的诊断结果，不使用

细致复杂的统计难以预测个体牛的差异 (Denwood et al., 2018)。然而，这种牛大的变易性提

供了非常有趣的研究方向和将来预防酸中毒。 

 

有很好的酸中毒测量方法吗？ 

 

为了测试有效，不仅需要灵敏（亦即：测试出疾病的真实情况和特性，这样测试结果假阳

性较少）也适用于更广泛的疾病范围。Bramley et al. (2008)他们的研究：给更多的牧群仅饲喂

牧草、不同水平的谷物和补充饲喂全混合日粮。在研究中牧群没有显著的酸中毒因素。随后，

严密控制挑战研究：饲喂 1.2%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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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谷物，显示：丙酸、氨和戊酸是非常敏感的不同谷物引起酸中毒的潜在指示物(Lean et al., 

2013a)，Bramley 的模型是与瘤胃酸中毒变化灵敏一致的。 

而且，使用一种逐渐添加 2kg 的步骤研究，主要是小麦谷物但也可以是油菜籽粉，表明：

随着添加物的增加，用 Bramley 模型测定酸中毒，所有的牛添加 16kg 大多数天数出现酸中毒

（图 2）。牛酸中毒降低了奶产量和乳脂率；然而，饲喂补充部分 TMR 或用油菜籽粉替代一些

小麦降低了酸中毒的发病率。有非常少的酸中毒牛在低添加量组，在高添加量组发病率高。这

显示用模型评估酸中毒是符合意图的，但需要模型能简单地应用于生产。虽然这个模型将可能

是精确的，模型极其重要的价值在于证明：酸中毒远超于 PH 和牛的生产性能与模型更加匹配

而且比 PH 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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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胃生态和风险 

 

瘤胃是我们理解牛营养最重要的，但仍然有大量的领域未涉足，考虑到大量的瘤胃微生物

也并不吃惊。瘤胃里仅有少数的细菌、古细菌、病毒、真菌和原虫被命名或能培养，更不用说

其功能全面的特点。然而，这个领域伴随着瘤胃微生物的 DNA 和 rRNA 快速程序化正发生快

速的变化，元基因组学允许调查瘤胃生态环境以变得更加精细(Jami et al., 2013)。最近，扰乱

瘤胃的影响已经被评估(Weimer et al., 2010, Golder et al., 2014b,Plaizier et al., 2017)。

Goldansaz et al. (2017) 回顾了代谢组学的机会，分析技术能量化小的代谢产物的分子量，用

于研究疾病的产生。(Loor et al., 2007)和 Hailemariam et al. (2014)的范例包括其中。当评估

瘤胃扰动的反应时代谢组学可能是特别有用的 (Zhang et al., 2017)。这些新的技术提供了对瘤

胃控制和功能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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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科包括牛是哺乳动物传播最广泛的。从 Ley et al.(2008)获得了重要的观点。本文检验

了类似的和有差异的非常多样化的哺乳动物在元基因组生物演化的粪便生物群。一个关键的发

现是出现在宿主的细菌相当地杂乱，作者推测这可能说明草食动物能普遍成功壮大的因素之一。

Ley et al. (2008)观察认为这是种属风险管理的途径。在牛的案例里，丰沛的食物来源，例如：

味美的豆科植物或丰盛的糖或淀粉，或即使有毒的植物造成动物和牧群的风险。这导致对核心

瘤胃微生物群和非核心微生物群概念的关键的理解  (Jami and Mizrahi, 2012, Lettat and 

Benchaar, 2013, Firkins and Yu, 2015)。核心微生物通常出现在大多数牛群中，然而，非核心

的微生物具有相当的多样性。可能最好的案例认为是原虫，尽管与破坏微生物区系相比牛维持

对捕猎细菌行为的高成本，导致大约 20%的微生物蛋白外流的损失和较低日增重。不过，这些

生理反应对牛的精料日粮而言是较少的，表明：原虫在减缓淀粉降解率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Eugène et al.,2004)，潜在的价值在于降低酸中毒的风险。因此瘤胃对日粮极为严厉的挑战的

适应性反应，可能是一个基于维持微生物菌群的可预料的变量，可能是低效率的，但对生存极

其重要，在特定的挑战情况下，是一个管理菌群风险的功能。 

 

瘤胃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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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胃紊乱主要是饲喂或施行了单一的或大量的由淀粉、糖或它们的组合构成的 RFCHO。

研究已知：通常牛日粮的设计是引起瘤胃酸中毒的相当多的反应 (Brown et al., 2000, Bevans 

et al.,2005, Penner et al., 2009, Golder et al., 2014b)。瘤胃紊乱差异的出现受基因和环境因素

的影响以及它们的互作。底物或其他因素如挑战持续的时间长度和先前遭受过 RFCHO 等也影

响瘤胃紊乱。 Golder et al.(2012b)给非妊娠荷斯坦育成牛饲喂非谷物或谷物混合料（体重的

1.2%）、左旋糖（体重的 0.4%和体重 0.8%的谷物）和单一饲喂组氨酸（6g）。显而易见：瘤胃

对不同物质和混合物反应发生改变。育成牛饲喂左旋糖包括它们的挑战日粮，细菌数量与总的

乳酸和丁酸浓度增加以及 PH 降低有关，同时那些没有饲喂左旋糖的细菌数量与谷物消耗的数

量和瘤胃氨、戊酸和组胺浓度有关（图 3）。 

 

 

 

在一个长期的挑战研究里，瘤胃紊乱增加与增加补充饲喂量有关，当给泌乳后期奶牛在待

挤厅饲喂包括谷物补充物的等能日粮，与主要补充混和日粮所显示的酸中毒特征值（图 2）截

然不同(Golder et al., 2014c)。微生物菌群之间的差异和不同牛群饲喂不同数量补充物的这些不

同饲喂策略的瘤胃代谢物的情况见图 4。重要的是，这些发现表明：底物类型（图 3）和数量

（图 4）决定瘤胃菌群和功能。随后的工作 (Golder et al., 2017)发现：牛的基因组、宏基因组

（瘤胃微生物）和功能的相关性。 

此外，Golder et al (2014b)给妊娠育成牛饲喂 DMI 的 1.0%的谷物和左旋糖，和体重 0.2%

的小麦和左旋糖，若 100%的定量能吃得下，分别饲喂含 76.3%的非纤维碳水化合物（NFC）。

这些育成牛饲喂 20 天 TMR，包括 10 天饲喂含有 

70



                                      健康源自营养 创新彰显价值 

 

 

 

47.7%的 NFC 日粮和前期饲喂 46.1%NFC 的挑战日粮。与较短时间的挑战相比用非常类似量

的谷物和/或左旋糖(Golder et al.,2012b)，在挑战日瘤胃代谢物有非常大的组内差异。类似地，

Firkins and Yu (2015)提及：在动物中同样的日粮组里微生物结构的差异常常超出了这些日粮

组的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宿主基因的不同和瘤胃微生物之间互作的结果(Weimer et al., 2010, 

King et al., 2011, 

Hernandez-Sanabria et al., 2013)。Weimer et al. (2010)证明：瘤胃有能力恢复先前 VFA

交换的浓度和瘤胃 PH，奶牛类似的日粮瘤胃内容物交换 95%在 24 小时内接近回到先前交换

的细菌菌群构成。第二头牛花费较长的时间恢复表明：这种反应潜在的变化(Weimer et al., 

2010)。更多的工作要求阐明：宿主-微生物-代谢物的互作和如何优化。 

 

控制瘤胃 

 

上述的研究要点，联合其他文献，提供如下控制瘤胃发酵清晰的指南。 

 

日粮组成、配方和功能 

 

饲料供应的一致性是许多研究中抑制酸中毒草案的一部分 (Nagaraja and Titgemeyer, 

2007)。基于 Bramley et al. (2008)的研究：提供足够的纤维和颗粒长度以及 NDF 大于 30%适

宜于泌乳牛。日粮配方作为部分混合是安全的，尽管 NFC 含量高，比之于日粮饲喂组成更重要

(Golder et al., 2014c)。 

Nagaraja et al. (1981) and Golder et al. (2012; 2014 b)精心控制日粮中的糖。我们建议基

于 Bramley et al. (2008) and Golder et al. (2014c)做如下的 TMR 指南：总 NFC 最大 40-42%、

淀粉 22-24%、糖 8%基于不超过体重的大约 0.35%的糖摄入量。非常有可能不是所有的糖都会

在瘤胃里具有同样的效果 (Plazier et al., 2018 in press)，显然不是所有的谷物或淀粉都会对瘤

胃具有同样的功能。此外，在日粮里的精料成分的加工形式将会影响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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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观察到：酸中毒的牛瘤胃氨的浓度较低(Bramley et al., 2008)，增加日粮里的氮降低

了酸中毒的发生率和影响程度(Golder et al., 2014c)，这支持为了瘤胃里的氢微生物蛋白显著下

降，能量流出（亦即：细菌不能繁殖，因此产生更多的 VFA）可能是酸中毒发病机制的一个重

要部分。 

 

饲料添加剂 

 

缓冲剂和平衡剂。这些有较好的评价和缓冲作用，定义是缓解 PH 的下降幅度，不导致 PH

的上升(Staples and Lough, 1989)。问题仍然存在，然而，注意碳酸氢钠、碳酸钾、碳酸氢钾、

倍半碳酸钠和海藻骨骼的残留物海藻钙的功效。以碳酸氢钠为例，有疑问：是否通过缓冲酸的

积累间接发挥作用，或通过钠导致增加 DM 和水的摄入，较易增加瘤胃液的稀释率和降低淀粉

的消化率 (Russell and Chow, 1993, Valentine et al., 2000)。同样，钾基产品，包括：碳酸钾

半水化合物可能会有助于通过增加日粮的阴阳离子差或钾的需求而不是通过缓冲作用。碳酸氢

钠与氧化镁有正面的互作，碳酸氢钠与氧化镁的混合物与维吉尼亚霉素在适应高谷物日粮和包

含左旋糖期间控制牛循环采食行为有类似的作用(Golder et al., 2014b)。 

抗生素：尽管有监管问题的改变，有强大的证据表明：有一些抗生素能控制酸中毒的风险

(Lean et al., 2014)。泰乐菌素广泛地应用于美国肉牛业的育肥日粮。维吉尼亚霉素对控制酸中

毒有效，泰乐菌素联合莫能菌素也有效。莫能菌素和黄霉素联合也能有效调整瘤胃功能。 

离子型球虫药：离子型球虫药，尤其是莫能菌素和拉萨里霉素广泛地应用于肉牛和奶牛生

产。有证据表明有更加持久的食欲(Lunn et al.,2005)和增加乳酸产生丙酸，是瘤胃适应隔离氢

离子安全的瘤胃池，当日粮中添加莫能菌素可能引起酸中毒。当饲喂泰乐菌素或维吉尼亚霉素

时，莫能菌素的出现能非常有效地控制酸中毒的风险。Nagaraja et al. (1981)研究：使用拉萨

里霉素控制由细玉米粉或葡萄糖引起的乳酸酸中毒。拉萨里霉素的使用等同于或超出了莫能菌

素降低乳酸的产生(Nagaraja et al., 1981)。Nagaraja et al. (1981)进行了莫能菌素和拉萨里霉

素对预防急性酸中毒的研究；不过，两个产品在日粮中的推荐浓度为 1.30ppm。Nagaraja et al. 

(1982)发现：拉萨里霉素浓度为 0.33、0.65 和 1.30 与用葡萄糖 12.5g/kg 体重诱导乳酸酸中毒

的对照组相比有效地降低了乳酸浓度和增加了 PH。更多的研究将会有助于评估拉萨里霉素对

瘤胃酸中毒的影响。 

其他的产品：日益增加的证据表明：酵母和酵母提取物扮演稳定瘤胃功能的角色。研究发

现：活酵母诱导瘤胃 PH 略微增加，降低了乳酸增进了纤维消化和略微增加了 VFA 的产生。这

些作用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可能协同其他战略控制酸中毒的风险。Li et al.(2016)发现：酵母发

酵产生稳定的瘤胃 PH。也有一些证据：益生菌对控制酸中毒有益；然而，作为候选的产品这些

领域有挑战,如对埃氏巨型球菌研究数据不能提供清晰的和持续的益处。将来似乎需要更多的研

究调查其他产品对酸中毒的控制。 

 

结论 

 

酸中毒比仅仅是简单的 PH 降低更为复杂的状态。高淀粉、糖和低纤维日粮增加了酸中毒，

表现在增加了丙酸和戊酸浓度和降低了氨浓度以及瘤胃 PH。同时酸中毒的临床表现可能受胃

肠道和免疫系统互作的影响，我们考虑其预防将取决于对底物、成分和日粮发放的控制。对酸

中毒较好的测试将会有助于鉴定、研究和管理其状态。这些较好的测试将会更准确地辨认牛酸

中毒，对产生新的调解方法以帮助控制较高的酸中毒发生率极其重要。近期在评估和理解瘤胃

和肠道功能的发展将提供控制瘤胃功能新的模式。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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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粮影响临产荷斯坦奶牛瘤胃内的乳突 

—奶牛生产性能受影响吗？ 

A. H. Laarman1 

Department of Animal and Veterinary Science 

University of Idaho, Moscow 

巫立新译 

 

围产期奶牛 

 

奶牛开始泌乳对能量的需求大幅增加。举例：一头 680kg 体重的奶牛维持需要 10.9Mcal/

天(NEM = 0.080 MCal/BW0.75; NRC 2001)。生产 45.4kg 牛奶 (NEL= 0.749 MCal/kgmilk)一天

将需要 33.7Mcal(NRC 2001)额外的能量。在过渡期满足能量的需求是牛奶生产的首选。满足

能量需求最主要的挑战在于瘤胃从日粮吸收挥发性脂肪酸（VFA）的能力。当吸收的 VFA 低于

能量的需求，奶牛进入能量负平衡和需要动员储备能量。 

动员储备能量，主要是从甘油三酯到非酯化脂肪酸（NEFA），必需调节动员的节奏以避免

酮病和脂肪肝。如果在产犊时奶牛太瘦，甘油三酯储备缺乏，会导致酮病。若甘油三酯动员太

快，NEFA 将会积累在肝脏并形成甘油三酯，导致脂肪肝。通过平衡甘油三酯的动员，奶牛能

不经受代谢疾病满足泌乳的能量需求。 

近十年，最佳甘油三酯代谢的研究聚焦于营养管理策略，主要是在产犊前即刻巧妙地控制

储备能量的动员产生。例如，Rastani et al. (2005)调查了不同干奶期的长度对能量平衡的影响。

他们测试了三个干奶期的长度：0、28 和 56 天。他们非常明显地发现：奶牛不经历干奶期几乎

没有能量负平衡（图 1）。最近的研 

究，Gross et al. (2011) 通过给泌乳 100 天（DIM）的奶牛限饲诱导能量负平衡以测定能量负

平衡血液代谢物如何反应。研究者发现：诱导的能量负平衡比泌乳早期的葡萄糖、β-羟基丁酸

（BHBA）和 NEFA 变得更低。同时，这些研究显示奶牛在泌乳时有能量自动平衡的适应性。

当持续不断泌乳比泌乳中断和启动，奶牛代谢储备能量的效率更高。 

当必需停止泌乳，奶牛必须做代谢准备以确保健康过渡到泌乳。为了做好准备，常常给奶

牛在产前饲喂低能量的“金发状秸秆草”。主要是在干奶期低能量的日粮可以帮助缓解产后能量

负平衡，降低血液 NEFA 浓度，增加血浆葡萄糖和减少妊娠时间(Janovick et al., 2011; Cardoso 

et al., 2013)。尽管产前限制能量摄入对泌乳期的生产性能是重要的，但改变了产犊过渡的重要

成分：瘤胃的适应改善了 VFA 的吸收。瘤胃增加 VFA 的吸收，尤其在产后第一周，通过增加

能量摄入改善了能量负平衡，而不是限制了能量的消耗。 

 

围产期瘤胃 

 

在过渡期，奶牛会在几天从干奶日粮转换为泌乳日粮，但瘤胃的结构和细胞需要几周适应

新的日粮。日粮包含的非纤维碳水化合物（NFC）增加到 45% (AlZahal et al., 2014)，导致产

生的 VFA 上升。尽管瘤胃结构从第一周开始对高 NFC 日粮的适应，适应过程至少持续到泌乳

6 周(Laarman et al., 2015,Steele et al., 2015)。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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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奶牛完全适应新的日粮，需要增加能量和 DMI 摄入以缓解能量负平衡，瘤胃中 VFA 的产生

超越了 VFA 的移出，对瘤胃上皮细胞的健康设置了巨大的压力。 

瘤胃上皮细胞具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从瘤胃吸收营养到血液和形成屏障预防瘤胃微生物进

入血液。在结构上，瘤胃是由四层鳞片状的上皮细胞组成：瘤胃表面是角膜层，接着是颗粒层、

棘状层和底层（图 2）。棘状层包含许多细胞间锚状物和蛋白，组成瘤胃和血液之间的屏障 

(Graham and Simmons, 2005, Baldwin et al., 2012)。即使瘤胃 PH 降低到 5.2 也不会有临床

性的瘤胃酸中毒 (Aschenbach et al.,2011)，在颗粒层、棘状层和底层的活上皮细胞内部必需维

持在 7.4 的 PH。瘤胃表面，角膜层提供了潜在的保护层，避免接触低 PH。 

突然从低可发酵日粮转变到高可发酵日粮，类似在过渡期，对瘤胃造成很大的压力。当瘤

胃不适应可发酵日粮，不能快速移出 VFA 和质子(H+)，导致亚急性瘤胃酸中毒（SARA）。SARA

对瘤胃健康的影响是深远的。角膜层开始脱落，暴露颗粒层和棘层给瘤胃微生物和 PH，导致

瘤胃上皮细胞渗透性增加 (Steele et al., 2011)。的确，另一个研究，低瘤胃 PH 增加了瘤胃上

皮细胞的渗透性对大肠杆菌的转移(Emmanuel et al., 2007)。瘤胃微生物转移进入血液对动物

健康和生产效率不利，包括：蹄叶炎、瘤胃炎和降低奶产量(Plaizier et al., 2008; Stone,2004)。

在围产期保持瘤胃的 PH 是最重要的。 

瘤胃 PH 的变化主要依赖于瘤胃的适应状态。犊牛的研究，在犊牛断奶前饲喂代乳粉和干

草，或代乳粉、开食料和干草(Laarman and Oba, 2011; 表 1)。犊牛饲喂开食料瘤胃 VFA 浓度

高 50%，但瘤胃 PH 没有差异，瘤胃的适应性很强。保持瘤胃 PH 在生理健康水平预防不利的

动物健康问题出现，如：蹄叶炎和瘤胃炎 

74



                                      健康源自营养 创新彰显价值 

 

 

 

(Plaizier et al., 2008)。实际上，从瘤胃益处 VFA 的能力是决定抵抗 SARA 的关键因素(Penner 

et al., 2009)。 

瘤胃吸收 VFA 的能力由 2 个主要的成分构成：细胞转运（主动运输和被动扩散）和有吸收

力的表面区域，两者在短期和长期适应日粮的变化。在短期，乳头突起能利用细胞转运机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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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VFA 的转运，应用上皮细胞上的被动扩散和主动运输两者增加 VFA 转运(Laarman et al., 

2016)。在长期，吸收表面积增加以增加转运能力，增加突起乳头长度和宽度业已证明(Dirksen 

et al., 1985)。瘤胃乳头突起的形态改变开始于产后第一周，持续至少 6 周(Laarman et al., 2015)。

在这个适应期，被动扩散负责大多数 VFA 的转运(Schurmann et al., 2014)。最终，瘤胃乳头突

起改变形态和细胞，结果改善 VFA 的转运能力以更加满足泌乳牛的能量需求。 

 

为了过渡期成功而设定瘤胃 

 

在泌乳过渡期，泌乳的能量需求和能量摄入以及通过瘤胃吸收，将最终决定能量负平衡的

程度。在干奶期限制饲喂改善奶牛新陈代谢过渡到泌乳。同时，瘤胃乳突必需增加 VFA 转运能

力，最终将奶牛从能量负平衡中拯救出来。结果，启动瘤胃过渡期需求改善瘤胃乳突功能和/或

表面积，不可过度饲喂奶牛。不给奶牛过度饲喂主要的潜力在于饲料添加剂以刺激瘤胃适应。 

一种添加剂是丁酸盐，是众所周知的具有生物活性的 VFA 之一。在奶牛，添加高发酵日粮

与占 DMI 2.5%的丁酸盐，增加 VFA 的专运能力和改善细胞屏障的完整性(Laarman et al., 

2013a,b; Baldwin et al., 2012)。当给产前最后一周的荷斯坦奶牛饲喂 300g/天丁酸盐改善了

DMI 1.7kg/天(Kowalski et al., 2015)。当给山羊饲喂丁酸盐增加了瘤胃乳突的表面积(Malhi et 

al., 2013)。最后这些添加策略的成功最终取决于剂量和添加的时间。 

其他策略以改善瘤胃适应泌乳日粮有混合的结果。Dieho et al. (2016)在干奶期给奶牛饲喂

浓缩物。通时 DMI 保持类似，奶牛不补充浓缩物，瘤胃乳突表面积增加。瘤胃乳突表面积增加

VFA 吸收率没有相应地增加，表明：乳突表面积和 VFA 转运率可能有独立的表现。另外的研究

聚焦于从产前 3 周到产后 9 周过渡期细胞的改变，奶牛显示瘤胃乳突形态变化，但 VFA 的转

运能力没有差异(Laarman et al., 2015)。 

总之，这些策略帮助优化瘤胃的适应能力以为早期泌乳的能量需求做好准备。 

奶牛营养需求适应性的策略成功在于刺激乳突适应，不给奶牛提供过度能量。目标在于抓住时

机改善奶牛进入泌乳对 VFA 的吸收能力。大多数 VFA 的吸收能力在产犊时改善，奶牛能摄入

更多的能量，将会降低能量负平衡。降低能量负平衡最终将会改善奶牛的生产效率和健康，瘤

胃对完成目标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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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兰甜 Molasweet、

牛乐 GUSTI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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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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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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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蹄病 

蹄浴：解决问题或解决问题的方法？ 

 

Roger Olson, Dairy Specialist 

Zinpro Corporation 

Email: Roger.olson@zinpro.com 

巫立新译 

 

    消毒蹄以帮助预防趾蹄病感染，如：蹄趾皮炎（D）、趾间皮炎（I）、蹄底溃疡（E），通过

蹄浴可以改进。蹄浴可能仍然被认为是一个自然而不复杂的工具，因为很少有研究能建立最优

解决方案和最大功效的管理实践。然而，我们找到了最佳解决方案。蹄浴的目的应当包括：1）

预防蹄趾疾病感染，如 D、I 和 E；2）不伤害皮肤的完整性；3）不伤害牛和人；4）成本合理，

同时在使用和处理时不损伤设备和安全贮存。 

 

蹄趾皮炎的基础常识 

    

    蹄趾皮炎起初主要是由于先天性免疫系统崩溃造成的结果。开始感染与皮肤的不完整性有

关，这样细菌有机会进入皮肤并开始定殖。影响细菌的增殖通常需要由粪便积聚在皮肤和脚爪

上的低氧环境。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显示：在健康的皮肤上接种细菌诱导蹄趾皮炎不会导致蹄

趾皮炎的发生。 

蹄趾皮炎通常用 5 点 M 级评分系统分类（M0-正常健康蹄；M1-早期亚临床症状，微小损

伤<0.75；M2-敏感疼痛溃疡，红色活跃病变>0.75；M3-愈合病变，坚固和结痂；M4-慢性病变，

角质化或增殖“毛疣”；M4.1-慢性病变在表面伴随新的 M1 活跃病变）。 

 

何时蹄浴 

 

完整的蹄浴流程最初的目的是帮助预防初始的感染，同时帮助减少 M1 发展到更加活跃和

疼痛的 M2 级病变。蹄浴对处理 M2 阶段的病变（刺痛、红色疼痛病变）是无效的，意味着 M2

病变必需使用抗生素局部处理。然而，蹄浴可能对抑制 M4.1 慢性阶段病变转变回到刺痛、红

色 M2 阶段病变有效。 

不幸的是，不佳的蹄浴管理可能增加蹄部健康问题和传染性蹄趾病变的发病率。常见的蹄

浴失败原因或增加疾病发展的因素包括：蹄浴池设计不合理（长度、深度、宽度、底面）、化学

品溶解不好、不一致地使用、蹄浴后粪尿的积累、化学溶液的 PH 太低、侧跨台阶和其他原因。 

 

蹄浴设计事项 

 

什么是蹄浴池正确的尺寸？威斯康星大学兽医学院的 Dr. Nigel Cook et al.研究显示：当蹄

浴池长度为 3-3.7 米（或更长）时，奶牛后蹄每次蹄浴踏入处理溶液至少两次。这些研究也报

道：进入和退出蹄浴池的高度至少在 25.4 厘米。较高的蹄浴池台阶迫使奶牛进入、退出和经过

蹄浴池时不会跨越过蹄浴池。相比较，奶牛移动经过典型的 1.8 米长蹄浴池时，奶牛后蹄每次

蹄浴踏入处理溶液通常仅仅有 1-1.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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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牧场都希望在最小化治疗投入的同时有一个简单的蹄浴。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方法

是使用底部 3.66 米长、0.46 米宽（注：臀部宽 92cm）的蹄浴池，这比传统的 1.83 米长 0.92

米宽蹄浴池，更接近每次蹄浴两次踏入处理溶液。然而，当设计和铺设一个长的蹄浴池时关键

要确保在一个水平面上。比如：3 米长的蹄浴池在 4%的斜坡上从一端到另一端将会低 12cm(可

能在蹄浴池的深度以上）。对于规模化牧场，为了快速通过挤奶厅，通常必需设计较宽的蹄浴池

以允许更多的奶牛同一时间通过蹄浴液。我们看到 3.66 米宽的蹄浴池也运作的很好，只要保持

3-3.66 米的长度。蹄浴浴也应该有坚实的边护栏(92cm 到 137cm 高或更高)，绝对不允许奶牛

将蹄踏到另一个蹄浴池里。其他重要的改善生产性能的蹄浴池特征包括：1）在蹄浴池底部修一

个大的排水管（10cm）；2）在蹄浴池上部设置 5cm 或更大的供水线或软管以快速冲洗和灌满

水；3）在蹄浴池低点的出水口通道没有区域允许粪便、尿液或污秽的水积累；4）修建和定位

蹄浴池要考虑到严寒季节，在蹄浴池下部增加地暖，红外线加热区域，化学品如甲醛或其他的

任何混合物贮存在温暖的区域以防冰冻。用自动蹄浴更好。另外一个选项是使用大的增压涡轮

电动泵冲洗蹄浴池（注：这需要在出口有一个倾斜的坡）。另外一些改善蹄浴效果的特征包括：

平滑的蹄浴池不会引起蹄部刮伤（环氧树脂或橡胶）和当不使用时确保奶牛可以通过。当然还

有，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在每年 365 天(如果有必要的话)不使用蹄浴池。 

 

卫生和蹄浴频率的考虑 

 

蹄部清洗系统经常被用来清理蹄，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可供选择。用这种方法清洗蹄部的一

个好处是它能暴露皮肤于氧气，这也有助于减少每周蹄浴的频率。然而，使用清洗系统并非没

有挑战。比如：它增加了废水量的产生，从而增加了污水的体积和处理成本。 

影响蹄浴疗效的因素包括: 

* 每周蹄浴的次数 

* 奶牛经过蹄浴池的次数 

* 奶牛的卫生 

* 蹄部接触蹄浴液的时间（蹄在蹄浴池的时间，蹄被其他“东西”稀释的时间） 

每周的蹄浴频率应由牛蹄和腿的卫生决定。奶牛的卫生评分如下： 

 

1、清洁：下肢几乎没有粪便污染 

2、轻微脏：下肢轻微地溅了粪便 

3、中度脏：脚上有明显的粪便斑，向上到下肢 

4、非常脏：足部和下肢粘结着粪便的斑块 

腿部卫生评分与传染性蹄部病变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下表比较了奶牛的卫生评分

与建议使用的蹄浴频率: 

3 和 4 分卫生评分的奶牛比例       建议的蹄浴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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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需要 

                   25-50%                     2 天/周 

                   51-75%                     5 天/周 

                   >75%                       7 天/周 

** 蹄浴频率指导原则只是作为最初的建议，传染性蹄部病变受多种因素影响。 

 

其他注意事项 

 

选择一种有效的蹄浴化学物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化学浓度是在蹄浴管理中最关心的问题

之一。但首先，在确定蹄浴时浓度重要还是确定怎样完全彻底地蹄浴重要？如果目标是 11.5cm

的最小溶液深度，员工应该能够很容易地评估溶液深度来确定需要增加溶液或完全更换。然而，

当蹄浴深度从 7.6cm 到 25.4cm（或更深），快速而简单的系统测量溶液的深度是势在必行的，

粪便和尿液会快速稀释化学溶液同时溶液被溅出蹄浴池。有许多系统用于帮助解决这一问题：

在蹄浴池边安装 2x4 的 11.5cm 长度的边，在蹄浴池边上安装一个 11.5cm 的不锈钢标记，或

者我们最喜欢选择使用 11.5cm 长度的小型 PVC 管安装在蹄浴池的一侧。频繁地增加浓度，如

蹄浴酸化剂，监控蹄浴池的深度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是在使用混合系统时帮助达到和保持蹄浴液的化学浓度精确度。这些系统不需要太复

杂，只是旧的散装容器或塑料桶有一个搅拌器和一个输送泵即可。这些系统可以提高混合精确

度，允许混合更大的溶液体积，减少准备和添加溶液的劳动力，也可以提高工人的安全。在使

用期间，这些系统经常需要重新补充蹄浴液，或考虑尽量使用自动化添加系统。 

牧场最关心的是什么蹄浴液是最有效的。经济、效力和对环境的影响是关注的要点。水溶

液的组分会影响到需要多少化学物质作为矿物质污染物和 pH 值影响化学溶解度和效力。在蹄

浴中水是最主要的溶液，因此，不应该忽略经常变化的地理位置和季节。大多数普通的用于蹄

浴的是 2-3%的福尔马林溶液。然而，许多化学溶液多了并不好。福尔马林溶液往往是最便宜的

用于控制蹄趾皮炎及其他常见传染性蹄部病变的产品。幸好，细菌无法对福尔马林混合物产生

耐药性。使用福尔马林溶液的优势包括：在水中溶解性好，并得到高度研究证实可以降低蹄部

病变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所幸，当粪便、尿液和废水将福尔马林溶液溅出后，其溶液转变成

惰性的 CO2和 HO2而不会危害环境。然而，甲醛也有一些缺点。其被疑似为致癌物，国际癌症

研究机构就有限的证据推断甲醛对人类具有致癌力（IPCS：国际化学品安全目录，健康和安全

指南 No. 57）。所有的福尔马林溶液都应使用防护服、手套、护目镜或面部来保护裸露的皮肤。

甲醛在 7.2℃以下无效，应冷冻储存或优先使用。不适用于开放性伤口的应用，如活跃的 M2 蹄

趾皮炎病灶。高浓度的甲醛相对容易伤害皮肤，这种化学物质从奶牛的蹄和乳头活细胞凝胶基

质中置换出水。 

3-5%浓度的硫酸铜是有效的抗菌剂和硬化剂。硫酸铜比较便宜但比福尔马林成本高。硫酸

铜容易悬浮于水中，稀释可以酸化和用来提高水温。酸化剂(如无机酸和有机酸)往往能改善铜

离子的电离作用，而且可能允许较少(高达 50%)的硫酸铜来实现有效地控制蹄趾皮炎。然而，

较低的蹄浴溶液 pH 值仅有一点较好。正常的牛皮肤 pH 值大约是 3.6。当有足部腐烂和增殖

DD 病变时，蹄浴溶液 pH 值不应低于 3.0。我们观察到：许多动物当蹄浴由于使用酸化产品而

溶液 pH低于 3.0时，蹄部腐烂和发展为增殖型蹄趾皮炎病灶(失控的感染)的频率增加。Dr. Dorte 

Dopfer 和威斯康星大学兽医学院的同事研究证实：过度低的蹄浴液 PH 具有负面影响。评价蹄

浴液对蹄趾皮炎控制的效果，我们不仅需要开始记录奶牛蹄趾皮炎病灶的数量，也有慢性病变

的情况(角质化或增生型)，增殖性病变是 M2 非常慢性的感染和/或 M4.1 病变。幸好，如果蹄

浴的工作正常，我们应该能够找到蹄趾皮炎病变的愈合迹象。在修蹄活动或在挤奶厅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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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发的肿胀的蹄趾皮炎病变表明在治愈。这些肿胀是从疣表面脱落的松散的痊愈的皮肤，这是

治愈过程中的进展。最后，担心清理的硫酸铜溶液对环境的影响和可能负面影响堆肥的成分和

能源生产系统。 

10-20%的硫酸锌溶液与硫酸铜作用类似，成本是硫酸铜的 75%。然而，锌产品不容易溶

解但较酸（PH 较低）和帮助加热水。在蹄浴中使用锌的一个优点是：与使用硫酸铜相比，它释

放到土壤里对玉米增产很好，减少了对环境影响的顾虑。铜已经被证实随着在土壤里的浓度增

加会减少玉米产量。然而缺乏硫酸锌控制蹄趾皮炎的研究。 

肥皂水也应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蹄浴治疗方法。肥皂和水溶液应该是正常蹄浴轮换使用的

一部分。牛群有明显的污泥或粪肥在蹄部积聚，用 1%溶液（1.1 升肥皂溶于 94.5kg 水）日常

清洗。 

影响蹄浴液更换频率的因素有很多: 

* 肥料/有机物负荷 

* 蹄浴池的尺寸（长宽深） 

* 水的状况，包括温度（矿物质含量、PH） 

* 溶液 PH 

* 使用的化学品 

* 使用的化学品浓度 

* 其他许多... 

最近，金宝公司和威斯康星大学兽医学院开发了一项使用蹄浴化学品有效控制好氧和厌氧

细菌生长（这些发展为蹄趾皮炎）的测试。在此过程中要求反复从奶牛蹄浴经过的蹄浴池里取

好氧和厌氧菌的样本。一般，当好氧菌数在 100,000cfu/ml 以上，就是更换蹄浴液的时候。流

程显示：当蹄浴液没有长效了，细菌数增加反映奶牛经过的数量。我们的目标是达到最佳控制

感染性细菌，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蹄浴液。这个测试现在允许我们完成这两个任务。实地经验

表明：在某些情况下，牧场可以削减蹄浴成本，同时减少了 50%的铜排放量。例如：牧场已经

从每年排放 3.178kg 硫酸铜/头降低到 1.135kg/头。这是考虑到铜对降低作物产量的主要影响。

这应该特别是对一些牧场主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在美国某些地区拥有天然的高铜浓度土壤。 

修蹄记录、步态评分或待挤厅评估是监控任何蹄浴流程的有效方法，特别是评估蹄浴系统

改变和/或蹄浴化学品的改变。若蹄趾皮炎得到控制和/或处理有效或无效，记录是做任何适当评

估所必需的。通常情况下只需要 2 到 4 周，你就可以在你的修蹄记录中找出不同之处。但要注

意，蹄趾皮炎是一个长期感染的病变，蹄趾皮炎的真正改变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进行评估，为了

准确评估蹄趾皮炎的控制需要 6 到 12 个月。不接受任何公司研究 2 到 8 周的时间内就有结果。 

 

结论 

 

蹄浴需要更多的科学来决定化学品选择、溶液浓度、使用频率和最终对蹄趾皮炎的疗效。

幸运的是，坚实的科学证据基础在增长。良好的定位和管理蹄浴可以预防新的蹄趾皮炎病灶和

重复发生，但我们必须以及时的方式对待 M2。设置 3-3.66m 长和 25.4cm 深的飞溅档护装置

以实现多次踏入蹄浴池的目的，比传统 1.83m 长的蹄浴池更能增加有效性。 

作为牧民，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奶牛的清洁从而减少必需增加的蹄浴。确保您的系统是非常

友好和可重复的以确保它被及时更改。为人类、奶牛和环境提供安全的系统。测试你的蹄浴液

现在是否是适用的，可以帮助提高效率或降低成本以减少对环境的化学污染。请使用修蹄记录

或步态评分来决定你的蹄浴有效或无效，或能不能控制蹄趾皮炎或其他常见的传染性蹄部病变。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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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针对病变跛足的控制方法 

 

Nigel B. Cook MRCV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School of Veterinary Medicine 

2015 Linden Drive, Madison, WI 53706 

巫立新译 

 

前言 

 

在奶牛业有一个全球的跛足危机。全球奶牛跛足的发病率（定义：奶牛行走有明显的重量

转移和跛行）大约在 24%，该结论是基于奥地利、加拿大、中国、芬兰、德国、意大利、荷兰、

新西兰、挪威、英国和美国的穿越研究 (e.g., Amory et al., 2006; Barker et al., 2010; Chapinal 

et al.,2014; Cook, 2003; Cook et al., 2016; Dippel et al., 2009; Fabian et al., 2014; Kielland et 

al., 2009;Popescu et al., 2014; Sarjokari et al., 2013; von Keyserlingk et al., 2012)，放牧或放

牧和圈舍混合饲养体系的发病率趋于较低 (举例：Amory et al., 2006 报告发病率 16.5%;Fabian 

et al., 2014 报告发病率 8.3%;Haskell et al., 2006 报告发病率 15%)，限制活动的散栏饲养体系

发病率较高 (举例：Chapinal et al., 2014 报告发病率 31%; von Keyserlingk et al., 2013 报告

美国东北部发病率 54.8%)。 

 

尽管过去三十年的研究和对跛足引起的原因的理解显著提高了，但我们的战斗好像是失败

了，在奶牛界与之相关的问题急剧增加了，高产奶牛和活动受限制的棚舍跛足是一种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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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后果。消费者期待奶牛应该放牧和出现在牛值得去的户外，它们在那儿呼吸新鲜空气和自由

漫步 (Cardoso et al.,2016)。他们看重人类照料的动物的需求(Cardoso et al., 2016)，因此当

一般的公众得知生产系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许行业的可持续就会受到威胁——跛足是一个显

而易见的问题，将继续是我们要优先解决的。 

 

什么引起奶牛的跛足？ 

 

已经研究了蹄发病多种多样的发病机制和做了广泛的评估 (eg.Bicalho and Oikonomou, 

2013; Cook and Nordlund, 2009; Cook, 2015; Evans et al., 2015)，主要因素在于：基因、营

养、激素、机械、传染病和环境。 

通过调查大量不同的生产系统，三种病变始终是最显著的跛足——蹄趾皮炎（DD）、白线

病（WLD）和蹄底溃疡（SU）(eg. Barker et al., 2009; Defrain et al., 2013)。在这三个病变方

面我们有能力通过发展有效的控制策略目标影响全球性的蹄病。我承认在生产系统和某些国家

之间存在一些不同。例如：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DD 已经成为了一个主要的蹄病，很可能是由

于环境风险因素的缺乏。然而，疾病已经传播到全球的联合限制活动棚舍奶牛饲喂系统，目前

甚至出现在 DD 发病率低的地区 (Chesterton, 2015)。在放牧系统，WLD 发病占主导，也常有

蹄底擦伤和轴向蹄壁裂纹的报道。无论如何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健康的蹄底不大可能“擦伤”

除非蹄底厚度不足以抵抗外力，暗示这是一个潜在的原因。我们知道在较大的限制奶牛系统较

薄的蹄底暴露了一个显著的问题，易形成蹄趾尖溃疡 (Shearer et al., 2006)，在那儿奶牛被要

求去奶厅来回步行挤奶。因此蹄底磨损可能是两个潜在的问题之一，由于暴露于走道（放牧牧

群）或混凝土小径（限制饲养）。 

我们知道更多引起蹄病的原因，同时我们将仍然要学习更多以致力于解决全球奶牛业的蹄

病问题。 

 

生命周期方法 

 

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跛足，一旦奶牛发展到了病变，它们大多数就会在下一个泌乳周期中

有再次发生同样病变的风险 (Oikonomou et al., 2013)，很可能是由于永久的蹄部解剖结构和

功能的变化——包括蹄底脂肪垫、悬韧带和脚踏骨自身（表 1）。 

我们也意识到在后备牛蹄角疾病相对罕见，在许多饲养设施里达到繁育年龄后 DD 感染可

能影响 20-30%的后备牛，很可能是同样的结果，即不良的腿部卫生风险因素加剧了成熟奶牛

的问题。Laven and Logue (2007) and Holzhauer et al. (2012)已经证明：产前的重视度影响之

后的哺乳期间 DD 的发生，Gomez et al. (2015)也能证明：在培育期间经历了一次或更多的 DD

发作，与未发生的相比初产的 DD 风险增加。 

DD 影响青年牛，发病率高峰出现在第 1、2 胎，而 SU 和 WLD 在第 4 个泌乳期发病率增

加 (Oikonomou et al., 2013)。 

这些数据也因此支持了一个控制跛足的方法：围绕奶牛的生命周期，开始于后备牛的培育

期，制定针对特定的损伤和特定的年龄的策略，以适应每个牧场最普遍的病变类型。理解牧场

主的动机而实施变化是顾问公司的关键 (Leach et al., 2010)。然而，很有可能随着全球福利审

查的增长和扩张，由于顺从而选择更小。 

最终，成功地控制了跛足的生产者将成为预防项目的最佳推销员，而其他的人却落后了，

这些生产者将越来越需要一个有效的路线图来加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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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群的风险因素导向策略 

 

近年来，牛群水平的跛足风险因素已经在许多国家和多种生产系统研究过。从这些方面得

出了一些一致的发现研究。与较低的跛行风险相关的因素包括:在混凝土地面较少的站立 (Bell 

et al., 2009)、深而舒适的卧床 (Chapinal et al., 2013; Cook, 2003;Dippel et al., 2009; Espejo 

et al., 2006; Rouha-Mulleder, et al., 2009; Solano et al., 2015)、接近牧场或外部运动场 

(Chapinal et al., 2013; Hernandez-Mendo et al., 2007; Popescu etal., 2013; Rouha-Mulleder, 

et al., 2009)、即刻发现和治疗跛足(Barker at al., 2010)、高体况评分(Dippel et al., 2009; Espejo 

et al., 2006 Randall et al., 2015)、使用粪便清除系统更胜于刮粪板(Barker at al., 2010)、使用

防滑防创伤地板 (Barker et al., 2010; Sarjokari et al., 2013; Solano et al., 2015a)、使用饲喂

分隔栏（而不是一个栏位和围栏系统）和宽阔的饲料道 (Sarjokari et al., 2013; Westin et al., 

2016)。 

应该有定期的专业的修蹄，通过修蹄-平整处理和使用有效的蹄浴流程将会改善跛足 (eg. 

Pérez-Cabal and Alenda. 2014)，但这些效果常常与观察研究的相混淆 (eg.Amory et al., 2006)。

同样，许多缺乏训练的修蹄弊大于利，很多有缺陷的设计和管理造成足浴程序无效的 (Cook et 

al.,2012; Solano et al., 2015b)。同样的，有几项研究指出，颈限位栏、高后方臀部高度以及胸

限位栏是造成跛足的危险因素 (eg. Chapinal et al., 2013;Dippel et al., 2009; Rouha-Mulleder, 

et al., 2009; Westin et al., 2016)，然而正确的颈栏杆位置和后边高度是栏位设计的特殊细节和

照护，应该是这些发现的的解释。最近，栏舍宽度已经成为了一个影响跛足的重要因素 (Westin 

et al., 2016)。 

 

高产和低水平的跛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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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知道荷斯坦奶牛可能更加容易跛足 (eg. Sarjokari et al.,2013)，而在 DD、SU 和

WLD 的发生中出现了基因的因素，与高产有联系(Oikonomou et al., 2013)，我不相信失败是不

可避免的。 

我们有幸参访了在过去 10 年实施了预防跛足的 66 个威斯康星高产牛群 (Cook et al., 

2016)。这些牛群平均存栏 851 头，是限位自由栏舍，每头每天平均产 40 多 kg 能量校正乳。

临床跛足发病率平均在13.2%，与放牧牛群的跛足等级 (例如：Fabian et al., 2014报告的8.3% )、

放牧和棚舍混合或其他的有机管理系统有的一比 (例如：Amory et al., 2006 报告的 16.5% ; 

Rutherford et al., 2008 报告的 17.2% )。有趣的是，这比 10 年或更多年前美国中西部类似牛

群的发病率低 (例如：Cook, 2003 报告的 22.5% ;Espejo et al., 2006 报告的 24.6% )，显示：

整个地区的跛足等级可能改善了。严重的跛足也罕见平均为 2.5%。这个平均数比多年前对散栏

的调查低(例如：Barker et al., 2010 报告的 5.3% ;Dippel et al., 2009 报告的 16%; Husfeldt et 

al., 2012 报告的 4.8%)。这表明若我们正确管理奶牛高产能与可接受的跛足水平兼容。表 2 汇

集了一些与跛足管理相关的管理特征。 

 

当采用表 1 的高水平检查管理策略，与先前证明的牛群风险水平相一致。这些牛群使用深

而松散的卧床栏，有两排头部固定设计，使用橡胶固定地板，尤其是挤奶厅周围。尤其这些奶

牛在栏位里不使用橡胶地板控制跛足。当奶牛在栏舍外从巷道清扫粪便，有积极的蹄照料、减

少热应激和蹄浴程序。2/3 的牛群使用 rBST 和每天 3 次挤奶，可能出人预料，让 9%高产牛群

在栏舍外的策略—不放牧，但远离混凝土地面棚舍消耗时光。在一个多变量模型中，深的卧床、

放牧和全时段环境较少密度的牛大大降低了整体跛足的风险。 

跛足管理将会继续精确化，但这些牛群证明：我们现在已知的足够实施正确的措施改变奶

牛业，实现可接受的低跛足水平，甚至更容易养牛。 

 

一个结构性方法预防跛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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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使用一个结构性的方法解决跛足问题：从行走评分开始、做病变分析、评估日常的修蹄

和牛蹄监控流程。修蹄是一个预防必需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风险因素。我然后检查每一个关键

的蹄病病变风险因素和完成饲喂操作的检查。从这个检查中，我们能创建一个牛群特定行动计

划以最大化影响牧场关键的蹄损伤。 

关于 DD 的预防，我们聚焦于早期敏感病变的识别（在奶牛跛足前）和快速有效地治疗，

接近繁育年龄开始为青年母牛更换栏舍和持续贯穿到动物的全部生命，联合有效的蹄浴程序控

制慢性蹄病和抑制疾病的发生。补充微量元素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培育期间。预防 SU 我

们的目标风险因素是每日站立时间——栏舍设计和地面缓冲垫、存栏密度、挤奶时间、减轻热

应激和管理工作的锁定时间。我们优化围产期以最大化休息和在泌乳早期减少体况损失。最后，

关于 WLD 的控制，我们检查牧场区域奶牛有否地板打滑、外伤、过度蹄磨损的情况和观察工

人以确保较低的压力操作—尤其在挤奶厅的风险。 

全部的方法在图 2 中做了概述。问题清单中每一个评估的结果能用于开发牛群定向行动计

划。 

 
 

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尽管我们仍然有知识空白来填补我们对跛足的理

解，我们面临的全球危机是：每 4 头牛中就有 1 头在痛苦地行走，可以通过我们现有的针对关

键蹄病的知识来解决跛行问题；DD、WLD 和 SU。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为每一个生产者创建一个

最凸显问题的简单的目标路线图，并激励生产者去实施做必要的改变。牛奶生产者在蹄病预防

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功，他们将作为一个重要的角色激励其他人紧跟他们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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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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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房炎 

防止奶牛乳房水肿 

F. J. Mueller 

Kalmbach Feeds Inc., Upper Sandusky, OH 

J. K. Miller, M. H. Campbell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 

F. C. Madsen 

Suidae Technology, Greensburg, IN 

巫立新译 

 

介绍 

 

临产前期对奶牛健康是特别重要的。这个时期乳房水肿健康问题的出现是过多的细胞间液

在乳房血管外空间和相邻的组织积累的结果。乳房水肿的出现在不同的个体差异很大，对所有

产犊牛观察其发生率范围从 18%~96%(Al-Ani and Vestweber, 1986)。尽管缺乏特殊的照顾、

管理问题和可能的永久性损伤，产后肿胀通常会缩小(Vestweber and Al-Ani, 1983)。 

 

乳房水肿的生理机制 

 

血管内和间隙的液体 

 

一个世纪前，Starling (1896)就描述了液体活动在血管内和邻近组织之间调节的基本原理。

在 102 年之间已经确定：在细胞内和间隙内的液体溶质的相关浓度显著地影响胶质的压力、液

体的滞留和水肿(Mobarhan, 1988)。液体在血管和细胞间液之间的活动受流体静压力和渗透压

之间平衡的控制(Staub, 1978)。当压力和渗透压两者都正常，内皮的屏障限制液体和溶质在两

者之间的转移。Starling’s (1896) 和 Vestweber and Al-Ani (1983, 1984)一致的解释显示：液体

从血管内转运到细胞间隙受流体静压或血管通透性任何一个控制。 

Vestweber and Al-Ani (1983)已经就水肿形成的基本原理做了回顾。降低血浆胶质压力、增

加毛细血管血液压力、淋巴液的排放受阻和钠水潴留被认为是普遍的水肿原因。当局部的毛细

血管压力增加或淋巴液排放受阻，也可能会引发局部的乳房水肿。 

 

流体静压 

 

头胎牛比经产牛的乳房水肿发生率多且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可能的原因是小母牛的血液循

环系统还没有发育好(Emery et al., 1969)。血管的突然变化出现在小母牛第一次怀孕稍晚的阶

段。在产犊前两周乳腺血流量至少增加三倍(Al-Ani and Vestweber, 1986)。Vestweber 和 Al-

Ani (1985)用八头乳房水肿牛与三头对照牛比较牛奶静脉血压。在临产前两周到分娩时，水肿

奶牛的静脉血压增加大约 35%，但没有水肿的奶牛保持不变。在分娩时，水肿奶牛乳腺血流量

平均只有对照组奶牛的 85%。看来，升高动脉血流到乳房的量与减少从乳房静脉血流量会提高

毛细血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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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压 

 

由血清较高的蛋白质含量导致的渗透压与细胞间液（Vestweber 和 Al-Ani，1984）抑制流

体静压有关。如果增加的流量没有被淋巴系统移出，静压增加没有渗透压相应的改变可能增加

细胞间液的流量。此外，增加一些损伤内皮屏障的渗透性将使它不限制流体和蛋白质。由于降

低血清中相对于间质液蛋白浓度而降低渗透压，可能允许流体静压转移流体到组织中。 

如果水肿液积聚的静压和渗透压确定，压力或血管通透性任何一个增加都可能导致水肿

（vestweber 和 Al-Ani，1983，1984）。血管通透性增加，被认为比静压增加对提高间质流体

相对血清蛋白更有可能（Staub，1974）。因此，水肿奶牛细胞间液相对较高的血清蛋白，被认

为是在乳房水肿的发生进程中对血管通透性变化作用较小的证据（Vestweber 和 Al-Ani，1984）。

在临产前两周和奶牛产犊之间，9 头水肿牛和 3 头非水肿牛的血清蛋白下降是相似的。不幸的

是，细胞间质液比之于血清仅见于水肿的奶牛。 

 

水肿的原因 

 

虽然乳房水肿的确切原因尚未确定，一些生理因素和管理因素与其发生相关。易患病体质

导致的水肿可能是遗传的、减少增加奇偶性和在年龄大的第一胎母牛更可能。临产期过量的能

量摄入、钠或钾也可能增加水肿的可能性。这些因素的相关研究已被广泛审核（Al-Ani 和

Vestweber，1986；Vestweber 和 Al-Ani，1983），将不会在这里重复。当然，我们提出了有关

乳房水肿与氧化应激假设。 

 

氧化应激 

 

在代谢中氧的部分还原尽管氧是生命所必需的，它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有毒害作用。动物

不是用饲料直接用于维持和生产的目的，而是首先转换成三磷酸腺苷（ATP），这是释放能量作

为需求的形式。该过程如同从银行存款或取款，ATP 即类似能量货币银行（Gutteridge and 

Halliwell，1994）。 

ATP 通过氧化磷酸化过程产生，来自饲料的代谢产生的电子驱动该过程。这些电子的能量

释放，是由动物细胞中的酶链来产生 ATP。在链的末端，电子与氧结合形成完全还原的代谢产

物水。呼吸空气的动物用氧气以这种方式接受电子取得了巨大的能量效率。 

当氧气不完全还原成水时，问题可能会上升。据估计，有 2 至 5%的电子可以从链的中间

载体逃离，部分减少的氧变成自由基和超级氧化物（Levine and Kidd，1985）。其他来源的超

氧阴离子（O2-）包含的机制：使用氧解毒身体的外来物质、其他的氧化酶和生物分子自发的非

酶氧化物。任何增加代谢率或氧化酶的活性，可以增加氧气消耗量和转移电子数。快速增长、

高的牛奶生产或过度暴露于黄曲霉毒素等会增加 O2-的产生。超氧化物歧化酶可以进一步降低

过氧化氢（HOOH）。O2-和 HOOH 是正常的代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如果代谢正常并不

总是有害的。既不是 O2-也不是 HOOH 充分地反应自行启动过氧化氢链，所以伤害他们被认

为会导致其转换成更多的羟基自由基。正是这种转换，催化过渡元素尤其是铁，被认为具有氧

化代谢的有害影响(Gutteridge and Halliwell, 1994)。 

 

铁在氧化问题上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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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在控制生物氧化单电子转移的能力，我们知道这是生命必需的，但铁也起到了有害氧化

反应的关键作用。铁通常是安全的、复杂的络合特定分子，它可以减少最初部分还原的氧代谢

产物 O2-和 HOOH。在日粮不平衡、损伤或者伴随着产犊应激的状况下，催化铁的释放可能更

多(Madsen et al., 1990)。过量摄入安全捆绑态的饱和铁也可能带来问题。当催化铁与 O2-和

HOOH 接近时，O2-使 Fe3+ 减少变成 Fe2+分裂成一个氢氧根离子和一个非常具活性的羟基

自由基。 

羟基自由基的产生引起两种显著类型的危害(Gutteridge and Haliwell, 1994)。当羟基自由

基在血浆中或在“自由池”其他地方生产，它可能成为过氧化物酶链的焦点破坏细胞和亚细胞膜。

相比之下，催化铁与重要分子的非特异性有关，如酶，铁可能催化酶降解破坏分子的羟基自由

基。 

 

有效的氧结构防御作用 

 

幸运的是，动物拥有非常有效的抗氧化体系，保护他们免受来自催化铁的活性氧代谢产物

及其毒性的产物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危害（Gutteridge and Halliwell,1994）。首先，O2-和 HOOH 

被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转换成不与催化铁发生反应的形式。第二，铁被血浆

铜蓝蛋白、复合安全的铁传递蛋白和乳铁传递蛋白氧化为活性较低的形式，以防止与 O2-和

HOOH 发生潜在的反应而可能产生羟基自由基。第三，Zn2 +有一个外层电子类似物构造以防

止重要的分子可能被催化铁变成 Fe2+，但不参与电子转移（Bray and Bettger, 1990;Oteiza et 

al., 1995）。没有什么是完美的，所以尽管有上述的保护系统，一些 O2 -和 HOOH 可能逃脱酶

的控制，一些催化铁可能存在产生羟基自由基。 第四个层面的保护是由终止链式反应的分子构

成的。蛋白质、主要的白蛋白（清蛋白）可能负责血浆中过氧化氢基团总量中一半的清除(Wagner 

et al., 1987)。其他的清除自由基物质包括：脂溶性 α-生育酚、β-胡萝卜素、视黄酸及水溶性酚、

抗坏血酸、尿酸(Gutteridge and Halliwell, 1994; Machlinand Bendich, 1987)。第五，当脂类被

醛脱氢酶降解而分解为细胞毒素醛。一个案例是黄嘌呤氧化酶也帮助保持 Fe 在较低活性的三

价铁结构(Emery, 1991)，由此保护减少等量的 α-生育酚和其他抗氧化剂。 

 

抗氧化剂的来源 

 

乳铁传递蛋白、血浆铜蓝蛋白、血清白蛋白、抗氧化酶由内源生产，谷胱甘肽依赖于氨基酸

吸收转化。一种氨基酸的充足供应又是依赖于瘤胃降解（氮和硫）和借助于能量供给而产生足

够数量的逃逸蛋白以及适当的平衡。同时内源性的抗氧化剂也来源于辅酶 Q 和抗坏血酸，以及

饮食必须提供的足够量和平衡的纤维和非铁碳水化合物。饮食必须提供对免疫功能有效的维生

素 A、α-生育酚（维生素 E）、β-胡萝卜素，铜、锌、锰超氧化物歧化酶、硒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铁过氧化氢酶、铁和钼黄嘌呤脱氢酶，Zn 可取代催化铁，镁和锌可以稳定和维持细胞膜的

完整性。 

 

氧化应激和疾病 

 

Pitzen（1993）采用促氧化剂-抗氧化剂比（PAR）评估最小化氧化应激及奶牛的相关问题。

当促氧化剂如铁超过抗氧化剂和辅助因子如维生素 E、β-胡萝卜素 β、铜、锌、硒和锰等 PAR

随之而增加。Pitzen 的（1993）的方法是可能摄入较低的促氧化剂，但这是困难的，如常常有

铁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增加抗氧化剂的浓度来抵消过度的促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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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补充抗氧化营养素，如维生素 E 和硒时，由于奶牛氧化应激引起的某些疾病病因如胎衣

滞留(Harrison 等, 1984)和乳腺炎（Smith 等，1984；Weiss 等，1997）的发生率即减少。 

从 61000 头以上奶牛的记录分析表明，乳房水肿可能与胎盘、乳腺炎病因相同（Gröhn 等，

1989）。我们的假设是，氧化应激可以增加或直接损伤膜或间接通过改变类固醇而产生乳房水

肿。 

 

氧化应激和乳房水肿可能的关联 

 

氧化应激和薄膜损伤 

 

(Larson and Hays, 1958; Larson and Kendall, 1957; Vestweber and Al-Ani,1984)报告：当

奶牛接近分娩时，蛋白和血液球蛋白的浓度下降，可能引起蛋白血管通透性增加，血浆蛋白明

显地浸入静脉引起乳房水肿(Larson and Hays, 1958)。这些观察引导 Mueller 等，(1989)就薄

膜内的维生素 E 和重要抗氧化剂对减少初产奶牛严重乳房水肿有效性的调查。40 头小母牛饲

喂羊茅和果园干草自由选择添加商业奶牛精料 3.6kg/天，从分娩前六周开始，一直持续到产犊

日，给一半的小母牛饲喂含 1000 IU 的维生素 E 和 Dα-醋酸生育酚明胶胶囊，其余的小母牛

作为对照。使用商业试剂盒测定血清中的总蛋白质和球蛋白浓度。(Total Protein No. 540 and 

Total Globulin No. 560, Sigma Chemical Co., St.Louis, MO)。 

初生牛犊与母牛在一起 24 小时。在犊牛移出后的第 1、2、3、7、14 天下午挤奶，记录奶

产量、水肿得分和乳房尺寸。每头奶牛在挤奶前用 0(没有水肿)-4（严重水肿）分评估记录得分。

在下午挤奶前、后测量乳房底部区域面积以确定乳房水肿的严重性。在挤奶前、后用纸贴在湿

的乳头上(Seykora and McDaniel, 1986)，用一个对角线连接两个点，剩余的两个点与该对角线

绘制垂直线以确定四点区域（如图 1）。计算四个直角三角形的面积之和。然后，挤奶后确定乳

房底部面积的比例。假定有严重的乳房水肿，挤奶后乳房底部面积将减少的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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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测量乳房底部面积。用纸快速地触及湿的乳头端得到 A、B、C、D 四个点 

 

在前三次（1、2、3 天）测量时，添加维生素 E 的较对照组乳房水肿奶牛，挤奶后的乳房

底部面积较多地减少（表 1），这 3 天在统计上差异显著（4 天的产奶量）。前 3 天添加维生素

E 的较对照组相应的产奶量也高，第 7 和 14 天也倾向于较高。在前 12 周泌乳期，添加维生

素 E 与没有添加的牛奶平均产量分别为 25.56kg 和 21.06kg(P < 0.01)。这表明，在泌乳早期

的关键时期乳房水肿不完全消除，可反映在整个哺乳期的牛奶产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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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头有轻度至重度水肿的小母牛比 26 头无水肿小母牛，分娩时的血清总蛋白和球蛋白的

浓度较低（表 2）。与此相反，早期的 9 头水肿奶牛和 3 头没有水肿奶牛在这些测量值上比较

没有差异(Vestweber and Al-Ani, 1984)。水肿奶牛低浓度的血清蛋白与血管通透性增加蛋白渗

漏到组织间隙是协调一致的，这可以减少渗透力抵制血管内流体静压和允许水肿液积聚。 

 

 

 

乳房水肿一般出现在预产前两周到产犊时期，这个时期流进乳房的血液量增加 3 倍(Al-Ani 

and Vestweber, 1986)。我们建议增加氧气的供应，以使迅速发育的乳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可

能产生适应于缺血-再灌注损伤类似的状态。缺血-再灌注损伤伴随着整修组织血流量减少或堵

塞(Simpson et al., 1987)。组织损伤在堵塞期间不会导致更多的氧废止，在此时期伴随着血液

循环的整修，汹涌的氧化血液产生自由基反应。噬中性粒细胞浸润组织，增加氧刺激黄嘌呤氧

化酶产生 O2-和 HOOH，这是脂质过氧化作用的强诱导剂，产生羟基自由基(Simpson et al., 

1987)。在细胞膜里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过氧化反应损伤他们的完整性。类似的反应，接近分

娩的奶牛伴随着乳腺血流量增加可能导致水肿。 

 

氧化应激和类固醇生成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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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类固醇激素是由酶依赖于细胞色素 P-450 修饰胆固醇而产生的。这些类固醇生成酶

的脂质过氧化易感性(Staats et al., 1988; Takayanagi et al., 1986)在氧化应激下可以改变类固

醇激素的合成。羟化酶特定的细胞色素 P-450 显现在他们易受自由基攻击的不同。当肾上腺微

粒体耗尽来自体外的维生素 E，17α-羟化酶和 17,20 -裂解酶，其中的多数酶易受影响直至失活

(Takayanagi et al., 1986)。胎儿的肾上腺皮质醇在分娩前显著增加(Caseyet al., 1985)对胎盘起

作用以增加 17α-羟化酶和 17,20 -裂解酶的活力。17α-羟化酶对皮质醇的合成是必须的，17α-

羟化酶和 17,20 -裂解酶需要两个途径产生 17β-雌二醇。 

虽然这一点上是假设，在氧化应激下特殊的类固醇合成酶的脆弱性不平等可能导致乳房水

肿(Miller et al., 1993)。通过不同的途径和类固醇一个途径的关键酶不足可能会误导反应

(Bhagavan, 1978)。例如，如果 17α-羟化酶和 17,20 -裂解酶被破坏超过 21-羟化酶(Takayanagi, 

1986)，相比盐皮质激素的合成，肾上腺脂质过氧化作用可以更多地抑制皮质醇、雌激素和雄激

素。在合成皮质醇的一个缺陷是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的合成增加，可能会引发皮质酮和

11-去氧皮质酮生产过剩(Yanase et al., 1991)。这可能会导致钠潴留和血量扩张。 

受独特的 17α-羟化酶和 17,20 -裂解酶先天性不足折磨而变成水肿，但不会发展为性别的不

同(Yanase et al., 1991)。这似乎是合理的：这些受氧化应激相关损伤的酶能导致乳房水肿。就

此而论，有趣的是乳房水肿评分与血浆 17β-雌二醇呈负相关(Malven et al., 1983)。饮食中过量

的钾可由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通过增加钾排泄并伴随钠和水潴留加重水肿(Sanders and 

Sanders, 1981)。 

我们用 38 头临近分娩的小母牛测试我们的假设，即：氧化应激通过改变类固醇生成而导

致乳房水肿。如前面描述的，在所有小母牛乳房底部测量的基础上平均分成乳房水肿更严重或

不严重的两组。产犊时的血浆样品化验抗氧化剂活力(Glazer, 1988)、孕酮、17β-雌二醇，和皮

质酮(Diagnostic Products Corp., Los Angeles, CA)。 

与乳房水肿的相关性，血浆的抗氧化状态、皮质酮、17β-雌二醇（E2）和孕酮（P4）采用

比值评估(Fletcher et al., 1988)。在这个测试中，在平均血浆抗氧化状态之上的小母牛只有 21%，

与低于平均测量值的小母牛类似（表 3）。抗氧化状态与血浆中的皮质酮、E2 或 P4 不相关。

然后，分别计算每个小母牛的皮质酮（C）与 17β-雌二醇（E2）或孕酮（P4）的比值。抗氧化

状态与皮质酮（C）和孕酮（P4）的比值是不相关的。然而，抗氧化状态平均水平之上与低于

平均水平的相比，只有 16%的皮质酮（C）与 17β-雌二醇（E2）比值与平均水平之上的类似。

有乳房水肿的小母牛的 C/E2 比值几乎是抗氧化状态平均水平之上的小母牛的四倍（表 3）。应

该记住 17β-雌二醇（E2），但不是皮质酮（C）或孕酮（P4）。17α-羟化酶和 17,20 -裂解酶(Yanase 

et al., 1991)是最容易受到氧化应激攻击的两种酶(Takayanagi etal., 1986)。由于这些结果，间

接的证据支持这个在概念：氧化应激可能通过对类固醇合成酶选择性损伤而导致乳房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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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E 和锌作为抗氧化剂 

 

56 头初次妊娠的小母牛，与先前描述的管理相同，分成七组每组 8 头到母牛预产期。8 个

处理被随机分配到每组，在预产期最后的 6 周每天饲喂胶囊。处理组包含维生素 E、Zn、和 Fe 

以 2*2*2 因子排列。添加剂每日剂量为：来自 2 g D，Lα-醋酸生育酚的 1000IU 的维生素 E；

800mg Zn，一半来自4g 的蛋氨酸锌，另一半来自1.13g 的ZnSO4；12g Fe 来自FeSO4•7H2O；

500kg 的小母牛消耗体重 1.8%的日粮，这些数量的干物质采食量提供 90ppm 的 Zn 和

1300ppm 的 Fe。 

如同前述的方法测量乳房底部面积。产犊时收集血浆分析 α-生育酚(Hidiroglou, 1989)和使

用商业试剂盒的材料和方法分析不饱和铁的结合能力（UIBC）(Sigma Diagnostics, St.Louis, 

MO)。 

小母牛组根据是否补充维生素 E 或锌，或过量的铁的存在或缺乏进行比较（图 2）。每个小

母牛组织水肿程度被确定以比较与平均水平的关系。该假设是严格的，在挤奶后水肿比没有水

肿的乳房尺寸将减少的较少，较少的乳房底部面积减少表示乳房水肿严重。联合促氧化剂（Fe）、

抗氧化剂（Zn 和 VE）、血浆 α-生育酚、UIBC 和乳房水肿比值的测量更有优势(Fletcheret al., 

1988)。统计上比值大于 1 表示积极的显著相关，小于 1 表示负相关关系。举例，两组小母牛，

一组添加 VE，另一组不添加。在每一组中都有乳房水肿比平均更严重或不严重的小母牛。一个

来自四组小母牛数字为 0.22 比值表明：补充 VE 母牛组只是未添加组乳房水肿几率的 22%，

未添加组的乳房水肿比平均水平更严重。 

当 Fe 没有超量，补充 VE 母牛组只是未添加组乳房水肿的 19%，未添加组的乳房水肿比

平均水平更严重（图 2）。当 Fe 没有超量时，添加 Zn 没有显示减少乳房水肿的严重性。相比

之下，当 Fe 超量时，VE 对减少严重水肿没有效果，但小母牛补充锌与未添加相比只有 17%

大于平均的乳房水肿严重程度。不论 Fe 的采食量如何，添加 VE 或 Zn 相比，添加 VE 可以

减少严重的乳房水肿，但 Zn 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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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比值（*P < .05)描述在预产前期小母牛采食 Fe、Zn、VE、血浆 α-生育酚和 UIBC 与乳房

水肿的相关性(J.K. Miller, Univ. of Tennessee; unpublished) 

 

寓意 

 

Al-Ani and Vestweber (1986)研究回顾和 Vestweber and Al-Ani (1983)建议：通过管理实践

以减少乳房水肿最小发生率的措施包括：限制在预产前期采食盐和高 K 的饲料，避免预产前期

过度应激。严重的乳房水肿增加也可能源自促氧化剂如 Fe 的超量，但抗氧化剂如 VE 和 Zn 可

以减少乳房水肿。现代管理实践可能使奶牛遭受过度的氧化，所以抗氧化剂的需求可能比通常

公认的认知水平要高。抗氧化营养素足以有效地控制氧化与抗氧化平衡，需求量可能超过平均

饲料摄入量。所有已知的营养添加剂需求数量用于适当的抗氧化防卫和平衡是有益的。 

最佳用量的蛋白质和能量以满足氨基酸的需求，也用于铁络合剂的制造和其他内源性抗氧

化剂的产生，这是基本的重要性。潜在的促氧化因素，包括：黄曲霉毒素、农药和饲料产品的

产热损伤，过量的 Fe 和 Mo 应尽可能避免。最后，矿物质和维生素的补充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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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目前的奶牛知识，在一般的条件下，日粮干物质中至少还要加 0.3 ppm 的硒，20 ppm

的铜，各 60 ppm 的锌和锰，0.25%的 Mg， 1000 IU 的维生素 E /天似乎是适当的，但成本效

率也要考虑。细胞氧化-还原作用平衡可能依赖于环境、日粮、疾病和其他因素，据此调整这些

营养的数量也可能是必须的。 

 

摘要 

乳房水肿是通过流体在乳腺血管外空间过度积累和在周围组织形成的。最小化问题常用的

建议包括在产犊前避免过多的盐和钾。氧化应激增加也可能导致乳房水肿。氧化应激导致在正

常的代谢中部分地减少氧代谢物的产生和强氧化剂的增加，比如过量的 Fe，超出奶牛的抗氧化

抵御机能。当活性氧代谢不能被安全控制，脂质过氧化作用损害关键的分子，最终可能导致疾

病状态。可能变成乳房水肿的相关因素包括：细胞膜的完整性损伤，或损害了特殊的类固醇酶，

由此改变了类固醇激素的合成。当合理地添加所有已知营养需求的抗氧化剂用以抵制和逃避潜

在的强氧化剂是如此的重要。日粮中必须提供 VE、VA 和 β-胡萝卜素，VC 和谷胱甘肽可能是

内生的或来自于日粮。多数其他的抗氧化剂分子是内生的，但日粮营养必不可少的包括：蛋白

质（N 和 S）、能量、铜、锌、锰、硒和镁。Fe 和 Mo 也必不可少，但过量时可能是强氧化剂。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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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必需脂肪酸在奶牛繁殖作用中的新观点 

Eduardo Ribeiro1, José Sprícigo, Elvis Ticiani, Bruna Mion, and Murilo Carvalho 

Department of Animal Biosciences, University of Guelph 

巫立新译 

 

前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奶牛研究人员和相关行业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制定策略，以提高泌乳

奶牛的发情检测和授精率。因此，近年来，奶牛群的繁殖性能(21 天妊娠率)得到了改善(Ribeiro, 

2018)。尽管普通奶牛的授精率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但在泌乳奶牛的生殖管理方面的下一个

主要挑战是找到持续减少胚胎和胎儿损失的方法，并持续增加人工授精的妊娠和产犊率。在泌

乳奶牛中，约 60%的受精卵不能发育到足月(Ribeiro, 2018)。因此，多年来，人工授精平均怀

孕率仍然很低，停滞不前，与繁殖失败相关的流产和淘汰的经济负担继续降低奶牛群的生产可

持续性(Ribeiro, 2018)。 

妊娠失败的最终原因是胚胎发育能力受损或子宫环境不佳，而子宫环境不佳又受奶牛和胚

胎的遗传以及影响奶牛卵巢和子宫生物学的环境因素的影响(Ribeiro et al.，2018)。因此，妊娠

失败的解决方案可能来自于发现与妊娠存活特别相关的遗传标记，以及通过减少危险因素，直

接或间接改善配子质量和子宫环境的管理策略。在奶牛的围产和繁殖期间，营养管理方面的进

展可能对实现这些目标很重要。 

虽然反应是高度可变的，但补充脂肪可以提高奶牛的产奶量和繁殖能力(Rabiee et al. 

2012;(Rodney et al.，2015)，这表明大多数奶牛实际上是低脂饲喂的。有限的脂类饲料对必需

脂肪酸的供应尤其重要，这些脂肪酸不能由奶牛细胞合成，必须由饲料供应。事实上，观察到

的繁殖过程中补充脂肪的好处往往归因于必需脂肪酸的非热量效应(Santos et al.，2008)。尽管

如此，脂肪酸影响生殖的机制仍未完全了解。更好地了解它们在调节繁殖中的作用将是制定营

养策略的重要一步，从而不断提高泌乳奶牛的生育能力。这篇综述将着重于有关必需脂肪酸对

奶牛生理和繁殖的重要性的最新发现，以及它们与奶牛营养管理的相关性。 

 

胚胎植入前孕体的延伸 

 

奶牛怀孕损失的很大一部分发生在胚胎植入前孕体发育的早期阶段，包括延伸阶段。胚胎

植入前孕体的延长是母体识别、胚胎植入和妊娠存活的前提。在很短的发育时间内，胚胎外组

织沿着子宫腔显著扩张。在牛身上，伸长开始于大约 

第 14 天，在 3 天内，胚胎从小于 5 毫米长到约 250 毫米，几乎占据了子宫角的整个延伸段

(Ribeiro et al.，2018)。 

组织质量指数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滋养外胚层细胞(发育中的胎盘细胞)的快速增殖，这是由

驱动信号诱导的，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如：脂类、氨基酸、糖、核苷酸)来消耗能量和合成生物

量。由子宫营养素(也称为子宫牛奶)提供所需的信号和营养, 子宫内膜细胞产生分泌物及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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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复合调节卵巢类固醇和孕体衍生物的活动分子 (里贝罗 et al ., 2018)，并受奶牛的生理阶段

和营养影响 (Ribeiro, 2018)。 

 

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孕体伸长的作用 

 

推动孕体伸长的子宫组织营养素的具体组成部分尚不完全清楚。尽管如此，最近有两项独

立研究对这些成分的性质进行了调查(Barnwell et al.，2016;Ribeiro 等人，2016b)，评估了孕

体细胞在伸长开始时的生物学特性，以及它们如何感知和响应组织营养的刺激。两项研究均显

示，随着孕体伸长的开始，滋养外胚层细胞的转录组发生了显著且一致的变化，这表明子宫组

织营养物质伸长驱动因素的性质。 

在这两项研究中，脂质代谢都是与观察到的基因表达变化相关的最重要的分子和细胞功能

之一。在伸长过程中表达增加的基因中，有一些涉及脂质摄取、脂滴形成、过氧化物酶体的生

物发生、脂肪酸的活化、氧化、去饱和和伸长、磷脂的生物合成、膜磷脂的动员、前列腺素的

生物合成、前列腺素和其他脂质代谢产物的转运。此外，过氧化物酶增殖体激活受体伽玛

(PPARG)不仅在伸长开始时转录表达显著增加，而且被列为在伸长期间观察到的转录组变化的

重要上游调控因子。事实上，PPARG 是一种核受体，起配体依赖转录因子的作用。此外，其转

录表达与脂质代谢相关的其他基因表达高度相关。 

PPARG 具有大的结合囊，与多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及其代谢产物相互作用(Kliewer et al.，

1997;Nagy 等，1998)。Itoh 和合作者(2008)研究了 PPARG 与脂质配体结合的晶体结构并得出

结论，受体的大结合囊在配体结合方面具有显著的多功能性，因此可以作为一个细胞传感器，

监测细胞中脂肪酸配体的不同组成。此外，多种 Ω-3 和 Ω-6 脂肪酸能够结合并激活 PPARG。 

脂肪酸与配体结合进入 PPARG 的配体口袋，导致受体构象发生变化，从而促进与类视黄

酮 X 受体(RXR)形成异二聚体。核受体的二聚体随后与 PPAR 反应元件结合(PPRE)在靶基因

的调控区域调控基因表达。推测的 PPRE 是在孕体延伸开始时，在几个转录调控基因的调控区

域中发现的，这表明 PPARG 对各自转录的丰度有直接影响(Ribeiro et al.，2016b)。 

必需脂肪酸及其核受体 PPARG 对牛孕体的延伸具有重要作用的假设，得到了一项在羊身

上进行的简洁研究的有力支持。Brooks 等人(2015)在配种第 7 天至第 14 天用渗透泵将吗啉肽

反义寡核苷酸注入妊娠的母羊子宫，进行功能丧失研究。在绵羊，孕体延伸开始于大约 11 天。

吗啉肽反义寡核苷酸的 PPARG 导致生长迟缓的孕体的恢复，而输注设计的对照组或 PPAR-δ

吗啡肽导致正常延长的孕体在第 14 天。 

 

 

 

子宫中脂肪酸和氧化脂的动态变化 

 

卵巢类固醇激素影响子宫内膜细胞的脂质代谢。奶牛 (Wordinger et al. 1977)和母羊

(Brinsfield and Hawk 1973)的上皮脂滴数量随发情周期的不同而变化，发情期低，间情期高。

Brinsfield 和 Hawk (1973) 给切除卵巢的母羊实施 25 毫克的外源性黄体酮的 5 天，观察到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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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积累在子宫内膜，积累观察比得上自然发情周期，因此认为孕酮是诱发脂质在间情期期间积

累的主要因素。黄体酮影响上皮细胞脂滴形成的机制可能是通过调节二酰基甘油酰转移酶 2 

(DGAT2)和脂蛋白脂肪酶(LPL)的转录表达而引起的，这两种酶的转录表达分别增加和减少

(Forde et al.， 2009;2010)。前者参与甘油三酯的合成，后者参与甘油三酯的水解。 

最近，我们研究了泌乳奶牛子宫早期、中期和后期的脂质含量(Ticiani et al.， 2018)。奶牛

(n = 30)发情周期与排卵同步由外源激素控制；在发情周期第 5 天(早发情期)、第 10 天(中发情

期)、第 15 天(晚发情期)随机进行经宫颈子宫冲洗活检。对子宫角同侧黄体进行冲洗活检。用

回收的冲洗液进行质谱分析脂质成分，用采集的活检组织通过免疫组织化学进行子宫内膜脂滴

丰度调查。子宫内膜脂滴的丰度从第 5 天到第 10 天增加了 2 倍，从第 10 天到第 15 天又增加

了 2 倍。同样，子宫液中脂肪酸的浓度从第 5 天到第 15 天周期开始增加。此外，与第 5 天和

第 10 天相比，第 15 天收集的子宫液中必需脂肪酸及其代谢物有富集。这些结果表明，子宫有

一种生理机制，在开始孕体伸长时以供应特定的脂肪酸到子宫腔。此外，积累的脂质对生物量

合成和快速生长的孕体的能量需求也至关重要。 

 

补充 Ω-3 脂肪酸，以支持孕体的发育 

 

多项研究已经描述了补充 Ω-3 脂肪酸对泌乳奶牛妊娠成功的益处[Santos 等人(2008)和

Ambrose 等人(2016)综述]。减少妊娠晚期损失是最常见的积极结果，这可能与增强胚胎植入和

胎盘功能有关。最近，Sinedino 等人(2017)评估了从产后 30 天开始，在泌乳奶牛的日粮中添

加 100 g 富含二十二碳六烯酸(DHA)的藻类产品对牛奶和血液磷脂脂肪酸组成、牛奶生产和繁

殖的影响。与非补充对照相比，饲喂藻类产品的奶牛在牛奶和血液磷脂中含有更多的 Ω-3 脂肪

酸，每日牛奶产量增加 1.1 公斤，每次人工授精的所有配种怀孕率更高(AI;41.6 vs. 30.7%)，空

胎天数更少(102 天 vs. 124 天)。有趣的是，在人工授精后第 19 天，藻类组怀孕奶牛外周血白

细胞中 RTP4 基因表达增加，这表明胚胎植入前孕体延长。总之，这些研究支持 Ω-3 脂肪酸对

泌乳奶牛妊娠成功的积极作用，这可能是通过更好的孕体发育体现的。 

 

Ω-6 脂肪酸对孕体的形成也很重要 

 

减少 ω- 6 脂肪酸的数量，特别是花生四烯酸, 在繁殖期间作为一种策略奶牛的子宫内膜最

小化溶黄体的前列腺素的合成，在间情期后期保护黄体，在孕牛妊娠识别方面降低胚胎死亡率

(Thatcher et al., 2006)。例如,进食富含 ω- 3 脂肪酸日粮的奶牛增加这些脂肪酸的比例，在子

宫内膜降低花生四烯酸的比例 (Bilby et al., 2006)，导致在间情期后期一个更小的前列腺素对

催产素的挑战 (Mattos et al ., 2002)。这些关联被认为是对补充 ω-3 脂肪酸的奶牛繁殖能力提

高的一种可能解释(Thatcher 等人，2006)。尽管如此,当前的孕体延伸及其对花生四烯酸的高需

求和前列腺素生物学知识的表明，补充 ω- 3 对繁殖的积极影响可能会导致在子宫内膜更高浓

度的脂肪酸，而不是减少 ω- 6 脂肪酸。 

前列腺素在孕体伸长过程中由发育中的胎盘大量产生和分泌，对孕体细胞和子宫内膜细胞

具有胞内、自分泌和旁分泌功能，表达前列腺素的膜受体和核受体(Ribeiro et al.，2016c)。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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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前列腺素在子宫内膜和孕体化细胞中表达的前列腺素转运体的增加，也促进了前列腺素在

细胞膜上的转运(Ribeiro et al.，2016c)。前列腺素也是 PPARG 的天然配体，因此，前列腺素

可能对基因表达的协调和细胞生物学的孕体延长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母羊在间情期宫内注射

前列腺素可诱导子宫内膜内若干基因的表达，这些基因已知可刺激滋养外胚层细胞在伸长期的

增殖和迁移(Dorniak et al.，2011)。宫内注射美洛昔康是一种抑制环氧化酶-2 (COX-2)活性的

特异性抑制剂，可降低妊娠母羊子宫液中前列腺素的含量，阻止受孕(Dorniak 等，2011)。 

子宫内膜可能是发育中胎儿 Ω-6 脂肪酸的主要来源。事实上，Meier 等人(2011)观察到 (R2 

=0.55;P = 0.01)妊娠角子宫内膜中花生四烯酸的浓度与胎体大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妊娠第

17 天，胎体长度越长，子宫内膜花生四烯酸越少)。此外，Ribeiro 等人(2016b)报到：妊娠第 15

天子宫液中花生四烯酸和前列腺素的浓度呈负相关(R2 = 0.28;P < 0.05)。因此, 在间情期后，

一个健康的延伸子宫孕体应该防止子宫内膜细胞溶黄体脉冲产生前列腺素 F2α。此外，脂肪酸

补充的重点应该从控制溶黄体前列腺素脉冲的产生转移到发现支持孕体发育的最佳脂肪酸谱，

其中可能包括 Ω-3 和 Ω-6 脂肪酸。 

 

产后健康对未来的生育能力至关重要 

 

从干奶期到哺乳期的转变伴随着奶牛新陈代谢的重大调整，以支持牛奶的合成。在产后的

头几周，营养需求急剧增加，饲料摄入量不足以满足营养需求。因此，奶牛产后对热量和营养

的需求只能部分通过饲料的消耗来满足，这导致了从身体组织中广泛动员营养。脂肪组织尤其

受到胰岛素血液循环浓度降低的影响，胰岛素会上调储存甘油三酯水解的脂解信号，增加非酯

化脂肪酸(NEFA)的可利用性作为能量底物。因此，泌乳奶牛在产后通常会失去大量的体重，这

取决于能量负平衡的程度。 

在围产期大量调动身体储备会引起炎症。奶牛脂肪组织过多的细胞环境脂肪酸的动员刺激

巨噬细胞浸润并分化为促炎表型(Contreras et al.，2017)。炎症介质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ɑ)

和白细胞介素- 6(IL6)从脂肪细胞分泌，尤其是内脏脂肪，它们降低胰岛素的细胞内信号。大部

分 NEFA 从脂肪组织中动员，由饱和脂肪酸组成，主要是 C16 和 C18，它们具有结合钟样受体

并具有激活免疫细胞的能力，从而导致产后代谢压力(Contreras 等，2010)。微生物感染和奶牛

产后常见的临床疾病如子宫内膜炎、乳房炎、皱胃移位、蹄叶炎等，进一步增加了奶牛产后代

谢适应引起的炎症。 

综合考虑，过多的体况(BCS)损失和临床疾病影响约 50%的产后奶牛。这两种情况都会对

奶牛的繁殖生物学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延迟产后发情周期的恢复，阻碍胚胎早期发育，包括

植入前孕体的延长(Ribeiro et al., 2016a; Ribeiro and Carvalho, 2017)。每次人工授精的怀孕几

率降低了约 30%，后续不孕的几率增加了 2 倍，每次人工授精的产犊几率降低了 42%，从产

犊到怀孕的间隔延长了数周，更多的奶牛因为繁殖失败而被淘汰。在孕体延伸方面，有产后障

碍的奶牛存在伸长延迟、子宫液中干扰素浓度降低、外周白细胞中干扰素刺激基因表达(Ribeiro 

et al.，20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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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脂肪酸与产后炎症的矛盾 

 

因为产后炎症是一种常见的特征问题，导致在繁殖时期损害繁殖能力，多重事件影响炎症

的程度而降低了繁殖的程度，炎症过程中可能有一个核心作用在调节产后疾病而长期影响奶牛

繁殖生物学。因此，降低临床疾病发生率、减少产后体况（BCS）损失或减轻炎症的管理措施

都有可能提高奶牛的繁殖性能。因此，在产后早期饲喂必需脂肪酸有利于之后的繁育期，原因

有很多：1) 增加了日粮的能量密度，如果能保持饲料的摄入量，可以改善奶牛产后的能量平衡，

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况（BCS）损失和代谢压力；2）可改善免疫细胞功能，降低产后临床疾病的

发生率；3）可调节产后炎症的程度，促进产后炎症的消退。然而，结果取决于补充脂肪酸的类

型。 

通过补充 Ω-6 脂肪酸可以降低产后疾病的发生率，这种脂肪酸可以增加炎症介质(即 2 系

列前列腺素)的产生，并可能提高免疫系统在产后对抗感染的能力(Silvestre et al.，2011)。尽管

如此，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许多奶牛在产后会加剧炎症，尤其是那些患有临床疾病和大量丧失

体况的奶牛。炎症加剧会导致更剧烈的疾病行为，更显著地减少饲料摄入量，增加能量和营养

的分配，以支持免疫系统，潜在的更长的恢复时间，以及对牛奶生产和繁殖性能产生更大的影

响。另一方面，控制炎症通常是通过补充 Ω-3 脂肪酸来实现的。因此，关键问题是是否应该通

过补充 Ω-6 而增加了产后炎症，或通过补充 Ω-3 脂肪酸而减少炎症。理想情况下，管理策略应

该努力在不增加产后炎症程度的情况下改善免疫细胞功能，这可能被许多人视为一个悖论。 

评估注射消炎药治疗效果的研究可能为控制产后炎症对奶牛是好是坏提供一些思路。分娩

24 小时内服用非甾体抗炎药氟尼辛甲氨苄，会在产后头 2 周增加产后发热(优势比率，OR = 

1.7)、胎盘滞留(OR = 2.6)和子宫炎(OR = 1.5)的几率，并降低产奶量(1.6 kg/天) (Newby et al.，

2009)。另一种对环氧化酶-2 （COX-2）选择性更强的非甾体抗炎药美洛昔康(meloxicam)也进

行了类似的研究，但未能显示出产后健康和产奶量的差异(Newby et al. 2013)。尽管如此，从

分娩后 12 - 36 小时开始，连续三次每日灌注水杨酸钠(125 g/奶牛/天)或一剂美洛昔康(675 mg/

奶牛)，整个哺乳期的产奶量都会增加(Carpenter et al.，2016)。在诊断为产褥期子宫炎的奶牛

中，在采取抗菌治疗方案的同时应用单剂量氟尼辛葡甲胺注射液并没有改善临床治愈、诊断后

一周的产奶量和之后的繁殖性能(Drillich et al.，2007)。然而,使用 6 个剂量的氟尼辛葡甲胺产

后子宫炎的治疗方案(在前两天 2.2 毫克/公斤每天两次, 在接下来的 2 天一天一次)减少发热的

发生率，缩短从产犊到恢复发情期的间隔，并似乎改善了子宫退化(Amiridis et al ., 2001)。此

外，在临床乳腺炎的抗菌治疗中添加美洛昔康，与对照组相比，可使人工授精后第一个人工授

精期的妊娠期延长，并可使泌乳后第 120 天怀孕的奶牛比例增加(McDougall et al.，2016)。总

之,这些研究表明炎症对分娩是至关重要的，可能涉及胎衣的排出，但产犊后几天炎症的有效控

制，特别是在预计的情况加剧炎症，可能影响奶牛的健康和随后的生产性能。因此，平衡产后

炎症和抗炎介质将是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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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co 等人(2015)的一项研究评估了从产后第 14 天开始改变泌乳奶牛日粮中 Ω-6 和 Ω-3

脂肪酸的比例的效果。日粮处理是等热量的，并使用多种来源的补充脂肪酸(鱼油、红花油和棕

榈油的钙盐)来配制日粮中 Ω-6 和 Ω-3 脂肪酸的三个不同的比例：6:1、5:1 和 4:1。各处理添加

的脂肪酸总量相同。将比例从 6:1 降低到 4:1 从而增加补充的 Ω-3 脂肪酸的比例，减少了由乳

房内脂多糖挑战引起的炎症与和增加牛奶产量。Greco 等(2015)使用的方法，其中 Ω-6 和 Ω-3

脂肪酸的比例是优先考虑的，而不是只提供其中一种或另一种，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以

平衡产后炎症的程度，并将其对牛奶生产和繁殖的长期影响最小化。 

 

结论 

 

奶牛的妊娠损失是巨大的，并威胁到奶牛群的繁殖效率和可持续性。这些损失的很大一部

分发生在孕体发展的早期阶段，包括延伸阶段。植入前孕体的延长是母体认识、植入和妊娠存

活的前提。脂类，尤其是必需脂肪酸，除了是合成快速生长的孕体的生物量所必需的，似乎是

细胞生物学在伸长过程中协调的关键。因此，在奶牛繁殖时，在奶牛的日粮中补充必需脂肪酸

有可能提高孕体的延长，从而提高怀孕期的存活率。事实上，许多研究评估了补充必需脂肪酸

的影响，特别是 Ω-3 脂肪酸，报告说，人工授精的怀孕率更高，减少了怀孕损失。然而，结果

仍然是可变的，更好地理解必需脂肪酸对子宫生理的作用将有助于制定更好和更一致的策略，

以尽量减少怀孕早期和晚期的损失。 

临床疾病和过多的身体储备损失是产后奶牛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导致奶牛在随后的繁殖期

怀孕损失的重要危险因素。产后炎症加重似乎是影响奶牛繁殖能力的常见产后症状。因此, 产

后早期补充必需脂肪酸也可以增加奶牛的繁殖能量摄入和最小化体况的损失，通过提高免疫细

胞功能和减少临床疾病的发病率，或通过控制产后炎症的程度和提高产后临床康复和降低代谢

问题。在促炎的 Ω-6 脂肪酸和抗炎的 Ω-3 脂肪酸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似乎是优化从干奶期到哺

乳期转变的一个合理策略，这将对整个哺乳期的性能产生重大影响。在围产期奶牛的营养管理

中，一个主要的挑战是找到既能提高免疫细胞功能又不会导致产后炎症加剧的策略，这一直被

许多奶牛研究人员视为一个矛盾。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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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殖 

奶牛产后代谢与繁殖的关联机制 

Matthew C. Lucy 

密苏里大学动物科学系 

 梁荣峰译  巫立新校 

 

前言 

 

在美国每头牛的奶产量都在增加。产奶高峰期在泌乳早期，通常在产犊后 30 至 60 天内，

奶牛子宫恢复和卵巢又回归到发情周期。牛奶生产的竞争过程、子宫的恢复和卵巢恢复活动会

在逆境中，特别是如果泌乳早期独特的过程同时出现而变得不平衡，在泌乳早期奶牛经历能量

负平衡和(或)代谢疾病。一个潜在的最终结果是奶牛在繁殖期间不会妊娠。理解泌乳前 60 天与

随后繁殖成败的关联机制是牧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本文将特别着重于葡萄糖，因为它的双重用途是作为奶牛泌乳的一个主要成分，也是一个

分子，同时可以对产后子宫健康有明显作用，并对随后妊娠的确立具有协调同流机制。 

 

为什么葡萄糖参与泌乳和繁殖 

 

葡萄糖代谢给奶牛带来了一个有趣的挑战。瘤胃内的微生物将碳水化合物发酵为挥发性脂

肪酸 (VFA)，可以被氧化为能量。除了 VFA，蛋白质和脂肪通过瘤胃进入下消化道被吸收，并

用于合成乳蛋白和脂肪。每生产 1 公斤牛奶需要 72 克葡萄糖(Bell，1995)。大部分葡萄糖直接

转化为牛奶乳糖。虽然葡萄糖是瘤胃内碳水化合物消化的主要产物，但它被迅速发酵成 VFA。

因此，葡萄糖必须在产后奶牛的肝脏通过葡萄糖异生作用再合成(图 1)。泌乳早期奶牛每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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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产后早期奶牛的葡萄糖与繁殖系统潜在相关的代谢过程。在肝脏通过葡萄糖异生作用由

来自瘤胃发酵产生的前体物和肌肉以及脂肪组织的分解代谢合成葡萄糖。葡萄糖可以最终控制

血液循环的胰岛素 (直接) 和肝脏 IGF1 的产生(通过胰岛素刺激 IGF1 合成和分泌)。葡萄糖也

是牛奶生产过程中乳糖合成所必需的前体物。血液循环葡萄糖低可能会损害在泌乳早期所需重

新建立妊娠的繁殖过程。 

 

生产 50 到 100 公斤牛奶。这相当于仅合成牛奶每天就需要葡萄糖 3.6 到 7.2 公斤。奶牛经历

了一系列的协调同流适应，旨在提升葡萄糖供应 (Bauman and Currie，1980)。除了在产犊后

短期内肝脏葡萄糖异生作用的大量增加，奶牛还承担了胰岛素的耐受状态，将葡萄糖再回到乳

腺 (Giesy et al.，2012)。这些机制的苦恼在于由于满足不了葡萄糖的需求产后奶牛有慢性低血

糖症。 

葡萄糖可以通过它的生产量精密调节内分泌激素，如：胰岛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IGF1)

协调整个动物的新陈代谢(Lucy，2008)。葡萄糖会导致胰岛素释放，胰岛素将营养物分配到脂

肪组织和肌肉。胰岛素也刺激肝脏释放 IGF1 进入血液循环(Butler et al.，2003)。在泌乳期间

只要葡萄糖、胰岛素和 IGF1 保持低浓度，奶牛即保持分解代谢(组织损失)状态。只有在泌乳后

期当乳腺分泌较少的乳汁，血液胰岛素和 IGF1 增加，奶牛将葡萄糖分配给脂肪组织和肌肉 

(合成代谢状态) 时，葡萄糖缺乏才会得到纠正。从分解状态到合成代谢状态的开关是生殖轴的

关键调节器 (下川岛等，2012)。 

 

产后早期血糖与繁殖的相关性 

 

产犊后血糖浓度降低。血糖的降低在理论上是由牛奶生产需要葡萄糖引起的。当我们检查

产后早期奶牛的血糖浓度时发现，第一次人工授精(AI)后妊娠的奶牛比没有妊娠的奶牛在产犊

日和产后 3 天的血糖浓度要高(Garverick et al.，2013)。血清非脂化脂肪酸 (NEFA) 浓度与随

后妊娠也存在相关性(第一次 AI 后妊娠的奶牛比没有妊娠的奶牛，产后 NEFA 浓度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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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也确定了产后早期葡萄糖和随后繁殖之间的关联。例如，在 Green et al. (2012)

的研究中，产后大约 60 天 AI 后没有妊娠比妊娠的奶牛在产后前 30 天的血糖浓度低。有趣的

是，在泌乳和非泌乳奶牛(Green et，2012)中观察到后来妊娠或未妊娠的奶牛血糖的差异。产

后 (产后 30 至 60 天) 血浆葡萄糖浓度与妊娠无关。 

在爱尔兰(Moore et al.，2014)进行的单独研究中，对既有高(Fert+) 也有低 (Fert-)繁殖率

的奶牛进行了血糖浓度检测。爱尔兰的研究表明：在产犊日和产犊后一周葡萄糖高的奶牛繁殖

率也高。产犊后，Fert+和 Fert-奶牛的血糖浓度相似。最后，在最近对产前营养和随之产后繁

殖的研究汇总分析中，Cardoso et al. (2013)确定，产后 3 和 4 周血糖浓度较高与更短时间妊

娠相关。 

所描述的血糖和妊娠之间的关系一般是在泌乳第一个月内产后早期血糖浓度，葡萄糖测量

在妊娠确定后几个月。建议了解产后早期的代谢状况，包括血糖浓度以预测之后的繁殖率。一

个关键的问题是，产后早期奶牛的新陈代谢状况如何控制在产后几个月后发生的导致妊娠的繁

殖过程。 

 

血糖进入速率控制产后奶牛的其他代谢产物 

 

葡萄糖可能是产后繁殖的催化剂，因为它作为牛奶生产的前体物，也是繁殖过程必不可少

的。然而很难说繁殖功能的任何变化是否是单个激素/代谢物的作用结果，还是一些激素或代谢

物在产后协调作用的结果。 

为了尝试确认葡萄糖作为整个系统的主要代谢驱动因素的可能性，我们以生理上相关的方

式将葡萄糖注入产后早期奶牛。葡萄糖每日剂量从 500 增加到 1500g/天通过颈静恒定输入葡

萄糖(Lucy et al.，2013)。葡萄糖输注增加血液胰岛素浓度。输入葡萄糖 NEFA 和 β-羟基丁酸 

(BHBA)均显著降低。除了胰岛素和血液循环代谢物的变化，葡萄糖输注增加了血液循环 IGF1

浓度。胰岛素可能通过它的功能调节葡萄糖对 IGF1 的刺激作用使其恢复生长轴。胰岛素可能

有通过它的耦合亲躯体轴生产能力调解葡萄糖对 IGF1 的刺激作用。葡萄糖输注研究证明：单

个分子，如：葡萄糖可以迅速逆转代谢状况，即：泌乳早期的特征 (较高的 NEFA 和 BHBA 与

较低的胰岛素和 IGF1)。根据这些结果在泌乳早期葡萄糖进入率相对于需求具有协调一致机制

的可能。这些机制可能会影响产后 30 天繁殖系统所经历的回归。 

 

产后早期葡萄糖如何能影响产后繁殖？ 

 

泌乳早期过程中的血糖不足，理论上损害了依赖葡萄糖的组织的功能。代谢物，如 NEFA 

和 BHBA 以及胰岛素和 IGF1 也可能在控制组织功能方面发挥作用。产后头 30 天可能是代谢

物和代谢激素对繁殖的影响最关键的。产后 30 天内发生两个重要的过程-恢复卵巢周期性和子

宫复位。这两个基本过程可能会直接受到葡萄糖的影响。 

卵巢周期性产后恢复。对代谢物和代谢激素进行的大量研究聚焦于卵巢周期性的重新启动。

卵巢静止的奶牛是不育的。此外，繁殖期前的每一个发情周期，繁殖率一般都有改善。传统的

研究重点是了解控制繁殖期前卵巢活动恢复时间的机制。一个共同的话题是胰岛素、IGF1 和

产后奶牛开始循环的积极关联(Velazquez et al.，2008)。 

各种各样的代谢物和代谢信号可以在下丘脑的水平上起作用，以增加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GnRH)和促黄体激素 (LH) 释放 (LeRoy et al.，2008)。LeRoy et al.，（2008)得出结论：葡萄

糖和胰岛素是在产后对下丘脑促性腺激素分泌发挥作用最可能的分子。在卵巢的水平，胰岛素

和 IGF1 促进卵泡细胞的增殖、分化和生存(Lucy，2008; Lucy，2011)。当任何激素与促性腺

激素 [卵泡刺激激素 (FSH) 或 LH] 协同作用时，观察到胰岛素和 IGF1 最重要的作用。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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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确实控制着动物的胰岛素分泌，并最终通过胰岛素释放控制肝脏 IGF1 分泌。因此，血液循

环葡萄糖和胰岛素/IGF1 系统在整个动物的功能上是相互关联的(Lucy 2011; Kawashima et al.，

2012)。 

当已知最极端的相似状态发生时，发现产后激素和代谢物以及随后繁殖之间的关联。因此，

产后早期代谢的状况既可以通过对基因组的永久性影响 (表观遗传机制)，也可以通过改变细胞

本身的化学成分来对卵巢组织产生重大影响。也许这个代谢痕迹的最好例子是产后早期 NEFA

和它对卵母细胞的成分和滤泡细胞功能的影响(Leroy et al.，2011)。在产后早期对基因组进行

永久性的表观遗传修饰，可能影响滤泡细胞的长期发育能力，目前还没有证明。 

子宫的健康和免疫功能。产后卵巢活动的重新启动是产后代谢研究的传统重点。然而，最

近更强调子宫健康和子宫免疫细胞功能所占据的中心位置，以确定产后奶牛的繁殖成功

(LeBlanc，2012; Wathes，2012)。正常情况下，在产后第一个月子宫恢复完成。在恢复过程中，

子宫体积缩小，重建腔上皮，免疫细胞 (主要是中性粒细胞或 PMN) 渗入子宫以清除残留的胎

盘组织和传染性微生物(LeBlanc et al.，2011)。产后奶牛有一个免疫系统抑郁，特别是在产犊

后第一个月。关于子宫的恢复和疾病，目前的理论是产后奶牛的代谢环境通过对中性粒细胞功

能的影响抑制先天免疫系统（Graugnard et al.，2012; LeBlanc，2012)。在大多数情况下，产

后奶牛体内营养物质和代谢物的血液循环浓度变化与那些有益于中性粒细胞的功能完全对立。

中性粒细胞功能的体外分析与流行病学证据之间有很好的一致性，表明围产期异常代谢可使奶

牛在产后早期易发生子宫疾病并产后不孕(Chapinal et al.，2012)。 

葡萄糖是中性粒细胞用来产生氧化爆破导致杀伤活性的主要代谢燃料。葡萄糖在中性粒细

胞内储存为糖原。中性粒细胞在从骨髓祖代细胞释放之前，会经历一段短暂的 (大约 14 天) 的

成熟和分化。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肝糖原储存在中性粒细胞内。产后奶牛中性粒细胞中肝糖原

浓度下降的方式类似于产后血糖的降低(Galvão et al.，2010 )。Galvão et al.，（2010）观察到

在奶牛有子宫疾病时中性粒细胞中的糖原含量较低。他们的结论是：较低的糖原储备导致中性

粒细胞氧化爆破的能力降低，从而使奶牛患上了子宫疾病。 

大多数可用的数据表明，产前奶牛的代谢状况对于随后的子宫健康和 (或) 妊娠的建立同

样重要(Castro et al.，2012)。在他们的工作中，Moyes et al. (2013) 设立生理失衡指数得出结

论，包括 NEFA、BHBA 和葡萄糖指数是专门预测产后子宫疾病的，特别是使用产前指数。在

所有可能的情况下，与子宫疾病相关的代谢状况是在产犊之前或不久之前开始的。并不奇怪在

产犊时生理活动相当灵敏的本性和泌乳开始的机制同步。奶牛的同步能力 (即葡萄糖、脂质动

员等的能力)和对疾病的固有抵抗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产犊后，但在理论上其基本的生理变化

是在产前发生的。 

 

产后代谢状况的影响 (繁殖期) 

 

假设子宫彻底恢复，奶牛已经开始正常发情了，那么奶牛在繁殖期的新陈代谢状况会有什

么影响呢？产后奶牛的新陈代谢状况(产后 30 天以上) 仍涉及较低浓度的葡萄糖、胰岛素和 

IGF1，尽管 NEFA 和 BHBA 的浓度通常是正常的。 

繁殖期的发情周期。与未产奶牛的发情周期相比，泌乳奶牛发情周期性的规律较少。同样

的激素影响奶牛启动发情周期性循环(胰岛素，IGF1 和 LH) 也与卵泡和黄体的功能有关。泌

乳产生的激素环境 (在本例中血糖、胰岛素和 IGF1 浓度低)可能会影响卵巢细胞对促性腺激素

的反应能力。正常繁殖的奶牛，通过卵泡和黄体酮产生的黄体可能会潜在地影响雌二醇的产生。

低血糖可能会危及卵巢细胞中的各种基本代谢过程，包括依赖葡萄糖能量的卵子 (Berlinguer et 

al.，2012 )。在最近对牛卵泡的研究中，Walsh et al. (2012)的结论是：类固醇合成急性调控蛋

白 (STAR) 基因表达，类固醇限速酶，是由泌乳早期的代谢状况具体调节的。即血糖、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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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IGF1 浓度低。与干奶牛相比，泌乳牛的类固醇代谢可能性更大，这可以解释为泌乳牛的干

物质摄入量更大(Wiltbank 等，2011)。排卵前卵泡循环的雌二醇较低可能导致异常的卵泡生长

模式，发生无排卵、多次排卵，也降低发情表现(图 2)。 

                                            

图 2. 代谢、代谢激素和代谢物导致产后奶牛发情周期异常、不孕和胚胎损失相关的机制。卵

泡和黄体细胞对血液代谢物浓度和生长因子的变化有反应。由卵泡和黄体产生的类固醇会降低

血液循环浓度，因为它们是由泌乳牛肝脏高度新陈代谢的。由于降低类固醇合成能力和大量的

类固醇代谢卵巢卵泡可能无法精心安排内分泌生理学的发情周期。卵泡内分泌衰竭可导致发情

周期和卵巢异常，以及质量较差的卵母细胞不可能使受精卵发育。黄体由卵泡细胞产生。如果

卵泡受损，黄体也可能会受损，并导致血液黄体酮低和胚胎丧失。 

 

黄体功能异常。更多的类固醇代谢与导致泌乳奶牛血液循环孕酮低的机制有牵连。孕酮低

在受精后的第一周导致胚胎发育缓慢使奶牛胚胎损失(Lonergan，2011)。孕酮刺激子宫营养素

分泌，子宫营养素分泌较少导致孕酮浓度低，致使胚胎发展缓慢。胚胎发育缓慢不能达到足够

大小，以产生足够阈值的干扰素-tau(IFNT)信号(Robinson et al.，2008)。妊娠失败是因为母体

不能识别妊娠和经历黄体退化而没有妊娠。一些作者最近回顾了与异常黄体发育和早期胚胎损

失关联的机制流程 (Pursley and Martins，2011; Wiltbank et al.，2011; Bridges et al.，2013 )。 

葡萄糖作为发育中胚胎和胎儿的底物。葡萄糖通常被认为是通过线粒体氧化磷酸化作用产

生 ATP 的一个关键的能量来源。然而无论是乳腺还是妊娠，葡萄糖都不是主要用于代谢燃料的

生产。在乳腺中大部分的葡萄糖被用来制造牛奶乳糖。同样地在子宫和胎盘中大部分的葡萄糖

都被用来合成细胞成分，如：核苷酸、氨基酸、脂质等，这一现象被称为“Warburg 效应”是细胞

增殖的典型特征(Vander Heiden et al.，2009)。 

Green et al. (2012)的研究：奶牛在产犊后要么正常挤奶，要么干奶 (不挤奶)。这项研究的

一个主要结论是：在妊娠的时候泌乳奶牛的胎儿和胎盘比干奶牛的胎儿和胎盘轻又小。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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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与干奶牛相比泌乳牛的葡萄糖含量较低，可能是因为泌乳期间母体葡萄糖浓度 (Lucy et al.，

2012)。妊娠时葡萄糖低可能会潜在地影响妊娠的发展，因为妊娠依赖于葡萄糖作为组织合成和

代谢能量的基质 (Battaglia and Meschia，1978)。 

因此，胎儿和胎盘的生长取决于奶牛的新陈代谢环境 (图 3)。产后奶牛低浓度的葡萄糖可 

 

图 3. 泌乳牛 27 天(左)胚胎的超声图像和妊娠母牛的葡萄糖模型(右)。胚胎是漂浮在子宫角流

体内的小卵球形回声结构 (箭头)。胚胎使用葡萄糖作为其生长的主要碳源。泌乳导致血糖浓度

下降，因为乳腺使用葡萄糖合成乳糖。胎盘液中葡萄糖浓度低于母体血液循环中的葡萄糖浓度。

泌乳牛与干奶牛相比胎盘液中葡萄糖含量较低(Lucy et al.，2012)。较少的葡萄糖到达胚胎可能

是泌乳奶牛胚胎发育缓慢的原因。 

 

能会导致奶牛妊娠失败，因为胎盘可能没有足够的基质来创造新的细胞。无能力和缓慢发育的

胎盘最终可能危及胎儿。一旦胎儿死亡胎盘就会死亡黄体退化。乳腺具有葡萄糖的优先地位，

但无论是乳腺还是子宫/胎盘都没有能力通过葡萄糖转运蛋白浓缩葡萄糖。更大的血液流向乳腺，

这就决定了它从血液循环中获得葡萄糖的能力。 

    很少有发表在牛身上的研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胎儿/胎盘的生长速度较慢是否会导致妊娠

的失败?”马的胚胎小泡发育迟缓通常会导致胚胎损失(Carnevale 等人 2000)。最近几项关于牛

的研究表明：妊娠期间奶牛的 PAG 血液浓度较低，导致妊娠失败和流产的可能增加(Thompson 

et al.，2010; Pohler et al.，2013)。血液 PAG 浓度低可能表明这头牛胚胎或胎儿较小。 

 

结论 

 

泌乳牛的内分泌代谢环境影响奶牛产后妊娠的能力。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激素负责繁殖机

制，支持泌乳也可以在子宫和卵巢起作用，影响繁殖期之前和期间的功能。除了激素环境泌乳

所产生的代谢环境，包括低血糖和升高的 NEFA 和 BHBA 影响卵巢和免疫系统对产后奶牛的子

宫恢复和健康发挥关键作用。泌乳早期代谢环境对子宫和卵巢功能有永久性影响的具体机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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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同样不清楚的是将泌乳与泌乳奶牛妊娠损失的倾向挂钩的机制。血液黄体酮和血糖浓

度低的泌乳牛胚胎或胎儿生长速度缓慢可能是解释妊娠失败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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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免疫与繁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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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立新译 

 

前言 

 

生殖和免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相互作用的生理过程，具有共同的要素。奶牛的繁

殖有几个关键的关卡，在这些关卡中，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是必要的，而免疫反应的失调可

能导致繁殖失败。了解这些过程是解决奶牛生殖问题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对奶牛的管理既影

响繁殖又影响免疫。营养是优化生殖和免疫功能的关键管理工具。饲喂足够的卡路里、脂肪和

蛋白质，以及适当刺激内脏相关免疫组织的元素，已经被证明对奶牛的繁殖和健康有积极的影

响。 

在目前的管理模式下，大多数奶牛只经历两个泌乳期。妊娠或乳房炎的问题是将奶牛从挤

奶群中剔除的主要原因。与乳房炎相关的炎症与不孕有关(Hanson et al.，2004;Schrick et 

al .,2001)。其他组织或系统的炎症问题可能与生殖道有关。 

 

先天免疫 

 

作为先天免疫的一部分，屏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机体内部结构的关键和非特异性

保护。皮肤破裂或脱落，或粘膜受损，问题很快就会随之而来。物理屏障在先天防御中的价值

从未受到质疑。当我们逐渐了解到这个世界充满了微生物时，我们认识到身体的物理屏障表面

覆盖着控制微生物生长的化合物。皮肤干燥，并被有机酸和特定油脂覆盖，以促进一些微生物

的生长，并阻止大多数其他微生物的生长。动物体内与外界相互作用的部分表面被黏液所覆盖，

黏液可以捕获微生物，而系统(如纤毛或肌肉起伏)可以移动黏液，清除被捕获的微生物。这些物

理屏障是第一道防线。 

粘膜覆盖的表面形成了眼睛、呼吸道、胃肠道与外界的界面，动物的繁殖腔道也构成了有

效的屏障。粘液是许多微生物的有效陷阱。呼吸道中的粘液和纤毛细胞将入侵的微生物从呼吸

道中清除出来，使它们从口中排出或被吞咽。在胃肠道中，平滑肌的收缩波动会使胃肠道内的

物质流动，带走许多病原体。此外，抗菌肽，糖结合蛋白(称为凝集素)，识别微生物的结构导致

入侵者的聚集。然后，酶和酸抑制这些病原体的生长。控制关键营养素和矿物质的蛋白质也被

分泌到粘液中。此外，在胃肠道中，pH 值随着食物的通过而发生显著变化。这导致了许多微生

物的死亡。酸性化合物也被分泌到雌性生殖道的最外层。这些“选择”将会促使哪些微生物生长，

哪些微生物很难生长。 

这些屏障功能共同构成了先天免疫中真正非特异性的部分。这些措施被广泛应用，以防止

微生物成为入侵者，并对所有来客进行完全相同的处理。除了分泌的酶和抗微生物肽外，这部

分几乎没有“效应活性”，而且这些元素似乎都不是由于感觉皮肤或粘液中存在微生物而分泌的。

然而，这些障碍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我们一直在重新发现先天免疫的力量和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它

是免疫的一部分，能够感知和应对外来入侵。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发现能够识别“病原体”(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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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基本上是所有微生物)保守结构的受体，以及它们如何在细胞内发出信号，启动宿主体内复杂

的炎症反应。这项研究已成为许多评论的主题。然而，其中三个是我最喜欢的。Beutler(2004)

是最完整的，Janeway 和 Medzhitov(2002)对所有生物体的先天免疫及其保守程度的报道是最

全面的，而 Medzhitov 和 Janeway(2000)对先天免疫进行了最全面的综述。这些综述主要集中

在感觉危险的外来入侵者的受体，以及参与激活先天免疫系统的一系列核心、常见的信号通路。

它们提供的有关细胞和因子的讨论要少得多，这些细胞和因子执行着清除入侵微生物的功能效

应。 

先天免疫反应可分为两大活动。首先，必须确认来自环境的微生物的共同特征已进入动物

体内。这是先天免疫的感觉成分。感知可以发生在细胞或分子水平。第二个部分是活动起来，

它允许结合、瞄准或杀死微生物入侵者。同样，先天免疫系统的细胞或分子可以执行先天免疫

的这些功能。先天免疫系统对危险的外来入侵者使用固定的传感器阵列。当它们遇到时，响应

的执行臂就会变得活跃。这些过程是由信号网络连接，最近详细描述为导致细胞因子的产生、

脂类媒介、抗菌蛋白的释放以及效应细胞和分子的活化。 

先天免疫系统在动植物王国中都有体现。大多数传感器元件是高度保守的。 

这些感受器在所有物种中都以类似的形式存在。自体和异体的定义被认为是免疫保护的基础，

在先天反应中定义最清晰。先天反应的活动在出生时就已经准备好了，在遇到危险的外来入侵

者时不断地准备着采取行动，并且在没有显著变化的情况下，重复地使用相同的传感器阵列和

反应来解决这些入侵者的问题。先天反应是由生物程序控制的。它是建立在几百个受体的存在

的基础上，这些受体通过细胞内和细胞外的有限的分子通路发出信号，导致一组共同的激活“杀

戮系统”，清除入侵者的身体。总的来说，这些即时反应系统是非常有效的，能够保证身体的安

全平衡。在包括食用动物在内的哺乳动物中，这种先天免疫反应是由较慢但更集中的适应性免

疫反应所支持的。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将在后面讨论。 

自从 20 年前我们开始仔细观察以来，已经发现了许多传感器分子家族。最完整的研究是

警钟样受体家族(TLR 家族)。这个家族的外来入侵者和细胞损伤感知分子是在所有动物都是高

度保守的。在食用动物中，已经证实 9 种不同的 TLR 分子。这些分子分布在细胞表面或细胞膜

上。它们在细胞表面和细胞内部都能识别外来入侵者的分子特征 (如细胞壁成分、细菌鞭毛蛋

白等疏水性蛋白以及 DNA 和 RNA 处理的微生物模式)。此外，它们还能识别细胞外环境中常

见的细胞损伤模式。 

除了 TLR 家族，许多其他家族的传感器分子已经被描述，但只在小鼠或人类中有良好的特

征。人们对牛、山羊、绵羊、马或猪的相似之处所知甚少。在未来的几年中，我们可能会对这

些疾病有更多的了解，它们可能会增强我们发现疾病发病机制的能力。微生物组分的传感器家

族分别为革兰氏阴性和革兰氏阳性细胞壁结构(TLR4 和 TLR2[以 TLR1 或 TLR6 为伙伴])，细

菌鞭毛疏水域(TLR5)，双链 RNA (TLR3)，非甲基化 DNA (TLR9)，核酸折叠(TLR7 和 8)，脂

质结构域(C3 裂解结构)和糖基化模式(MBL)，为危险信号传递和炎症事件连续的启动提供了环

境。这些受体激活后的信号会启动两种核心通路中的一种，称为 MyD88 或 TRIF。这两种途径

都通过 Nf-kB 核激活蛋白导致基因激活核蛋白的激活。从这个基因的激活，炎症事件的级联展

开导致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的产生，前列腺素，血管活性介质和其他导致疾病迹象的过程。 

除了直接识别入侵微生物的产物外，还有检测细胞损伤的传感器。细胞损伤识别的主要触

发因素之一是热休克蛋白家族(简称 HSP)。这个家族的成员与细胞表面的几个细胞外传感器相

互作用，从而启动炎症级联反应或促进其发展。这些蛋白质可以在细胞内移动其他蛋白质，并

帮助它们进行适当的折叠，但不应该在宿主细胞外看到它们。这是损坏的确切信号。 

先天免疫系统具有多种效应活性。这些活动要么通过激活细胞来清除和杀死入侵者，要么

通过分子形成复合物来“结合”入侵者或直接杀死入侵者。这些效应器有固定的功能。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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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使用相同的工具来接近所有入侵者，并尝试以相同的、预先编程的方式清除和杀死入侵者，

而不考虑所遇到的特定入侵者。 

先天免疫系统的细胞效应因子包括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

和肥大细胞。一旦它们在细胞内有入侵者或损坏的成分，在被隔离的隔间里，这些细胞就会释

放自由基、酶和其他杀伤分子到包含入侵者的隔间里。这将有效地将入侵者分解成对宿主无害

的小块。此外，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可能会遇到入侵者(通常是附着在表面的一组入侵者)，这

些入侵者不容易被肌体吸收。在这一点上，这些细胞释放它们的杀伤分子到细胞外空间，并试

图在入侵者的地方就地杀死入侵者。通常，这种杀伤能力的释放会导致宿主细胞的损伤，这种

损伤被认为是疾病症状的一部分。先天免疫系统的所有细胞也会制造和释放改变血液流动的化

合物，让液体、蛋白质以及更多的细胞进入被入侵和破坏的组织。这会导致感染部位的肿胀、

发红和疼痛。除了与先天免疫功能相关的细胞外，上皮细胞还利用许多相同的传感器来启动和

调节对入侵者和损伤的局部反应(Akira et al.，2006;Schaefer 等人，2005)，这些变化通常被视

为疾病的迹象。 

先天免疫系统的感应器可以识别细胞外空间的入侵者。有许多分子在这种识别中发挥作用，

但蛋白质的补体系统和甘露糖结合凝集素(MBL)家族的糖结合蛋白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被

称为 C3 的补体蛋白对微生物和包膜病毒入侵者的表面特别敏感。当这种蛋白质遇到入侵者时，

它会分裂成 C3b 和 C3a 两部分。C3b 导致蛋白级联激活，可通过在入侵者的脂质膜上“钻孔”直

接杀死入侵者。C3a 从循环系统中招募先天免疫系统的细胞，特别是那些变成巨噬细胞和中性

粒细胞的细胞。C3a 也激活这些细胞。MLB 认识到入侵者表面成分中添加糖的共同模式。MLB

在这些结构上与终端甘露糖结合，导致 C3 分解。同样的，C3b 可以直接杀死入侵者，C3a 可

以招募和激活为先天免疫系统提供效应活性的细胞。 

被入侵者激活和破坏的细胞也会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细胞因子是一种激素，

可触发 TLR 受体发出信号后的炎症激活事件(以及它们的亲属)感觉到入侵者和危害。趋化因子

是一类细胞因子，主要将先天免疫系统的效应细胞吸引到入侵和破坏的部位。细胞因子在对抗

入侵者方面有很多作用。其中一些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TNF)和白细胞介素 1 (IL-1)，从

侵袭部位进入大脑调节体温。结果就是发烧，这是疾病的主要症状。在另一种情况下，细胞因

子增强或抑制细胞代谢，以帮助对抗或饿死入侵者。与入侵者相遇后产生的细胞因子和趋化因

子常常在宿主如何识别入侵者引起的疾病症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们影响症状的时间、严重

程度和定位，并为疾病的性质提供线索。 

除了细胞因子蛋白信使外，机体还利用一系列脂质介质。在识别和治疗食用动物疾病方面

最受重视的是前列腺素和白三烯。这些介质与疼痛和发烧有关。因此，它们在我们既能看到又

能调节的疾病过程中发挥作用。 

由入侵者引起的先天免疫激活所引起的一连串事件与该入侵者引起的疾病迹象密切相关。

先天免疫引起的体征包括：发热、局部肿胀、发红、发热和疼痛。 

脓也是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浸润到已被侵袭的组织的一种迹象。细胞因子的产生往往导致

动物降低采食，变得“抑郁”，或在社会行为上有变化。我们所依赖的识别传染病的信号通常来源

于对入侵的先天免疫反应。 

先天免疫在疾病生态学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为适应性免疫反应提供了重要的联系。

下文将更详细地描述适应性免疫反应，但这一切都是关于识别入侵者的许多不同的独特分子成

分，并建立一个快速反应网络，以阻止它们在未来的入侵。这一过程是基于对宿主细胞外和细

胞内环境中的入侵者进行采样，并在一组指示危险威胁的规则下将这些样本提供给适应性免疫

反应的细胞。 

入侵者的取样和呈现是由一类来自进入组织的单核细胞完成的，这些细胞成为抗原呈现细

胞。最有效和常见的抗原呈递细胞称为树突状细胞。这些细胞与从血液中进入组织的单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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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它们寻找入侵者的证据。它们对入侵者的成分进行取样，并将入侵者的分子片段置于两

个蛋白质的凹槽中，从而在其表面呈现出来。用于处理细胞外入侵物的蛋白质被称为主要组织

相容性复合体(MHC)蛋白 II，简称 MHC II。当入侵者从宿主细胞内攻击时所利用的蛋白质称为

MHC I 类，或简称 MHC I。其中的一种质量控制蛋白质含有入侵者的样本，这是使宿主对入侵

者的单个分子做出反应的必要部分。 

此外，宿主需要抗原呈递细胞提供危险和损伤信号，以激活适应性免疫。这些信号作为炎

症级联的一部分在抗原呈递细胞表面产生和表达。因此，如果入侵者引起炎症，且数量足够多，

可以有效取样，抗原呈递细胞就会装载样本和危险信号，然后迁移到适应性免疫系统细胞等待

的地方。 

 

适应性免疫 

 

哺乳动物具有非常发达和复杂的适应性免疫系统。这些系统是基于一种称为淋巴细胞的特

殊细胞家族的功能。淋巴细胞分为两大类：B 细胞(来源于哺乳动物的骨髓)和 T 细胞(以它们在

胸腺中的来源命名)。每个家庭都有一些成员，它们有不同的激活需求和功能活动。然而，所有

的淋巴细胞都是通过基因重排来发展它们的特异性的(如果你想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请参阅任

何一本免疫学教科书)。B 细胞通过重链和轻链的抗原结合域重排来发展其特异性(抗体结构和

功能将在下面介绍)。然后 B 细胞通过交换重链提供特定的效应靶向“常”域产生不同“类”的抗体。

T 细胞通过重组 T 细胞抗原受体(TCR)基因而获得其分子特异性。产生了两种重新排列的 TCR，

一种是 α 和 β 链，另一种是 γ 和 δ 链。两种在牛、羊、羊和猪的血液循环和组织中，但是，携

带 T 细胞的 α 链和 β 链 TCR 在马、人类和啮齿动物中更为常见。适应性免疫系统能够被调节，

以更快、更好、更强地应对反复暴露的特定入侵者。我们希望利用能力的提高来帮助我们管理

与食用动物疾病相关的成本和病患。适应性免疫反应是我们旨在生物控制疾病的项目的基础，

主要是疫苗接种。疫苗接种是利用生物学的适应性免疫反应，以造福于动物和生产者。 

B 细胞利用附着在表面的抗体作为抗原(外来入侵者的一部分)受体。这种抗体可以看到 3-

D 的抗原。表面抗体的绑定激活 B 细胞而引起它的分开，所以有更多的 B 细胞可以看到特定的

分子定义的抗原，经过几轮分裂，一些 B 细胞变成抗体工厂制造更多的抗体。B 细胞可以识别

多种抗原，这是哺乳动物的典型特征：形成 1018种不同的基因重排组合。 

抗体起作用的基本结构是由 4 个肽链、2 个“轻链”和 2 个“重链”组成的复合物组成的单元结

构。每个轻链由一个变量(基因重组部分)和一个常量部分组成。轻链比重链小(分别是 25k da 和

50k da)。这个重链的结构类似，只是每个分子中有三个固定的部分。轻链和重链的可变部分相

互“覆盖”，形成抗体的抗原结合位点。重链的第一个常数部分和轻链的常数部分相互作用使复

合物稳定。最后，重链的远端两个常数域相互作用形成抗体分子的功能决定部分。重链和轻链

以及两个重链通过形成二硫键进一步结合在一起。抗体结构中的二硫键越多，抗体分子的刚性

就越强，能去的地方就越少。 

 抗体的种类与它们在体内的作用以及它们如何与清除入侵者的细胞和分子相互作用有关。

在健康人群中发现的浓度最高的抗体是 IgG。它是由一个单位抗体构成。它通常由几个子类(如

IgG1 和 IgG2，但是它们可以有唯一的名称)来表示，这些子类在二硫键的位置和数量上有所不

同。这调节了抗体进入组织或到达黏膜表面的有效性，以及它激活细胞(如：巨噬细胞和中性粒

细胞)功能的能力，以及它与补体相互作用的能力。IgM 是激活“第一个定时器”B 细胞后产生的

第一个抗体。它由五个单位抗体组成。它又大又硬，几乎是平的。它存在于血液循环中，但它

不容易从血液中排出。它善于激活补体介导而杀伤入侵者，并且非常善于鼓励细胞从循环系统

中捕获入侵者。另外两种类型的抗体也经常被观察到，一种是由两端相连的两个单位抗体结构

组成的 IgA，另一种是在与寄生虫和过敏相关的功能决定端具有额外常数域的 IgE。IgA 在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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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者进入粘膜表面方面非常重要。IgA 具有一种经过修饰的化学结构，使其能够自由地穿越

上皮细胞屏障，大量存在于粘膜表面。它能够同时结合 4 个抗原分子，其功能主要是通过结合

入侵者使其不进入体内。IgE 是一种特殊的抗体分子。它通常在与肥大细胞或嗜酸性粒细胞结

合时起作用。当抗原结合时，它会触发这些细胞释放大量预先形成的血管活性化合物，并导致

可能经历过的过敏症状。 

T 细胞表面有抗原受体，可以识别一小段肽和包裹在抗原呈递细胞表面的 MHC 抗原。抗

原的片段和特定的 MHC 蛋白都是识别抗原所必需的。此外，T 细胞需要危险环境的证据。当

抗原呈递细胞遇到入侵者的证据时，细胞就会被激活。通过激活，这些细胞产生新的蛋白质副

本，这些蛋白质在细胞表面表达，表明它们面临“危险”。这些表面蛋白，当在正确的抗原和 MHC

蛋白的存在下，给予“许可”，T 细胞被激活并开始分裂。因此，就像 B 细胞一样，T 细胞被选择

和扩增，以在宿主体内提供更好、更强、更快的免疫反应。典型的哺乳动物可以对 TCR 基因进

行 1021次重组。 

T 细胞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管理适应性免疫的功能做出正确的细胞因子和表面蛋白的结

合，以确保足够的 B 细胞和 T 细胞的扩张保护身体，当时间正确，抗体生产和 T 细胞武装进行

杀灭活动。这些被称为“辅助细胞”。另一种类型产生较少的细胞因子，但可以武装杀死在抗体右

的 MHC 蛋白中表达正确抗原片段的细胞，这表明入侵者在宿主细胞内是活跃的。这些被称为

T 细胞杀手。 

由于适应性免疫反应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机体无法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控制这些过程。因此，

组织淋巴结、脾脏等特异性组织作为适应性免疫筛查和生产设施。抗原呈递细胞来自身体的组

织，它们位于友好的局部淋巴结(或血液中的脾脏)，报告入侵细胞的存在和发现的危险。在那

里，它们在等待的 B 细胞和 T 细胞之间迁移，直到找到那些能够识别它们的抗原“信息”的细胞。

由于淋巴细胞紧密地聚集在这些有组织的筛选和生产中心，这个过程非常有效。 

一旦发现抗原与淋巴细胞的良好匹配，淋巴细胞的活化和分裂过程就开始了。 

这个过程的分裂阶段通常被称为克隆扩增。每个遇到合适匹配的淋巴细胞被鼓励分裂并复制相

同的副本。适应性免疫反应的水平和速度取决于正确识别抗原并在被调用时作出反应的细胞数

量。因此，B 细胞和 T 细胞保护机体的有效性是建立在感受抗原和扩增克隆的基础上的。因此，

机体淋巴组织中反应的淋巴细胞数量越多，对入侵的反应就越快、越强。B 细胞的活化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需要 B 细胞抗原特异性的信号通路和其他细胞的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的支持。同

样，T 细胞活化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T 细胞的激活需要 MHC 分子框架内的抗原片段的激活，

允许抗原呈递细胞的行为确认危险物，以及来自其他 T 细胞的“帮助”。它与 B 细胞激活共享许

多过程。 

先天免疫反应和适应性反应的主要区别在于反应发生的速度。先天免疫在几秒钟内开始，

往往在数小时内显现。适应性反应在几天内发生(第一次暴露后血清中可检测到第一个抗体约 7

天，第二次暴露后 3 天)。先天免疫反应处理入侵及其直接产生后果，但适应性反应具有严谨性，

并确保入侵者被完全清除和中和。先天免疫反应会变成慢性的。它们可以通过一系列先天免疫

细胞的募集和炎症因子的释放来维持，从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造成损伤或改变局部生理机

能。 

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的另一个区别是，先天免疫反应每次都给入侵带来相同的工具和玩

家。第一次的反应性质上与第 50 次没有什么不同。适应性免疫反应在每次入侵时都有更好的

反应。每次身体遇到入侵者时，反应细胞的数量就会增加，而反应所需的时间就会减少。更集

中和快速反应的过程称为免疫记忆。我们在疫苗生产中利用的就是这种接触增强。我们提供入

侵的证据，而不会对宿主造成疾病后果，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自然入侵者。 

 

免疫和生殖功能的共同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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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的确立和成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许多物种中进行的研究表明，局部免疫和炎症过

程对雌性的“生育能力”有重大影响，这些过程往往反映在全身活动的变化对血液循环的监测上。

受精前，生殖道内的炎症和免疫活动会改变卵子和精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子宫黏液的黏度和物

理/化学成分的变化可以改变精子的渗透和存活。炎症细胞活化的增加会对精子产生不利的环境，

降低精子存活的时间，破坏其细胞膜，从而降低精子受精的能力。同样，受精卵在发生强烈促

炎反应时，其生存和与子宫内膜的相互作用也面临挑战。 

免疫细胞、控制淋巴细胞相互作用的蛋白质和炎症激活的产物都是功能性卵细胞发育、初

生卵泡和黄体组织的组成部分。卵巢和初生卵泡的发育需要淋巴细胞标记物 Thy-1 在卵巢特定

上皮细胞表面的表达，这些细胞与 CD8 阳性 T 细胞、CD14 和 MHC II 类含抗原巨噬细胞和单

核细胞的相互作用，发育卵泡中的细胞丢失 MHC I 类抗原，并与免疫球蛋白分子相互作用

(Bukovsky et al.，2005)。进一步与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和对趋化因子 IL-8 的需求已被证明是

黄体正常发育和血管化的必要条件。中性粒细胞必须浸润上皮层，才能使牛的黄体功能正常发

育，它们似乎是黄体成熟所需血管生成因子的来源。 

相反，受精卵一旦植入子宫壁，就需要母体经历三个连续的免疫相互作用时期。首先，炎

症前期会对食欲和体内平衡产生系统性影响。在这一阶段，胎盘膜发育并血管化，在机体看来

是一个开放的伤口。促炎反应为增强血管化提供细胞因子环境，促进组织形成的复杂基质，促

进胎盘和胎儿与母体子宫组织密切接触发育。其次，在妊娠中期，有一段时期的免疫中立和胎

儿的快速生长。母体抑制细胞介导的免疫活动。情况稳定，母体没有意识到新的威胁。全身炎

症反应已经转变为抗炎反应。最后，随着分娩的临近，母体会产生越来越强烈的促炎反应，导

致胎儿在足月时诞出体外。 

通过感染或慢性免疫破坏改变这些必要的免疫关系会导致生育问题。细菌的隐性感染导致

炎症活动水平的变化，使发育中的受精卵与子宫不同步，导致着床失败(Weiss et al.，2009)。

其中许多相互作用是由先天免疫受体调节的，这些受体会触发促炎反应，比如警钟样受体。这

种持续的促炎状态被子宫内节育设备的功能刻意模仿。 

奶牛是经过选择性繁殖来生产牛奶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它的繁殖效率在很大程度上被忽

视了。这个问题是多方面的。它包括参与支持生产牛奶量相对于其他重要的生理功能的能源分

配问题，消耗身体储备的矿物质可以影响炎症性调节和每个泌乳牛奶生产周期(而不是终生产奶

量)有限的目标和管理计划。 

在有利可图的牛奶生产、怀孕和接生过程中，每一种管理选择都可能带来潜在的问题。要

使奶牛成功怀孕，需要不止一项服务，这似乎是一条规则，而不是例外。这种情况对该行业既

有实际影响，也有经济影响。 

炎症过程被认为是妊娠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妊娠发育和成功的重要障碍(Weiss et al.，

2009)。继发于急性和隐匿性感染的炎症过程在不孕不育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我的实验室的一项

未发表的研究中，我们发现 30%的被检测的奶牛在子宫冲洗液中回收细菌的基础上出现了子宫

的隐伏定植。 

炎症还释放出调节炎症过程的介质，这些介质以细胞因子、前列腺素和趋化因子的形式发

挥作用。其中一些介质在调节生殖细胞对促黄体生成素(LH)的反应、固醇类发生和转化以及卵

子发育和释放、着床和胎儿-胎盘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细胞因子 IL-1、TNF 和 IL-6(典型的促炎三元组)的表达和水平调节芳香化酶活性，调节雌

二醇、孕激素和孕酮的产生。还会影响 COX-2 的活性以及 PGE 和 PGF 的产生，而 PGE 和

PGF 对卵子的产生和释放非常重要。生殖道内的局部巨噬细胞调节细胞因子环境，促进 IL-1、

tgf -和 IL-10 的产生黄体生成素的活性，在生殖道内细胞的控制下促进类固醇的转换。浸润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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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活化的淋巴细胞产生高水平的细胞

因子，扰乱这些过程的调节。 

胚胎植入子宫壁和胎盘的确立需要与免疫细胞相互作用，特别是一类特定的 NK 细胞和驻

留的巨噬细胞。这是一个促炎过程，并导致全身炎症症状。相对而言，胎盘与发育中的胎儿的

相互作用会使免疫关系迅速转变到某种抑制环境，以保护胎儿移植不受排斥。最后，在怀孕后

期，回到一个更容易引发炎症的环境中，就会触发分娩过程中胎儿移出的结果(Mor，2008)。 

通过人工授精并辅以改进的管理，现代基因选择极大地提高了奶牛的每个泌乳期产奶量。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产量从 20 世纪 40 年代的每年 3000 升/头牛增加到目前大约每年 9500 升

/头牛。在同一时期，这些增长使得动物总数减少了 

85%，同时保持 1.5 倍以上的总产量(Powell 和 Norman，2006)。增加牛奶产量对生殖成功率

的负面影响是由遗传和代谢因素引起的(Gilbert et al.，2005)。对美国奶牛群体生育率的大规模

分析显示：从 1975 年到本世纪初，娟珊和荷斯坦奶牛的受孕率下降了 30%以上(Powell and 

Norman, 2006)。由于妊娠是泌乳的先决条件，低生育率的直接含义是需要更多的牛群来维持

相同的泌乳奶牛数量。这是由每年可超过牛群 35%的后备小母牛替代率来实现的。 

此外，与奶牛其他部位的急性疾病相关的全身炎症，如乳腺，也被证明与怀孕成功呈负相

关(Moore et al.， 2005;Chebel 等，2004;摩尔 et al .，1991;Hansen et al.，2004)。人类生育

方面的困难可能与我们在奶牛身上看到的问题有相似之处。大量的人类不孕症病例与慢性感染

有关，抗体干扰素的生成与女性的生殖道慢性炎症有关，炎症过程产生的影响，改变促炎细胞

因子水平(尤其是 IL-1β，IL-6 和 TNF-α)( Weiss et al .,2009)。虽然炎症本身不太可能是导致奶

牛不孕的全部原因，但它实际上可能是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共同“信号”。 

在牛身上，炎症问题是由营养、牛舍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引起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能

量的巨大分配，人们有意将牛奶生产作为一个单一焦点目标。这种狭隘的关注导致在分娩奶牛

中形成一种“细菌培养状态”，从而导致更频繁和大量地暴露于引发亚急性感染的病原体中，从

而对整体健康产生炎症后果，包括可能对生育产生影响(Garnsworthy,2004)。因此，炎症似乎

是奶牛生育力低下的多因素问题的一个结果，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必须将低生育率的补救作为一项战略加以重视，以减少维持和增加美国和全世界牛奶产量

所需的奶牛数量。由于低生育率是一种复杂、多基因和多因素的情况，了解和减轻其原因需要

多学科的配合(Royal et al.，2002)。 

 

奶牛分娩相关的变化 

 

奶牛在出生前两周至出生后三周期间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似乎是由严重的能

量负平衡和奶牛采食量不足以满足生长的胎儿以及开始产奶的能量需求引起的(Goff and Horst，

1997)。观察到的变化包括中性粒细胞功能下降、乳腺内感染发生率增加、适应性免疫功能下降、

瘤胃效率下降、产仔时皮质醇水平升高、孕酮和雌激素水平变化以及循环系统钙离子减少。 

这些变化在奶牛中是普遍存在的，在正常奶牛中是短暂的。然而，未能迅速解决这些问题

会导致慢性乳腺炎和新的乳房内感染与系统性炎症反应(Hansen et al .,2004)，隐形细菌在生殖

系统的定植会增加炎症介质(Hurley et al. 未发表)，常规介质的变化与生育相关的激素变化有

关。 

根据最近的研究，至少有一些炎症问题有望在奶牛身上得到调节。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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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的生育能力与免疫系统共有的许多功能有关。普通介质在免疫功能和雌性生殖功能中

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先天免疫系统的细胞在牛的卵子形成、黄体血管发育以及胚胎植入

的调控中都有直接的作用。与局部感染相关的炎症增强似乎对妊娠发展有负面影响。乳腺炎与

不良受孕之间的联系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营养挑战似乎在与分娩相关的问题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我们的研究表明，口服免疫刺激剂可能调节先天免疫功能。是时候考虑和检查口服免疫

刺激物的功能，这些刺激物通过肠道相关的免疫组织中的作用来启动先天免疫功能，从而增强

调节活性，将有能力的先天免疫细胞加载到奶牛的血液循环中，否则作为一种在生育中控制炎

症的方法将受到严重损害。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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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功能对奶牛最佳繁殖的重要性 

 

P.J. Hansen 

Dept. of Anim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巫立新译 

 

介绍 

 

在历史上一个关于奶牛繁殖管理最广泛的讨论议题是开始于1960年的泌乳牛繁殖力下降。

这是重要的认识：这种情形正在翻转，在过去几年里繁殖功能有稳定的增长（图 1）。从遗传学

角度，奶牛在繁殖力方面仍然比 50 年前低：荷斯坦公牛给女儿的怀孕率（DPR）的预测传递

能力（PTA）在 1965 年为+7.1，2015 年则为+1.4。尽管如此，基因对繁殖力的价值已经在增

加：在荷斯坦公牛 DPR 的 

 PTA 最低为

2002 年的-1.1。遗传优点的改善涉及更加重视健康和繁殖性状选择指数如净产值。近几年繁殖

力也改善了，因为结合人工授精（AI）在繁殖程序管理系统中的应用。首先，这些流程设计避

免了固有的发情检测问题。目前，无论如何同步 AI 流程优化了奶牛平均的激素环境，同步 AI

的繁殖力能优于继 AI 之后的发情检测 (Santos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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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难于成文，似乎增加管理阶段的舒适度对增加泌乳牛的繁殖功能也有贡献。的确，本文

也将解释，健康对恢复产后的发情周期、每个发情周期的受精率、被诊断为妊娠后继续和维持

妊娠都是密切相关的。 

健康、免疫功能和繁殖功能之间的关联是复杂的和没有完全了解的。图 2 说明了一些炎症

和免疫激活的机制导致中断生殖功能的机理。 

 

通过局部组织危害（由于损害、局部缺血、有害分子的出现等）炎症反应的激活或由于病

毒或细菌的感染导致生物活性分子的释放，比如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前列腺素，帮助组织修

复和促进免疫反应的激活，转而增加细胞因子的合成和释放。炎症的生物学活性产品和免疫系

统能从组织损伤处活动到远端。例如，特定的细胞因子影响下丘脑增加身体温度破坏卵母细胞

和胚胎(Hansen, 2014)。此外，炎症信号能降低食欲和改变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的代谢 

(Gifford et al., 2010)。免疫反应也增加能量的使用尽管增加的数量级不清楚。与炎症相关的能

量平衡的改变的结果使产后重新恢复发情周期更加困难，因为产后乏情期的时间长度与能量状

态有关(Crowe, 2008)。在下视丘脑垂体轴细胞因子的其他活动产生的促性腺激素释放的抑制确

立和维持了发情周期。特定的细胞因子会破坏卵母细胞的功能和胚胎发育（参见案例：肿瘤坏

死因子-α 的负面影响； Soto et al., 2003）。微生物释放的分子，特别是这些如细菌脂多糖，激

活哺乳动物细胞上的钟声蛋白样受体，可以直接作用于卵巢卵泡发育和对卵母细胞功能影响，

在子宫内膜增加前列腺素的分泌，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破坏子宫的功能和胚胎的局部环境 

(MacKintosh et al., 2013)。局部环境的扰动特别是象细菌感染危及子宫自身(Bromfield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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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免疫、炎症和繁殖系统之间的相关性，通过改善奶牛健康的方法也应该会改进繁殖

功能。基于这个推理，本文有两个目标。首先是显示一些健康和免疫功能与繁殖功能相关的证

据。其次是回顾一些近期通过调整免疫功能评估改善奶牛繁殖力的研究。 

 

疾病与降低繁殖功能相关的证据 

 

疾病危害产后繁殖可能最好的证据来自佛罗里达大学 José Santos, Edward Ribeiro 和他

们的同事。该方法是将发生特定疾病的牛分类，然后比较没有疾病与有一次或多次疾病奶牛的

繁殖功能。 

这两个研究的摘要见表 1。在第一个试验里(Santos et al., 2010)，总共检查了 5709 头奶

牛。在产犊后 65 天恢复发情周期确定百分比，不受单个发病的影响。 

    

然而，少数奶牛在 65 天周期内比没有疾病的奶牛经历了更多的疾病。若奶牛经历一次疾病第

一次 AI 妊娠率降低，若经历一次以上的疾病甚至更低。多种疾病均与显著降低繁殖功能有关。

例如，没有疾病的第一次 AI 妊娠率从 51.4%降低到产后有问题的 40.3%、有子宫炎的 37.8%、

有临床子宫内膜炎的 38.7%、有产褥热的 39.8%、有临床酮病的 28.8%和有跛足的 33.3%。 

在两个放牧季节 957 头奶牛第二个研究中有类似的发现 (Ribeiro et al., 2013)。此外，多

于一个临床疾病即与降低发情周期有关，甚至单一的临床疾病就与降低首次 AI 妊娠率有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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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疾病降低首次 AI 妊娠率与疾病有关，包括：产犊问题、子宫炎、临床子宫内膜炎和消化问

题。有乳房炎或跛足妊娠率也有低的趋势(P≦0.10)。 

Ribeiro et al. (2016)一个最近的研究：评估 5085 头奶牛有子宫疾病（子宫炎和胎衣不下）

是否比其他疾病（包括：乳房炎、消化问题、肺炎和跛足）对产后的繁殖功能影响更大。子宫

疾病与其他疾病相比，在配种后（通过 AI 或胚胎移植）的 45 天妊娠率降低了、产犊后第一次

配种后的产犊率类似。与仅经历一次疾病相比经历两种类型的疾病繁殖力较低。经历两种类型

的疾病也增加了配种后 45 天妊娠的损失。Santos et al. (2010) and Ribeiro et al. (2013)也提

醒：疾病与增加妊娠损失有关。 

Ribeiro et al. (2016)发现：疾病既降低 AI 配种的繁殖率，也降低接受胚胎的妊娠率。因此，

疾病至少与妊娠早期繁殖功能的破坏导致妊娠失败有关。另外一个同样的实验报告：产后第一

次 AI 后的第 5 或 6 天子宫冲洗以评估疾病对卵母细胞受精和胚胎早期发育的影响。子宫疾病

和其他非子宫类型疾病的出现与降低卵裂率和胚胎成活率或高品质率有关。在子宫评估发现：

疾病影响妊娠 15 和 16 天胚胎的伸长率和抗黄体激素胎盘干扰素的积累。先前出现的子宫疾病

或非子宫疾病与较小的孕体和在子宫腔内胎盘干扰素的积累较低有关。总之结果显示：疾病会

影响妊娠早期成功的许多事件。 

 

免疫功能的变化是一个产后疾病重要的决定因素 

 

先前部分的研究讨论提供了引人注目的证据：在产后奶牛经历一种或多种疾病带来繁殖的

风险，包括：繁殖延迟、降低妊娠率和增加妊娠损失率。在产后奶牛是否感染一种疾病取决于

一系列的因素，包括：病原菌暴露的性质（数量和致病力）、生理学的功能和营养系统对特种疾

病如胃肠道问题和跛足的发展很重要，以及免疫系统的特征。病原菌暴露的性质的重要性显而

易见：因为大多数产后的奶牛细菌出现在子宫里，奶牛有不同的微生物群残留在子宫里，这些

细菌发展为子宫炎和子宫内膜炎(Bicalho et al., 2017ab)。 

免疫系统功能基因变异试验已经揭示：免疫系统对产后特定疾病的确立非常重要。Guelph

大学的 Millard 和同事已经测定了抗体的产生和皮肤对过敏症反应的延迟以评估抗体-中介免疫

功能、细胞-中介免疫功能和总的免疫反应的遗传育种值（基于首次两个测定值）。一些最常见

的疾病包括：乳房炎、真胃移位和胎衣滞留，总的免疫反应的评估育种值低（EBV）（表 2）。 

     有一些迹

象表明：血液中的中性粒细胞(PMN)的数量和功能对抵抗疾病非常重要。在产后罹患子宫炎或

子宫内膜炎的奶牛比没有患子宫疾病的奶牛功能性中性粒细胞较少(Hammon et al.,2006)。临

产牛用粒细胞移殖刺激因子（G-CSF）治疗以增加 PMN 的数量和功能降低了临床乳房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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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率(Canning et al., 2017; Ruiz et al., 2017)。同样的，通过饲喂有机微量元素和免疫增强剂以

支持 PMN 的功能从而降低了乳房水肿和有降低乳房炎发病率的趋势(Nace et al., 2014)。 

 

初步的研究测试是否增强免疫功能可以改善繁殖力 

 

鉴于产后疾病与降低繁殖功能关联，免疫功能是一头奶牛是否经受不利的健康影响的一个

决定因素，就可以通过增强泌乳牛的免疫功能改善繁殖功能。有许多潜在的方法，包括：调节

产后钙代谢 (Vieira-Neto et al., 2017)、改善能量平衡(Lacasse et al., 2017)、补充营养添加剂

以增强免疫功能 (Nace et al., 2014) 或提供生物制剂如 G-CSF 以调节免疫系统的成分 

(Canning et al., 2017; Ruiz et al., 2017)。 

 现在知道调节免疫功能以改善繁殖性能是否有效，但这个想法是值得追求的，因为降低疾

病发病率也会对奶牛的生产和寿命有益处。使用 G-CSF 对繁殖功能免疫刺激的影响做了个唯

一的大规模研究 (Canning et al., 2017, Ruiz et al., 2017)。在这些研究中，预期产犊前 7 天给

奶牛注射G-CSF，产犊后 24小时内再注射一次。这个处理对繁殖功能的影响是混合的。Canning 

et al. (2017)的试验：每处理 320 头做个记录（每 4 个场处理 80 头）。用 G-CSF 处理降低了乳

房炎的发病率但难产、子宫炎、跛足、肺炎或酮病、真胃移位或腹膜炎没有降低。用 G-CSF 处

理发现产后 80 天发情的比例较高（95.4%比 90.6%），但不影响第一次授精的妊娠率（42.6%

比 38.2%）。Ruiz et al.(2017)研究了 17 个牛群 10238 头奶牛。使用 G-CSF 降低了乳房炎的发

病率，但对胎衣不下的发病率影响不明显。出人意料的是，G-CSF 增加了子宫炎的发病率（8.4%

增加到了 9.8%）。G-CSF 处理的奶牛在产后头 100 天的受胎率比对照组高 5.8%。 

使用 G-CSF 的这些研究还不清楚通过免疫刺激是否改变了繁殖功能。有可能在产后的其

他时间 PMN 功能的激活或促进免疫系统的其他成分的功能将会在增加繁殖力方面比注射 G-

CSF 或产犊时应用其他方法引起的作用更加有效。需要更多的研究加以证实。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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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氨酸对胚胎发育的影响 

 

一个特别有趣的研究(Coelho et al.,1989)，用来自泌乳牛血清做媒介种植头褶阶段的鼠胚胎（繁

育后 9.5 天）。这些胚胎完全发育需要血清是正常的鼠血清。当胚胎在来自奶牛胚胎发育的血清

里生长时是畸形的；当检测总的胚胎蛋白、体节配对和胚胎的比例是畸形的（神经管道不闭合、

畸形、眼睛和腮颌不发育）。补充氨基酸和维生素的牛血清发育正常。单独补充氨基酸但不补充

维生素发育正常。应用补充了瘤胃保护蛋氨酸的牛血清胚胎发育也正常。因此，牛血清的蛋氨

酸浓度如此低，鼠的胚胎正常发育延迟。 

 

对牛胚胎完全发育的营养需求还没有确定。当前的培育条件允许牛胚胎发育到囊胚阶段（7-8

天），甚至允许到胚胎的孵化期（9 天），然而，在体外条件不允许发育到胚胎的伸长期。来自

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确立了牛胚胎发育建立前期（7-8 天）的蛋氨酸需求(Bonilla et al., 2010)。

胚胎发育到第 7 天的囊胚阶段蛋氨酸需求惊人的低(7μM)，然而，发育到囊胚第 7 天的高级阶

段出现了最佳的需求量大约在 21μM(Bonillaet al., 2010)。因此，这些研究的结果显示：正常牛

胚胎形态学上的发育不要求提高蛋氨酸的浓度(>21 μM)，至少在受精的第一周。 

 

Ikeda et al. (2012)评价了正常的牛胚胎发育蛋氨酸代谢是否是必须的。研究者在牛胚胎培育中

添加了乙基硫氨酸或蛋氨酸。乙基硫氨酸妨碍蛋氨酸代谢到一碳路径（称为蛋氨酸的代谢产物）。

乙基硫氨酸不妨碍桑椹胚的发育，但阻碍囊胚阶段的发育（对照组=38.5%；乙基硫氨酸=1.5%）。

在乙基硫氨酸出现的囊胚发育阶段添加 S-腺苷甲硫氨酸（SAM）发育部分恢复，甲基化途径恢

复但蛋白合成没有恢复。因此，蛋氨酸在牛胚胎从桑椹胚发育到囊胚是必需的角色，在缺乏充

足的蛋氨酸时低甲基化可能作为部分的中介。 

 

Souza et al. (2012a,b)对顶级排卵的奶牛胚胎发育早期补充瘤胃保护蛋氨酸效果评价，极好的

卵泡内卵增加了可利用胚胎的数量，因此统计学上检验在体内于泌乳奶牛胚胎发育早期补充蛋

氨酸的影响。在这个试验里，依据动物胎次和产犊时间随机分配到两个补充不同蛋氨酸水平日

粮处理组中：1）蛋氨酸（MET）：日粮成分（%DM）玉米青贮（39.7）、苜蓿草青贮（21.8）、

HMSC（17.2）、烤大豆（8.6）、干草（4.6）、油菜籽粉（4.0）、矿物-维生素预混剂（2.7）和

ProVAAL Ultra（w/Smartamine®斯特敏, 1.4)、配方提供 2875gMP、6.8%赖氨酸 MP 和 2.43%

蛋氨酸 MP；2）对照组（CON）：奶牛饲喂同样的基础日粮，但用 ProVAAL（不添加 Smartamine®

斯特敏）替代 ProVAAl Ultra，配方提供 2875gMP、6.8%赖氨酸 MP 和 1.89%蛋氨酸 MP。每

kg 奶产生的乳蛋白和乳蛋白率均增加了(Souza et al., 2012b)。因此，从乳蛋白合成的角度看，

蛋氨酸被认定为第一限制性氨基酸。观察到饲喂瘤胃保护蛋氨酸对血液循环蛋氨酸浓度有重大

意义（对照组=16.8μM 比蛋氨酸组=22.9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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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卵泡发育后期阶段和胚胎发育早期补充蛋氨酸没有在胚胎早期产生形态上的变化，人所

共知蛋氨酸在此阶段能影响胚胎的表观基因组(Sinclair et al., 2007)。意即：基因在这个途径能

变化，它们不用同样的方式表达因为增加了群组，通常甲基群组加到了细胞的 DNA。为了测试

这个假设，Penagaricano et al. (2013)评估补充和不补充蛋氨酸是否可以在奶牛的胚胎基因表

达上找到差异。项目评估母体补充蛋氨酸对牛胚胎着床前转录的影响。用先进的技术对来自某

个独特奶牛的高品质胚胎分析，可以评估这个胚胎表达的所有基因，称为 RNA 测序。值得注

意，血液循环中蛋氨酸的微小不同胚胎基因表达产生的物质也不同。补充蛋氨酸这个途径似乎

改变了基因表达，可能导致妊娠结局的改善和改进后代的生理反应。 

 

 

 

来自威斯康辛大学同一个实验室的研究者进行的总共 309 头牛的试验(138 头初产和 171 头经

产)，按胎次随机分配到两组：1）对照组 CON：奶牛饲喂的配方含有 2500g MP，赖氨酸

6.9%(%MP)，蛋氨酸 1.9%（%MP）；2）瘤胃保护蛋氨酸 RPM：奶牛饲喂的配方含有 2500g 

MP，赖氨酸 6.9%(%MP)，蛋氨酸 2.3%（%MP）。奶牛随机分配到三栏头锁定，饲喂单一的

TMR 日粮 2 次/天。从产犊后 28-128 天在上午挤奶后奶牛锁定 30 分钟，对照组 CON 和瘤胃

保护蛋氨酸 RPM 组的 TMR 中分别单独添加 50gDDG 和 29gDDG 混合 21gSmartamineM 斯

特敏的 50g 混合物。接着实施双倍同期发情方案，奶牛授精后在 28 天（妊娠血浆特定的蛋白-

B 浓度）、32、47 和 61 天进行超声波孕检。每个月采集奶样分析成分。奶产量没有统计上的不

同，但 RPM 组奶牛乳蛋白浓度较高。奶牛饲喂富含蛋氨酸的日粮人工授精后 21 天到 61 天妊

娠损失低（CON 组 16.7%，RPM 组 10.0%）。初产牛妊娠损失在 28-61 天之间差异不显著（CON

组 12.8%，RPM14.6%）。然而，在两组间经产牛的妊娠损失差异显著（CON 组 19.6%，RPM

组 6.1%；图 2；Toledo et al., 2015)。 

 

结论 

  

在妊娠奶牛接近胚胎伸长期的子宫液体中增加蛋氨酸、组氨酸和赖氨酸浓度表明：在这个胚胎

发育重要的阶段提高这些氨基酸的数量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在滤泡发育的最后阶段和胚胎发育

早期直到配种后 7 天，给奶牛补充蛋氨酸，致使胚胎中的脂类积累变化，由此而导致胚胎的基

因表达不同。补充蛋氨酸的方法似乎影响胚胎的早期着床，提高胚胎存活的能力，因为有很强

的证据表明：内源性脂类储备作为能量物质而供能。从奶牛饲喂富含蛋氨酸日粮而妊娠损失降

低方面表明：蛋氨酸促进了胚胎的存活，至少在经产牛。将来的研究需要证实补充蛋氨酸是否

会对胚胎存活和这些变化在早期胚胎转变到妊娠结果或对犊牛的生理有裨益。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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