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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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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文章

犊牛管理
断奶前的犊牛强化饲养流程：对生长和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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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犊牛健康的日粮策略
Michael A. Ballou
德州理工大学动物与食品科学系
梁荣峰译 巫立新校
前言
有充分的记录表明，在生命的最初几周内，犊牛极易受到肠道疾病和死亡的影响。美国农
业部国家动物健康与监测系统（NAHMS, 1993; 1996; 2007）最新的报告：从出生 48 小时到断
奶的犊牛国家统计的死亡率约为 7.8-10.8%。生产者的记录表明，在所有断奶前的死亡中，有
56.5%到 60.5%属于腹泻引起的。断奶前的犊牛大约 25%因为腹泻都被治疗过，而导致死亡的
主要原因是脱水或致病菌进入血液导致败血症。在断奶后，犊牛的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很高，它
导致 1.8%的高死亡率（NAHMS，2007）。疾病的高发病率表明，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提高断奶
前犊牛肠胃疾病的抵抗力。初乳的管理、有多少液体饲喂的成分、使用各种添加剂，如益生菌、
来自超免疫蛋的蛋白或血浆蛋白，以及牛舍都能影响断奶前犊牛的健康。此外，有少量的数据
表明：早期营养对白细胞反应和疾病抵抗力有长期的影响（Ballou, 2012; Ballou et al., JDS In
Press; Sharon and Ballou, unpublished)。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研究。
为什么犊牛容易受到胃肠道疾病的影响？
犊牛在生命早期处于“两难境地”，因为它需要从初乳和牛奶中被动吸收许多大分子，但这
也增加了致病微生物迁移的风险。许多新生儿的胃肠道在分娩后经历了迅速的成熟，而这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感兴趣的种类。在我们的知识中关于犊牛的胃肠道如何在生命早期改变有
很大的空白；然而，在生命的最初几周内细胞的成熟度相当迅速，使用胃肠发病率/死亡率风险
作为间接测量。胃肠道免疫系统有许多组成部分（图 1），我在这一节的大部分讨论都是从动物
模型中衍生出来的，而不是犊牛，但一般原则仍然适用于犊牛。
绒毛
肠
上皮细胞
潘氏细胞
树状细胞
淋巴球
表皮层

巨噬细胞

真皮层
腺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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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小肠粘膜的示意图。右边显示在粘膜上发现的隐绒毛轴和普通的白细胞。左侧插入的是
上皮层的放大图，描绘的是微绒毛、紧密连接的上皮细胞、杯状细胞分泌粘液，以及上皮内淋
巴细胞。
构成粘膜表面的上皮细胞和这些细胞之间的紧密连接形成了一个物理屏障，阻止了肠腔内
容物直接进入系统循环。由于细菌迁移的增加，紧密连接的破裂增加了感染疾病的可能性。杯
状细胞是在胃肠道中发现的一种上皮细胞，它们分泌粘液覆盖在大部分肠上皮表面。这些粘液
层形成了一种额外的物理屏障来对抗潜在的肠道病原体。此外，粘液层包含许多抗菌因子，这
些因子是由肠粘膜的免疫细胞分泌的。这些抗菌因子包括：防御素、溶菌酶和分泌型免疫球蛋
白 A。它们的作用是通过创造一个化学屏障来限制活微生物与上皮细胞的相互作用。在胃肠道
的粘膜中发现了许多白细胞，以及大的淋巴聚集物在小肠末端的黏膜下层。这些白细胞有助于
形成胃肠道的免疫屏障。在胃肠道（潜层）粘膜中发现的大多数白细胞有助于适应免疫反应，
并产生有助于防止后续感染的记忆。在粘膜中发现了巨噬细胞，可能会参与一些微生物的清除，
但是中性粒细胞很少出现在粘膜中，只存在于病理状态。数以万亿计的共生微生物生活在胃肠
道中，它们与犊牛有一种共生关系。这些共生微生物是微生物屏障的一部分，它限制了更多潜
在的致病微生物在肠道上皮细胞的定植。这些共生微生物直接与潜在的病原微生物争夺基质和
空间，其中许多微生物产生抗菌因子并刺激粘液产生，从而进一步限制潜在的病原体感染犊牛。
这些屏障共同作用，形成了一个有能力的胃肠道免疫系统。
这些成分中的任何一个缺陷都会增加感染疾病的风险。
胃肠道免疫系统的许多组成部分在妊娠早期就开始发育；然而，这些障碍的进一步成熟是
在出生后才出现的（Guilloteau et al., 2009）
。这种快速肠道成熟的过程被称为“肠道闭合”，并
有助于物理障碍的形成。肠上皮细胞是一种营养吸收细胞，它是小肠上皮细胞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出生时就被认为是胎儿型的，因为它们是大空泡，可以通过胞饮作用吸收大量的营养素。这
些胎儿型的肠细胞很快被更多的类似于成熟的肠细胞所取代。这个过程从肠近端到远端，从腺
窝到绒毛的顶端；因此，尽管大多数胃肠道在出生后的一天半内可能已经经历了“肠道关闭”，但
可能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它是持续存在于肠道较后区域的空泡状肠细胞。除了对大分子跨细
胞吸收外，胃肠道上皮也可能更倾向于细胞旁路吸收，因为降低了肠细胞之间的紧密结合。覆
盖肠上皮的粘液层是动态的，不能用传统的组织学方法来研究；因此，对于粘液层的产后变化
知之甚少。杯状细胞通过增加粘液分泌来应对微生物的暴露；因此，可以想象在出生后阶段，
粘液层会进一步发育。通过胃肠道的蠕动和消化运动也可以减少潜在病原微生物的定植，所以
降低肠道蠕动也可能导致肠病的发病率高。因此，在出生后的早期，肠的物理屏障可能会导致
肠内疾病和细菌迁移的高发生率。
在出生后的早期阶段，化学和免疫屏障也会被破坏。潘氏细胞在妊娠期开始发育；然而，
潘氏细胞和抗菌分泌物的数量在整个生命中都在增加。此外，免疫系统的自适应臂在出生时就
已经开始生长，随着幼犊的发育会一次又一次地暴露在抗原中。因此，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A 的
浓度和多样性都低，而且会一直保持在低水平，直到犊牛开始形成自己的主动免疫。人们知道，
初乳的抗体可以再循环回到肠粘膜，并能立即对来自肠道的病原体进行防卫；然而，许多被动
衍生抗体的半衰期为 1 到 2 周。因此，在对这些微生物产生主动免疫之前，胃肠道会对这些特
定的微生物更加敏感。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许多犊牛在出生的第二或第三周开始发展局部肠病和
腹泻的原因。事实是，年轻的动物在患传染性疾病之前，总是会增加患传染病的风险，直到它
们形成自己的主动免疫系统。这是成长的好处之一，在环境中暴露和逐渐成熟，免疫系统的适
应性变得“更聪明”。
子宫内的犊牛在一个相对无菌的环境中发育，在分娩和出生后的生活中，它们接触到大量
的和多种多样的微生物。胃肠道中微生物的定植过程中，在出生后的早期阶段，来自环境的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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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菌（如：肠杆菌、链球菌和葡萄球菌）占主导。动物生命的其余时间，严格的厌氧菌（如：
双歧杆菌、拟杆菌、乳酸菌和梭菌）将占据主导，其占据肠道内 99%以上的细菌。因此，胃肠
道中的微生物屏障在生命早期也会受到损害，很可能导致肠内疾病的发生。
因此，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在出生后的早期，胃肠道免疫系统的防御系统有很多漏洞。这
大大增加了肠道疾病的相对风险。众所周知，在新生儿期的饲喂会影响胃肠道免疫系统的发育
和肠道疾病的抵抗力。需要指出的是，对犊牛出生后胃肠道免疫系统的发育进行更多的基础研
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胃肠道免疫系统的成熟和阻止病原体的相互作用
牧场的一个常见的管理策略是在出生后的 6-12 个小时内喂大约 4 升的初乳。
然后，犊牛转换成牛奶或代乳粉。众所周知，初乳中的生物活性化合物和过渡牛奶直接影响胃
肠道免疫系统的成熟。我们目前的初乳管理方案是为了确保尽可能多的犊牛获得适当的被动免
疫蛋白。我不想降低免疫蛋白的被动转移的重要性，因为它对于在胃肠道成熟时预防系统和局
部肠道疾病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目前的初乳管理方案完全忽略了初乳和过渡奶在肠道免疫系
统成熟过程中的作用。如果我们喂养犊牛来加速胃肠道免疫系统的成熟，肠道疾病很可能会减
少。我们饲喂初乳后的大多数管理决策都是为了减少潜在致病微生物与肠上皮细胞的相互作用。
益生元、益生菌和来自超免疫鸡蛋的蛋白或喷雾干燥血浆中获得的蛋白质，都显示了提高
肠病抵抗力的一些优点。益生菌是一种不易被犊牛消化的食物成分，但在小肠后段被细菌利用
来改善它们的生长。益生菌是一个模糊的术语，但通常是活的微生物，能提供“一些”健康益处。
乍一看这可能很糟糕，为什么要改善小肠后段的细菌生长呢？如前所述，肠道并不是无菌的。
在出生后不久，大量的细菌就会在小动物的肠道内繁殖。这些细菌中的大多数不会对犊牛的生
存造成任何直接的威胁，在过去被称为“好细菌”，并且，许多常见的益生菌物种被常规地分类，
包括：乳酸菌、双歧杆菌、肠球菌和杆菌。请记住，出生后不久的微生物肠道屏障主要是由兼
性厌氧菌形成的，随后主要是严格的厌氧菌。大多数益生菌微生物都是严格的厌氧菌。许多益
生菌也有直接的杀菌活性，或与更致病的微生物竞争有限的资源。另外，益生菌本身就是细菌，
它们可以通过保持警惕来“启动”犊牛的免疫系统，因为即使是免疫系统也能识别出外来的“好”细
菌。常见的可商业化的益生菌是低聚果寡糖（FOS）、甘露寡糖（MOS）、乳糖和菊糖。
关于益生元和益生菌对奶牛健康影响的数据是模棱两可的。有数据显示在减少冲洗和提高
生长方面有改善（Abe et al., 1995），然而同样多的研究显示牛奶中益生元或益生菌（Morrill et
al., 1995）没有任何好处。由于许多环境因素，缺乏对犊牛明显的影响。然而，研究表明，许
多益生元和益生菌通常是安全的，对犊牛的健康和性能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事实上，世界上大
多数的监管机构都将大多数益生元和益生菌归类为安全的（GRAS）。最后，重要的是要注意，
不是所有的益生菌物种和品种，也不是所有特定物种的所有菌株，也不是所有的乳酸菌都有类
似的行为。因此，我只建议使用通过第三方研究，据报道对提高了犊牛的健康和生产性能有效
的益生菌物种和菌株。此外，该产品的可行性/稳定性应得到确认，因为许多益生菌在加工和储
存过程中可能失活。
另一种减少致病性微生物相互作用的策略是，通过在母鸡产的鸡蛋蛋白里接种疫苗，以预
防引起犊牛肠道疾病的微生物。产蛋的母鸡将产生免疫球蛋白（IgY），并将这些蛋白质集中在
蛋中，它们能识别病原体，并与之结合以阻止病原体与犊牛的肠胃道相互作用。全蛋粉可以降
低由于各种细菌和病毒引起的疾病。除了使用超免疫鸡蛋蛋白外，喷雾干燥血浆蛋白也可以改
善犊牛的胃肠健康。喷雾干燥血浆听起来就像它的声音一样，它保存着血浆中各种蛋白质的功
能特性。喷雾干燥血浆已经在猪工业中使用多年，以提高断奶后的表现和健康水平。在代乳粉
中添加了喷雾干燥的血浆蛋白，减少了犊牛的肠道疾病（Quigley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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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我们小组评估了在出生后头 3 周（Ballou, 2011），补充一种益生元、益生菌和超
免疫蛋白的混合物对荷斯坦牛的影响。给予预防组犊牛（n=45）每天直接饮用 5*109 单位菌落
的牛奶（包含乳酸菌、枯草芽孢杆菌、嗜热双歧杆菌、肠球菌和长双歧杆菌的组合）、每天 2 克
MOS、FOS 和木炭混合物、每天 3.2 克接种了 K99+大肠杆菌抗原、鼠伤寒沙门氏菌、都柏林
沙门氏菌、冠状病毒和轮状病毒疫苗的全蛋白粉。对照组犊牛（n=44）没有任何益生元、益生
菌或干蛋白粉。所有犊牛每天饮用两次 2 升的 20%蛋白质/20%脂肪、非药物的代乳粉。每次
进食前，排泄物的得分都由两位独立的、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打分。简单的评分：1=硬，形状良
好；2 =软，变形；3=松软，摊蛋饼；4=液体飞溅，浆橙汁。在出生的头 4 天，预防组犊牛拒饮
较少牛奶(57 比 149 克奶粉，P < 0.01)。由于治疗的原因，初始摄入量和平均日增重没有差异。
然而，接受预防性治疗的犊牛在生命的头 21 天内（P<0.01）的发病率下降（25.0 比 51.1%）。
犊牛粪便得分连续≧3。在这项研究中，疾病的强度很低，在实验中，90 只犊牛中只有 1 只死
亡。这些数据支持了益生元、益生菌和超免疫鸡蛋蛋白的组合，可以改善肠胃健康，也可以替
代使用抗生素。将来的研究应该确定预防治疗对那些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胃肠疾病犊牛的有效
性，并研究随后死亡犊牛胃肠道免疫系统的作用机制。
营养水平
犊牛在断奶期前饲喂的营养成分增加，主要是因为数据表明：犊牛饲喂较高的营养成分第
一次产犊年龄较小，而且可能改善将来的泌乳成绩（Soberon et al，2012）。在不同的商业环境
下进行的更大的前瞻性研究证实：在断奶前饲喂更高的营养水平，会改善将来的泌乳成绩。在
出生后最初的几周内，关于营养成分如何影响犊牛健康的大部分数据都局限于小的、可控的实
验，这些实验是由粪便评分作为主要的结果变量（Nonnecke et al., 2003; Ballou, 2012)。许多
研究发现，饲喂更高的营养物质的犊牛松散粪便更多或粪便得分更高（Nonecke et al., 2003;
Bartlett et al., 2006; Ballou et al., In Press JDS），而其他研究者报告的粪便得分没有差异
（Ballou, 2012; Obeidat et al., 2013)。值得注意的是，没有研究表明，与饲喂更高的营养水平
相比，饲喂较低营养水平粪便评分较高。有人认为，更多的粪便不是由于感染或疾病的发病率
较高，而是与摄入的额外营养有关。我的实验室最近的几项研究证实，在出生早期喂养干物质
高的牛奶，它们的粪便得分更高;然而，当牛粪便干物质百分比确定时，喂养不同数量干物质牛
奶的犊牛之间没有差别（Liang and Ballou, unpublished）。
我们还不知道，在犊牛出生的第一个星期里，犊牛饲喂不同的营养水平的消化率是否是不
同的。降低营养的消化率可能会增加肠道疾病的风险，因为增加了对胃肠道的营养供给，可以
为病原微生物的生长提供更有利的环境。我的实验室最近检验了这样一种假设，即在犊牛出生
的第一个星期，给更高水平的营养摄入会减少被消化和吸收的营养成分的百分比（Liang and
Ballou, unpublished）。我们对这一假设的合理解释是，在出生的第一个星期，营养的减少会使
胃肠道有时间适应肠内营养，而不会使系统不堪重负。然而，在第一周，对 Jersey 犊牛进行了
消化性试验，我们不得不拒绝这种假设。事实上，作为代谢能捕获的摄入能量百分比并没有差
别，在第一周的处理中平均为 88%。我们把出生的第一周分成两个三天, 观察到在第二时期，
更多摄入的能量为代谢能的趋势 (P = 0.058)（第一和第二阶段分别为 85.9 比 91.2 ± 2.0）
；然
而，第一个时期很可能被低估了，因为残留的胎粪降低了表观消化率。有一个日粮氮留存百分
比在处理 x 时期的互作（P=0.038）。在第一个时期，犊牛饲喂更高的营养改善了氮留存（88.0
比 78.7±1.20；P=0.004），但在第二阶段，与犊牛营养减少的情况并无不同（85.3 比 85.0 ±1.20；
P = 0.904)。在第一个时期，氮留存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氮表观消化力的差异。应该指出的是，在
第一期饲喂受限代乳粉的犊牛中，表观消化率可能会被低估，因为在第一期，处理过程中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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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等量胎粪会更加低估犊牛饲喂限制代乳粉的数量。消化性研究的数据表明，在出生的第一
个星期里，犊牛不仅能忍受更多的牛奶，而且还能将这些营养物质吸收到肌肉组织的生长中。
应该进一步研究肠胃免疫系统及其对肠道健康的影响。
在过去的 7 年里，我们的小组进行了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在断奶前阶段的营养水平是如
何影响白细胞的反应和在断奶后的早期阶段如何抵抗传染性疾病的（Ballou, 2012; Obeidat et
al., 2013; Ballou et al., In Press, JDS; Liang and Ballou, unpublished; Sharon and Ballou,
unpublished)。结果表明，营养水平影响了犊牛的白细胞反应（Ballou, 2012; Obeidat et al., 2013;
Ballou et al., In Press, JDS）。在两项研究中我们报告，当犊牛的营养水平较低时，在断奶前中
性粒细胞更活跃，这明显是因为黏附分子 L-选择蛋白的表面浓度增加，以及较大的中性粒细胞
氧化性爆发（Obeidat et al., 2013; Ballou et al., In Press, JDS）。在断奶后，上述两项研究中，
中性粒细胞的应答反应不再明显。我们还不知道在低营养的犊牛中更活跃的中性粒细胞的确切
机制，但可能是由于增加了非营养性的吮吸而增加了微生物的暴露，改变了消化道微生物的生
态环境，或者减少了饲喂较低营养犊牛的压力。如果因为增加微生物暴露中性粒细胞而更加活
跃，那么在断奶前的一段时间里，如果暴露在更致命的病原体中，犊牛饲喂较低水平的营养可
能会增加患病风险。我的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是，试图了解当犊牛进食不同的营养水平
时，它们的行为和潜在的微生物暴露对肠道疾病和免疫发育的影响。事实上，一些研究已经表
明，在断奶期前的营养水平影响了适应性白细胞反应。Pollock et al（1994）报告，当犊牛饲喂
更多的牛奶时，特异性抗原 IgA 和 IgG2 会减少。在同样的情况下，Nonnecke et al（2003）报
告，当外围的血液单核细胞被 T 淋巴细胞有丝分裂时，会分泌较少的干扰素。然而，并不是所
有的数据都表明当饲喂大量的牛奶时，会减少自适应的白细胞反应；Foote et al（2007）没有
观察到在 CD4+或 CD8+T 淋巴细胞或抗原诱导干扰素分泌方面的差异。所有的白细胞反应数
据都表明，摄入较低水平的营养物质，犊牛可能有更活跃的先天性白细胞反应，这是由增加的
微生物暴露引起的，这可能解释了更大的适应性白细胞反应。在一个相对卫生的环境中，这种
增加的微生物暴露可能会在没有临床疾病的情况下提高适应性免疫的应答，但是在一个脏的环
境中，它可能会增加肠疾病的风险。
营养水平如何影响肠道疾病的抵抗力，甚至比白细胞反应受到的影响还不清楚。Quigley et
al.(2006)报道，给一个更大变量的营养水平，从冠状病毒污染牛床的牛舍购买高风险荷斯坦犊
牛，增加了犊牛 53%腹泻的天数，同时也增加犊牛注射 3.1 和 1.9 天抗生素的天数。与此相反，
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在 3 日龄（Ollivett et al., 2012）接受隐孢子虫的感染时，提供更高营
养水平的犊牛改善了水和作用和粪便的得分。在我的实验室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在 10 天的时
间里，我们给犊牛口服一种机会病原菌，是柠檬酸杆菌属（Liang and Ballou, 未发表），让犊牛
吃了受限制营养的日粮或者更高营养水平的代乳粉。通过观察到增加的直肠温度（P=0.021）
和较高的血浆结合珠蛋白峰值浓度（511 比 266 ± 108 μg/mL; P = 0.118），表明饲喂更高营养
水平的犊牛对这一挑战有更大的临床反应。还有一种趋势是，在饲喂更高营养水平的犊牛中，
肠粘膜的总粘膜长度增加（921 比 752 ± 59.1 μm; P = 0.059)。后肠道表面积的增加可以部分
解释为什么在饲喂更高营养水平的犊牛体内增加的临床反应。目前的数据表明，它们可能是一
种病原体：宿主互作的效应影响营养水平对肠道疾病的抵抗力。在生命的前几周，较大的数据
集与自然发生的疾病的发病率和更多的实验控制相关疾病的挑战，集中在胃肠道免疫系统上，
营养水平对犊牛肠道健康所扮演的角色做出了明确的结论。然而，当前的数据不支持饲喂高营
养水平在生命的最初几周大幅降低肠道疾病，如果你听到，“因为我们限制给犊牛饲喂牛奶的数
量，犊牛就会有高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这可能不是真的。
与生命最初几周的健康状况相比，断奶前的营养水平似乎影响了在断奶后的犊牛的白细胞
反应和疾病的抵抗能力（Ballou, 2012; Ballou et al., In Press, JDS; Sharon and Ballou,
unpublished)。给 Jersey 小公牛饲喂较高营养水平的液体食物，与给 Jersey 小公牛饲喂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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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低水平的营养相比，增加了嗜中性粒细胞和断奶后对整个血液大肠杆菌的杀灭能力
（Ballou, 2012）。这些效应只在 Jersey 犊牛研究中观察到，而不是荷斯坦犊牛。在后续研究
中，Jersey 犊牛饲喂较高营养水平的代乳品会更快速引发很多白细胞反应，包括口服 1.5 x 107
定植菌群单位的鼠伤寒沙门氏菌药丸挑战后，中性粒细胞氧化破裂和促炎性细胞因子肿瘤坏死
因子 α 的分泌增加(Ballou et al., In Press, JDS)。在前期饲喂较高营养水平的犊牛，先天白细
胞的活化反应增加，血浆结合珠蛋白的增加减缓了（P=0.041）
，这些犊牛的血浆锌浓度也较高。
犊牛饲喂较高的营养水平，也改善了断奶后 3 天的开食料采食量（P=0.039）。这些数据表明，
Jersey 犊牛在前期饲喂较高的营养水平，改善了断奶后大约一个月对口服沙门氏伤寒菌的抵抗
力。
最近，我们完成了对犊牛在断奶后一个月的病毒-细菌呼吸系统的挑战，之前要么是限量供
应，要么是饲喂较高营养水平的代乳粉（Sharon and Ballou, unpublished）。每个犊牛每个鼻
腔内接种 1.5 x 108 空斑单位的牛疱疹病毒-1，3 天后在气管内接种 50 毫升无菌生理盐水的 106、
107 或 108 单位的溶血性曼式杆菌(n = 5 每个营养水平和细菌剂量组合；N = 30)。在溶血性曼
式杆菌挑战后，观察了 10 天。在两个水平的营养处理方案中，接种牛疱疹病毒-1 犊牛开食料
摄入量都降低了 21.2%。接种溶血性曼式杆菌进一步降低了犊牛的开始料摄入量，但在不同的
营养水平之间并没有差异（7.6%）。在观察期结束后的 2 天内，所有的犊牛都存活了下来，但
2 只犊牛在观察期结束后 2 天内进行了手术（完全是无药可治，没有对抗炎药治疗反应），2 只
犊牛在观察期结束的一个星期内死亡了。所有死亡的犊牛或之前都喂过限制营养的犊牛接受安
乐死（分别是 1、2 和 1 接种过 106、107 或 108 溶血性曼式杆菌）。所有 4 头犊牛尸检都有一致
严重的肺炎。在这两项挑战中，血液学和血浆数据表明，先前饲喂受限量营养的犊牛有更大的
临床反应，在外围血液循环（P=0.041）和血浆结合珠蛋白浓度（P≦ 0.097）都较高。因此，
先前饲喂限制代乳粉量的犊牛，对合并后的病毒-细菌呼吸系统的挑战有更严重的反应，而这种
反应与溶血性曼式杆菌无关。
因此，我们小组的 3 项研究表明，在断奶后的一个月内，早期代乳粉的营养水平会影响乳
牛的健康。此外，在断奶前期，饲喂较高的营养水平，使肠道和呼吸系统的健康都得到了改善。
正如在断奶前的肠道健康状况所指出的那样，在确定结论之前，需要大量的数据与自然发生的
疾病，以及对白细胞反应进行额外的实验控制的挑战。此外，在断奶后的第一个月内观察到的
改善健康状况是否会在以后的生活中持续存在，并提高对其他疾病的抵抗力，这些疾病在奶牛
的生命周期中是常见的，包括：胃肠道、呼吸系统、子宫炎和乳房炎。
结论
在出生后的头几周内，犊牛极易受到疾病的影响，这可能与犊牛的胃肠道免疫系统有关。
在第一周或两周内增加营养成分，似乎增加了粪便的得分，尽管粪便中的干物质比例并没有不
同。另外，在出生的第一个星期，营养的消化能力是很高的，并且没有因为饲喂大量的代乳粉
而受到损害。然而，在生命最初的几周内，对肠道疾病的抵抗力似乎受到了营养的影响，但在
得出更明确的结论之前，还需要更多的数据。一些早期的数据表明喂养更高营养水平，断奶期
间可以提高犊牛白细胞反应和抗病性，至于营养水平影响肠道疾病的风险，我们需要更多的生
命早期营养水平的数据，以完全理解如何影响日后的抗病力。
除了营养的水平外，使用超免疫蛋或喷雾干燥血浆、益生元、益生菌和蛋白质都可以降低
胃肠道疾病的发病率。如果你的犊牛有很高的早期死亡率，我建议你用一种研究支持的产品，
如：益生元，益生菌，或者从超免疫蛋或喷雾干燥血浆中获得蛋白质。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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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终身的生产力优化犊牛和青年牛的营养和管理
Mike Van Amburgh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Y
Phone: 607-592-1212
Email: mev1@cornell.edu
巫立新译
带回家的信息
1. 断奶前是犊牛经历重大发育变化的时期，这一发育直接关系到未来第一次和随后的泌乳的
生产能力。
2. 断奶前的生长速度和主要的蛋白质增加似乎是组织信号/沟通中一个关键的因素，籍此以提
高终身奶产量。
3. 任何影响饲料摄取量和断奶前生长速度的因素都会降低成年后提高产奶量的机会。
4. 能量和蛋白质的营养供应都很重要，蛋白质的质量和消化率至关重要。
5. 在断奶前没有液体饲料的替代品，这将增强对长期生产力的影响。
6. 初乳中除免疫球蛋白外的其他因素可改变犊牛的采食量、采食效率和生长发育，并可增强犊
牛早期营养状况的影响。
7. 作为一个行业和营养学家，我们需要谈论代谢能和蛋白质摄入量和与维持相关的状态，停止
谈论干物质、牛奶、代乳品等的杯子、夸脱、加仑、桶和瓶等事情。犊牛对养分的需求与干
物质和液体体积的测量无关。
8. 哺育的影响要比自然大很多倍，断奶前的这段时间是犊牛发育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犊
牛的生产能力可以得到改善，以增强其遗传潜能。
9. 在整个饲养期间坚持特定的生长目标，并尽早产犊是确保管理系统内第一次泌乳获得最佳
经济回报的关键。
乳汁假说:初乳的作用
众所周知，个体的表型表达受遗传能力和环境的双重影响。环境包含多种外部信号，影响
动物基因组成的发育和表达。而在子宫中，母亲控制着胎儿发育的环境，以这种方式影响着遗
传物质的表达，有很好的证据表明环境可以在肉牛的长期生产力中发挥作用(Summers and
Funston, 2012)。同样，Hinde 等人(2013)发表的对 DHIA 数据库的评估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胎儿性别对母牛的产奶量有显著的影响。在这项研究中，一头母牛或母牛怀的是雌性胎儿而不
是雄性胎儿，在第一胎泌乳时产奶量增加了约 227kg，如果在第二次怀孕时再次怀的是雌性胎
儿，那么在第二胎泌乳时产奶量也增加了约 227kg。一旦在子宫内确定了性别，母牛就会接收
到信号，并在泌乳期间为雌性胎儿提供更多的营养。有趣的是，母牛将为雌性胎儿提供更多的
营养，因为雌性胎儿的体重通常更轻，对维持的需求也更低。雌性胎儿通过母牛的营养来进行
更多的合成代谢。这是在长期繁殖数据积累的基础上产生的。
母体对后代发育的影响和程度并不止于分娩，而是通过影响后代组织和功能的生理发育，
持续影响泌乳因子(包括初乳)，直到生命的前几周。一个被称为“乳汁分泌假说”的概念已经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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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并描述了泌乳因子对泌乳动物特定组织或生理功能的表观遗传发育的影响(Bartol et al.，
2008)。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数据已在新生仔猪(Donovan and Odle, 1994;Burrin et al.， 1997)和
犊牛(Baumrucker and Blum, 1993;Blum and Hammon, 2000;Hammon 等，2012)中得到描述。
这一假设和相关观察的含义是，新生儿可以通过母性和产后流程来改变特定过程的发展，并有
可能改变动物的遗传能力。

初乳富含多种营养物质，但也含有非营养因子，如：激素、生长因子等生物活性因子，对
新生儿有一定的积极发育作用(表 1)，这方面的研究和综述较为广泛(Odle et al.，1996;Blum
and Hammon, 2000;Steinhoff-Wagner 等 2011;Hammon et al. 2012)。例如，饲喂初乳已被证
明对胃肠道(GIT)的发育有积极的影响，并能促进犊牛的能量代谢。摄入足够的这些非营养因子
对 于 促 进 胃 肠 道 发 育 以 提 高 营 养 摄 入 和 营 养 利 用 似 乎 很 重 要 (Blum and Hammon,
2000;Hammon et al. 2012)。Steinhoff-Wagner et al.(2011)的数据清楚地表明：饲喂初乳与基
于牛奶的配方奶的等营养水平相比，提高了犊牛长达 4 天的葡萄糖摄取。在该实验中，第一次
挤奶的初乳作为第一餐饲喂，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挤奶的初乳分别在接下来的三天喂养，
以检验日粮中葡萄糖摄取、胰岛素反应性和内源性葡萄糖产生的差异。饲喂初乳的犊牛血糖水
平较高，内源性葡萄糖产量相近，血浆胰岛素浓度较高，说明初乳促进了葡萄糖的吸收，初乳
中的胰岛素被 GIT 吸收，促进了内源性胰岛素的产生。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饲喂初乳的犊牛糖
原储量更大，血清尿素氮更低，氨基酸浓度更高，这意味着初乳的摄取量与配方奶中类似营养
素的摄取量相比，具有更强的合成代谢状态。由此可见，初乳中除 Ig 外的其他非营养因子对提
高初乳的能量利用率和新生儿胃肠道发育具有重要意义。在评估和诊断类似管理和营养条件下
犊牛生产性能的差异时，应考虑犊牛 GIT 的发育和这些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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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项研究表明，第一餐初乳的数量或存在与否对断奶前犊牛的生长性能有影响。Jones et
al.(2004)研究了母体初乳和血清来源的初乳替代品之间的差异。在这项研究中，两组犊牛被喂
以营养成分平衡的母体初乳或血清来源的初乳替代品。
初乳替代物被开发用来为新生儿提供足够的免疫球蛋白，但未考虑初乳中发现的其他非营养因
素。结果表明：在犊牛出生的前 7 天，犊牛饲喂初乳显著提高饲料效率，在出生后 29 天仍是
明显的；相比饲喂血清来源的初乳替代品，两种处理的犊牛 IgG 状态几乎相同，表明：初乳中
除 IgG 外的其他因素是造成差异的重要原因。此外，Faber et al.(2005)的数据显示：在相同的
营养和管理条件下，出生时给犊牛饲喂 2 升或 4 L 初乳，显著提高青春期前生长速度。
为了扩展这一数据，Soberon 和 Van Amburgh(2011)检验了初乳状态对断奶前平均日增重
（ADG）的影响，也检验了初乳摄入后不同代乳品摄入量的影响。犊牛初乳饲喂高水平(4 L)或
低水平(2 L)，然后将这两组犊牛再分为两组，每组限量饲喂或自由采食代乳品。饲喂 4 L 初乳
的犊牛，断奶前和断奶后的平均日增重均显著增加，断奶后的采食量显著增加，这与 Faber et
al.(2005)和 Jones et al.(2004)的数据一致。根据 Steinhoff-Wagner et al.(2011)的描述，这些实
验的观察结果加强了确保犊牛在头 24 小时和头 4 天尽可能多地接受初乳的必要性，以确保犊
牛获得更多的养分和吸收。初乳中除 Ig 外的非营养因子，还对于帮助犊牛建立一个更强的合成
代谢状态和开发一个更有效的 GIT 屏障和吸收表面积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初乳是犊牛第一餐，因此对于维持犊牛生命第一天所需的营养供应非常重要。初乳
的数量总是集中在我们向犊牛提供特定数量的免疫球蛋白的想法上，很多时候我们低估了初乳
的营养贡献。此外，一年中的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低估了犊牛对营养的需求，尤其是对维持的
需求。例如，一个出生体重 38.6kg 体重的荷斯坦犊牛的维持要求在 22.22 度大约是 1.55 兆卡。
初乳含有约 5.529 兆卡代谢能(ME)/kg，一瓶标准的 2.2kg 初乳含有大约 1.5 兆卡代谢能。因
此，在热中性条件下，犊牛在第一次饲喂时，饲喂量刚好或略低于维持要求。相比之下，如果
环境温度是 0 度，维持需要 2.4 兆卡代谢能，亦即是犊牛大约饲喂 0.454kg 干物质或 3.311kg
初乳。这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诊断犊牛生长和健康问题时经常遇到的问题之一，那就是使用容
积测量来描述营养供应，而不是讨论能量和营养价值。2.2kg 初乳听起来不错，因为瓶子里可
能装的就是 1.9kg 初乳，但这和犊牛对营养的需求没什么关系。
如果我们想要确保能量正平衡，并从初乳中提供足够的 Ig 和其他成分以促进正常发育，那
么在犊牛出生后的 24 小时内，管理好犊牛以获得更大的摄入量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天，至少
需要 3 兆卡代谢能以满足维持需求，并为生长提供一些营养。在许多奶牛场，这是通过食管喂
食器完成的，其数量取决于获得足够的被动转移抗体的愿望。奶牛场不应采用限饲法，而应在
犊牛出生后 10 至 12 小时内，鼓励母乳喂养 4.4 升，以确保初乳不仅能满足犊牛的 Ig 需求，还
能确保犊牛出生第一天的营养需求得到满足。
考虑到初乳对新陈代谢的影响数据，管理建议充分利用母牛供应犊牛的因素试图立即给出
生犊牛饲喂初乳，然后从泌乳的第 2 天到第 4 天(泌乳的第 1 天和第 2 天)给犊牛饲喂 4 天初
乳。这将确保在犊牛对这些非营养因子作出反应的期间供应给犊牛，从而在能量状态对小牛极
其重要的时期，促进肠道发育和功能，同时增强葡萄糖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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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状况和长期生产力
许多动物物种的研究表明，生命早期营养状况对发育具有长期的影响。除了潜在免疫能力
的提高，似乎还有其他因素受到早期生活营养状况的影响。有许多已发表的研究和正在进行的
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允许在犊牛 8 周龄时获得了更多的营养而对第一胎泌乳产量进行评估。在
这些研究中，与同期限制喂养的犊牛相比，56 天前营养摄入的增加致使第一胎泌乳时产奶量增
加 0 到 3000 磅（1362kg）(表 3)。
对表 3 所示的论文和数据进行荟萃分析，进一步研究断奶前营养摄入和生长速率的影响
(Soberon and Van Amburgh, 2013)。该分析排除了 Foldager 和 Krohn(1991)由于没有足够的
数据来充分描述处理方法，以及 Davis-Rincker 等人(2011)因为他们没有测量泌乳量。The
Morrison et al. (2009)分析纳入研究，分析时未获得 Margerison 和 Kiezebrink 的数据。所用软
件为综合元分析软件(www.Meta-Analysis.com) (Borenstein et al. 2005)和纳入的数据包括研究、
处理规模(犊牛数)、平均产奶量、标准误差或偏差、P 值及影响方向。Soberon et al.(2012)的
数据最初被排除在外，然后被纳入测试权重效应，因为 Soberon et al.包含数百只动物。Soberon
等人的数据并没有改变结果，数据被纳入分析。分析表明，在断奶前在牛奶或代乳粉中添加较
高水平的营养物质，可显著提高奶牛的产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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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117kg（P < 0.001），置信范围从 205 到 664kg 的牛奶。当 ADG 作为连续变量被纳入数
据集时，结果与 Soberon et al.(2012)的相似；其中，每 454g 断奶前 ADG，成年奶牛的产奶量
增加 700kg(P = 0.001)。这是有重大意义的产奶量，显示出犊牛对断奶前营养、健康和生长的
敏感性。Hinde 等人(2013)的研究表明，通过保持健康以确保高水平的饲料摄入，可以强化母
体为后备母牛提供更多营养的目标。
一项对所有泌乳数据和断奶前生长速度的分析表明，在进行对照研究时，为了从早期营养
中获得这些牛奶产量反应，必须至少使犊牛断奶（56 天）的体重是出生体重的翻倍，或者以使
出生体重到断奶体重翻倍的速度生长。这进一步表明，为了达到这一反应，牛奶或代乳品的摄
入量在犊牛出生后的前 3 到 5 周必须高于传统的方案。
对来自康奈尔牧群的 1,244 头完整泌乳的小母牛进行了分析，并使用了类似于 sire 评估的
统计方法来确定断奶前营养对终身生产力的影响(Soberon et al.， 2012)。这些数据表明，有些
流程或发育事件在早期生活中受到影响，将对生产力产生终身影响(表 4)。值得注意的数据有两
个方面:经产泌乳对产奶量的影响以及断奶前免疫应激的一些影响。在数据集中，我们能够评估
完成 3 胎泌乳牛的一部分。当我们对 450 只已经完成第三胎泌乳的动物进行评估时发现，根据
断奶前的生长速度和平均每天日增重，增加了 1362kg 牛奶的终身奶效应。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是腹泻或抗生素治疗对生长和生产力的影响。无论是腹泻还是抗生
素治疗，对于记录中有这两种情况的犊牛，ADG 均不显著，差异约为 30 g/天 (P > 0.1)。然而，
对于同时记录了这两种情况的小牛，ADG 降低了约 50 g/天 (P <0.01)。在 8 年的时间里，大
约 59%的犊牛至少有过一次记录在案的事件。头胎泌乳期产奶量不受腹泻病例的显著影响。然
而，抗生素治疗和腹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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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M 残留奶有显著影响，抗生素治疗的犊牛在第一次泌乳时产奶量比无治疗记录的犊牛少
493kg(P > 0.01)。无论抗生素治疗与否，ADG 对犊牛初乳产量的影响均显著(P < 0.05)。使用
抗生素的犊牛每千克断奶前 ADG 产奶量增加 623kg，而未使用抗生素的犊牛每千克断奶前
ADG 产奶量增加 1408kg。从代乳粉中增加营养摄入的效果在接受治疗的犊牛中仍然很明显，
但泌乳牛奶的反应很可能由于与疾病反应相关的因素和营养从生长功能中分离而减弱
(Johnson, 1998;Dantzer,2006)。
实际考虑，以确保充分的断奶前生长
为了满足需求，有几个选项，每个选项都要求每个牧场有一个经济和管理流程。例如，过
去 30 年的标准犊牛喂养计划采取的方法是喂养适量的牛奶或代乳粉，一般在满足维持能量需
求的水平上，总体目标是鼓励干饲料摄入(Kertz et al. 1979;Otterby and Linn, 1980)。这种做法
除了成本低外，还可以克服某些健康问题。尽可能早的断奶有利于降低劳动力和饲喂成本。然
而，这种方法只有在犊牛始终处于热中性状态时才有效。例如，在 2001 年(NRC,2001)使用犊
牛模型的 50kg 犊牛，饮用 0.568kg20%蛋白和 20%脂肪的代乳粉，在热中性 20 度气温下代谢
能(ME)允许增加 0.309kg/天体重。然而若气温是 0 度，ME 允许增重为 0kg/天，能量处于负平
衡，因此，犊牛必须完全依靠干谷物来满足其营养需求，而 50kg 重的犊牛一般不到两周大，
因此，在维持和可接受的生长和健康性能之上，摄入足够的营养有点不切实际。
对营养来源的其他考虑与可利用饲料有关。例如，假设固体和细菌的含量得到适当的控制，
以提供稳定和健康的日粮，废弃奶是犊牛营养的极佳来源。由于牛奶的脂肪含量较高，所以牛
奶的能量含量比大多数牛奶替代粉都要高，所以更容易满足喂养废弃奶的犊牛的营养需求，特
别是在温度远低于临界温度的地区。对废弃奶进行固体含量的测定和标准化是非常重要的。
Moore 等人(2009)所描述的废弃奶固体含量的可变性可能是显著的，并会影响营养物质向犊牛
的输送。Brix 折射计可用于监测固体水平，为犊牛提供一致的营养物质输送，并帮助制定使用
牛奶添加物、代乳粉或其他可消化营养物质来源的管理方案(Bielmann et al.，2010)。
同样，确保代乳粉的重组固体含量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对于稳定和可消化的营养供应也很
重要。应按照制造商提供的关于混合水温度的说明，以确保适当的混合和水中的稳定性，并确
保代乳粉称重，而不是进行体积测量，以确保适当的重量与体积关系。由于代乳粉的生产制造
差异，重量、体积关系可以有很大区别，类似使用容器来测量体积，然后会发生错误的总固体
含量的解决方案，这可能会导致犊牛胃肠道的渗透性问题，进而会导致腹泻和减少养分的吸收。
重组代乳粉固体含量的可接受范围为 12.3% ~ 18%左右，但当浓度大于 13.5%时，自由采食的
水可获得性、每天喂养次数(>2 倍饲喂)和水质均成为确保成功实施该日粮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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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对代乳粉的充分混合和喂养以及犊牛的一般健康也很重要。水的总溶解固体(TDS)含
量、矿物含量和浓度对最终溶液的渗透压有很大的影响，在诊断腹泻、饲料采食量不一致和采
食行为异常时，可作为问题的来源。Kertz 等人(1984)证明了提供足够的水以确保摄食和动物的
整体表现的必要性和效果，然而，水的质量对促进这一结果是重要的。犊牛代乳粉饲喂可能对
水条件差更敏感，因为如果水的 TDS 高，其他元素或化合物影响持水容量，当加上代乳粉的高
渗透性会导致腹泻，这不是代乳粉的过错，而是这两个因素的结合。Beede(2006)总结了大量
关于水的文献，为评价奶牛的水质提供了指导。犊牛的 TDS 建议小于 2000ppm (mg/L)，犊牛
喂养代乳粉时，水中的 TDS 应小于 1000ppm，以确保不发生盐的毒性等渗透问题。牛奶中的
钠浓度一般在 20- 35 mmol/L 之间，总固体含量在 11.2%至 13.7%之间，这取决于废弃奶的来
源、处理和管理。因此，任何浓度超过这些水平都会影响溶液的渗透性，并可能导致消化不良
和腹泻。水的推荐钠含量为< 100ppm，氯的推荐含量为< 250ppm (NRC, 2001)。其他与水有
关的问题包括 pH 值和铁、镁、锰和硫的高水平，这些会导致肠道内的高渗透压或通便效果，
导致腹泻或其他不希望出现的结果。
断奶后的生长基准，以优化牛奶产量
另一个管理目标是鼓励干饲料的摄入，以发育瘤胃和供应营养。在断奶过程结束时，犊牛
必须学会采食开食料并发育出功能性瘤胃。在完全断奶前，犊牛在断奶时开食料摄取量的基本
要求是至少要消耗 0.9-1.135kg。然而，断奶前的开食料摄取量与牛奶饲喂的水平相混淆，因此
绝对值并不十分合适。最重要的是犊牛要有足够的采食量来发育瘤胃，并建立一个健壮的微生
物种群，以确保良好的消化和瘤胃功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奶牛场犊牛的管理中有学习的障碍，
影响犊牛如何查看和接受启动谷物作为一种食物来源。我们管理这一学习的方法是限制牛奶或
代乳粉中的营养成分，以增强饥饿感，因此鼓励犊牛从其他来源摄入营养。让不同年龄的犊牛
居住在允许互动或至少视觉观察到的环境中，有助于学习过程，因为年龄较大的犊牛提供了饮
食行为方面的引导，而这些后出生的犊牛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来理解在哪里和什么是开始谷物
（开食料）。为了提高奶牛的营养传递和断奶效率，避免断奶后的营养平衡问题，创造一个让犊
牛能够互相传授启动谷物摄取量的环境是至关重要的(de Paula Viera et al.，2012)。
这一切都意味着断奶后的生长有一些基准，而这些基准是期望的初产犊牛年龄(AFC)和您
正在饲养的成熟牧群大小的函数(表 5)。这些基准已经在 2001 年的奶牛场 NRC 中描述过，但
是由于缺乏存在于大多数畜群中的体重 BW 和日增重 ADG 数据，这些基准很难实现。由于缺
乏数据，营养学家和小母牛管理人员在缺乏任何真正可量化的数据的情况下，正试图作出改变。
在任何日粮平衡软件中最重要的输入是体重，这也是管理小母牛生长和 AFC 最重要的信息。很
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在断奶前犊牛投入太多精力，为了在产奶时达到 BW，从而实现潜在的
产奶量的增加，也需要付出类似的努力来确保达到基准。
来自美国东北部的牧场数据表明，第一次产奶的标准没有达到，而且由于在产奶期间营养
物质被分配到生长中，牛奶产量明显下降。这可能会对许多畜群的收入超过饲料成本产生负面
影响，尤其是在青年母牛存栏高且在泌乳期畜群中青年母牛所占比例较大的情况下。东北地区
的一个典型情况是，在过去 3 至 5 年里，牛奶价格和宰杀奶牛的价格上涨，以及断奶后或怀孕
后对青年母牛生长缺乏监控。在 2014 年和 2015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牛奶价格都很高，而同期
的宰杀奶牛价格也很高。在许多情况下，宰杀价值几乎等于青年母牛的饲养成本，这导致许多
牛群的宰杀量高于平均水平，特别是在牛群有大量青年母牛存栏的情况下。因此，许多畜群现
在有超过 35-38%的头胎泌乳牛——在一些畜群中超过 50%的头胎泌乳牛；然而，在这些青年
母牛被确认怀孕后，几乎没有对它们的充分生长进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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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妊娠期体重基准(55-60%成熟 BW)已成功实现，但育成母牛产犊体重低于 82%成熟 BW 的
基准。
产犊体重值低于基准的价值涉及未实现的牛奶收入，这是由于青年母牛在第一胎泌乳期间
将营养物质分配给生长发育所致。青年母牛总是优先考虑生长，试图在第二胎泌乳前达到 9092%的成熟体重大小，所以这是以牺牲产奶量为代价的。在一群牛的场景中，青年母牛产犊在
成熟 BW 群的 72% [10 单位或者低于优化产奶量的目标值(82%)的 13%]，青年母牛达到 36.32kg
泌乳峰值，而它们应该已经达到 41 – 42kg(当产犊体重合适，青年母牛的产奶量应该大约在成
熟奶牛的 80 - 82%)。假设峰值是 102kg 牛奶，这意味着由于没有达到成熟的标准，这群青年
母牛的未达标的奶重约为 1135kg。如果净牛奶价格为 2.31 元/kg，饲料成本收益(IOFC)差额为
1.15 元/kg，则减少的 IOFC 为每头母牛 1457.75 元，而 800 头母牛中 40%为头胎泌乳的母牛，
其价值为 466,480 元。在牛奶价格为 2.76 元/kg 的情况下，对于相同的畜群和场景，其价值接
近 70 万元。
因此，确保达到增长的基准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如果目标不仅是实现增长目标的牛奶，而
且是由于在断奶前的管理和投资。
（参考文献略）

健康源自营养 创新彰显价值

产品推荐
易果乐 scFOS、乳脉嘉 RumenYeast,核力素、欲可胖 Elancoban,Rumensin,瘤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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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牛管理

成功的后备牛发育指南
W. Gene Boomer, D.V.M.
Manager, Field Technical Services
Arm & Hammer Animal Nutrition
1912 Kings Pass
Heath, TX 75032
559-786-4235 Phone; 972-771-5370 Fax
gene.boomer@churchdwight.com
巫立新译
成功的后备牛发育计划意味着管理好后备牛的成长阶段，实现以最小的变异或负面的健康
事件达到在第一个泌乳期提前高产。这意味着管理者基于成熟奶牛的身高和体重在关键目标点
管理免疫系统使免疫功能最大化，控制体况得分和体重，监控期望的臀部高度、饲料效率和平
均日增重。
然而，后备牛发展计划不是如传统的方式主要聚焦于牛奶的生产。也关注每天生长的成本
是否合理、死亡率保持在 5%以下和生产者的满意度。奶牛生产者通常的状态是更加热心于系
统地管理后备牛要求更有成就和成本更有效。
集约化管理系统不是为所有奶牛运作的；然而，过去 3-4 年奶牛行业的改变驱使着变革。
而且，以往的强化管理减少了疾病的发生率和死亡损失，降低了治疗和劳动力成本、改善了刚
出生 70 天以及之后的平均日增重。
目前在业界饲料成本较高的情况下，还要综合考虑棚舍成本、土地价值、淘汰牛价值、性控
技术、后备牛存栏和肉牛价格。当前，饲料替代物也缺乏，能购买到春季的后备牛比实际饲养
的成本低 200-400 美元。因此，必须更多地聚焦于后备牛业务。今天的经济不会给每一个后备
牛机会自然而然地走完泌乳牛的生涯。可能会较早地淘汰，意在后备牛的饲养计划中获得较大
的利润。
作为一个产业，管理者监控更重要的绩效指标，但通常跟踪更长的延迟时间更加有效。第
一个泌乳期产量、初产年龄和第一次繁育的年龄只是这些兴趣点的一小部分，但措施滞后。业
内已经不情愿记录和监控早期的生产指标，比如：初生重、被动免疫、70 和 150 天日龄的平
均日增重，疾病事件中决定优先淘汰所投入的整个饲养成本。
被动免疫显著影响生产成绩和经济成本。列如：来自康奈尔大学和其他学院的研究显示：
被动免疫长时间地影响平均日增重和饲料效率(Faber et al., 2005)。
在个体内的生长率显示了显著的数量变异。比如：在一个较好的管理运作情况下跟踪荷斯
坦后备牛达到 51 英寸（130cm）臀高的日龄。在牧场实际测量体重和臀高，观察的平均天数
变化±60 天。导致这个变异结果的因素包括：被动免疫、基因、疾病发病率和环境状况。这个
变异表明：奶牛生产者不能为最优繁育长期设定一个监控臀高的最低限度目标年龄。
后备牛没有记录和监控大多数相关的关键绩效指标，就如同管理泌乳牛没有奶重量或奶罐
体积的记录一样。
本文的目的是聚焦于营养管理的关键领域，尤其是最初 100 日龄和建议的新的关键绩效指
标，多数后备牛管理计划要么没有记录要么使用了所有的潜力指标。来自牧场的经验，跟进后
备牛发展计划 8 个瓶颈的或后备牛发育阶段的领域通常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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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获得初乳和出生--第一天
出生和及时以合适的方式获得足够数量清洁的、高质量的初乳是所有后备牛发展计划成功
必需的基础。初乳的养分，尤其是能量是身体产热、维持和生长的关键。也含有与体重、繁殖
和乳腺发育相关的基因表达相关联的激素和生长因子。
另外，初乳也含有先天免疫功能成分供给犊牛。这些成分是免疫球蛋白(IgG、IgA 和 IgM)、
白血球（巨噬细胞、噬中性粒细胞、T 和 B 淋巴细胞）和其他因子如：细胞因子、生长因子、
维生素、矿物质、胰蛋白抑制因子和非特异抗菌剂因子如：乳铁蛋白和溶菌酶(Godden, 2012)。
被动免疫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在妊娠期间母体的营养水平、先前的疫苗活力和环境病原菌。
及时性、清洁度、获得初乳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最重要因子的交付情况。
初乳质量的变异是很大的，尤其是来自于头胎牛的。当前，生产者必须依赖于初乳计或糖
度折射计监控质量。大型牧场初乳管理制度中已经建立起了以卫生的方式尽早大量饲喂的早期
管理模式。当前推荐：在出生 30 分钟内饲喂体重 10%的初乳，在随后的 8-12 小时饲喂体重
5%的初乳。一个初生 40kg 的荷斯坦犊牛饲喂 4kg 初乳（4.5L）和在 8-12 小时后饲喂 2kg
（2.27L）初乳。如果食道正确自动饲喂被动免疫可以快速完成，比奶瓶饲喂初乳用工节省。
清洁度影响 IgG 的吸收。在犊牛获得初乳期间，初乳容易被先前存在于乳腺内的病菌或通
过粪便污染。初乳常见的病菌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支原体、牛白血病病毒、单核细胞增生
李斯特氏菌、肺炎军团菌、空肠弯曲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牛放线菌分支杆菌、布鲁氏杆菌
和牛副结核杆菌（MAP）。细菌可能阻碍 IgG 的被动转运，这些细菌微生物会在存贮器皿和饲
喂设备上迅速繁殖。
让新生犊牛最小化暴露于病源微生物的方法：
. 不要让犊牛吸吮它们的母亲
. 在挤奶前清洁和消毒乳房
. 消毒挤的奶、存贮器和饲喂设备
. 在出生 1-2 小时内饲喂初乳
. 不要在冰箱里贮存初乳超过 48 小时。如果你不立即使用尽快冷藏。
在妊娠后期产犊前 5 周再次接种大肠杆菌、Roto 和 Corona 病毒疫苗新鲜刺激产生这些
特殊疾病的初乳抗体。在产犊前 30 天配制营养平衡的日粮以满足母体的代谢蛋白和能量需求，
同时预防低血钙症，减少新产牛疾病发生率和增强胎儿与母体免疫系统。
成功实现 IgG 被动免疫的益处在于减少治疗和死亡率(NAHMS, Wells,1996)、改进生长率
和饲料效率(Fowler, 1999; Gaber et al., 2005; Nocek et al., 1984;Faber, 2005) 、缩短第一次
产犊的年龄(Faber et al, 2005) 和增加第一以及第二胎的产奶量(DeNise, 1989; Faber, 2005) 。
单个和栏舍水平的绩效后期测定关键数据记录包括：
. I.D 码（身份识别码，即：耳号）
. 出生日期
. 初生重
. 双胞胎+/. 品种
. 性别
. 出生难易
. 母体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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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母体的信息包括：孕期、进产房时间、泌乳量、先前泌乳相应的奶产量和成年体重。如
果可能，母体成年体重可以用于设置繁育和初次产犊孕育后代的目标体重。也推荐记录在 48
小时总的血清蛋白和 BVD 耳部缺口测试的结果。
阶段 2--增加牛奶的摄入量--可代谢能量和蛋白--第 1 周
管理层必须做出第一个决定是饲喂什么和饲喂多少。基于干物质娟珊牛和荷斯坦牛全乳的
成分见表 1。

饲喂什么？
如果犊牛离开母亲，每天吃奶 6 到 10 次，每天消耗的牛奶是体重的 16-24%(Corbett,
2012) 。一头 45kg（100 磅）体重的犊牛每天将消耗 7.3-11kg（16-24 磅）全乳（7.2-10.6L/1.92.8 加仑，美制）。若荷斯坦全乳总固形物为 12.5%，7.3-11kg 全乳相当于每天 0.91-1.36kg（23 磅）总牛奶固形物。0.91-1.36kg 总牛奶固形物能获得 0.91-1.36kg 的日增重，当然也取决
于环境状况、犊牛尺寸和每日采食量。
大多数牛奶替代品（代乳粉）公司推荐 1 磅（0.454kg）代乳粉添加到 1 加仑（3.785kg）
水中，每头每天饮用 1 加仑混合物（1/9=11.1%固形物）。这个数量仅仅是犊牛离开母亲正常消
耗量的 1/3 到 1/2。
表 1 显示：全乳真蛋白为 25-26%。大多数代乳粉蛋白为 20-22%。传统的代乳粉流程与犊
牛离开母亲相比仅提供了 1/3-1/2 的数量和 1/3 的蛋白。这是显而易见的，若你饲喂代乳粉必
需配制至少 12.5%的固形物和 25-26%的蛋白以及饲喂最少 5.7L（6 夸脱，美制）的量。高蛋
白代乳粉促进更多的肌肉组织生长同时提高增重效率。
表 2 摘录的是自 2001NRC 发表以来基于身体成分数据推导出的关于犊牛生长需求的信
息(Drackley, 2005) 。这个表显示：在中等热情况下，45kg 体重犊牛的更新营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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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代乳粉的脂肪含量为 15-22%。从表 1 显示荷斯坦牛全乳脂肪为 29%（DMB）、娟珊
牛为 33%（DMB）。个别的生产者有报道在冬季脂肪饲喂到 25%的水平。
一些生产者报道增加固形物到 18%的成功案例。我的经验是卓越的管理必须是消除一批与
另一批的变异， 增加固形物必须反映在全乳的渗透压在 271mOsmol/kg。如果采取增加固形物
的策略必须强制性地使犊牛在全时间接触到新鲜水。即使合适的渗透压粪便将是柔软的。
饲喂多少？
传统上，行业内每天饲喂两次 1.9L（2 夸脱，美制）/次。即使当饲喂全乳也是如此，犊牛得到
在母亲护理时消耗的 1/2。在几个犊牛大牧场管理者已经改变为 2.84L（3 夸脱，美制），有些
改变为饲喂 3 次/天。从实践的立场，若你用 2.84L（3 夸脱）的奶瓶，推荐每天最少饲喂 2 次
2.84L（3 夸脱）/次和最多 3 次 2.84L（3 夸脱）/次。因为关注一批到一批的差异，也推荐固
形物大多在 12.5%-14%,非常好的管理固形物可以在 18%。
巴杀乳是另外一种通常推荐的使用方法。检测每一批的固形物在 8%到 14%之间--取决于栏
圈中的动物来源和类型。大型牧场可以成功地识别高体细胞的奶牛，并固定在隔离栏里，将这
些牛的奶巴杀。
这些决定增加了每日饲料和劳动力的投入。但由此也改善了犊牛的平均日增重和显著降低
腹泻和支原体肺炎。减少发病率和死亡率也降低了药费和人工费。
水桶饲喂是一些大型牧场另一种选择。这样容易饲喂大量的牛奶，但来自环境卫生的挑战。
保持注意：一种流程不适合所有的牧场。不同的流程需要投入不同的饲料、人工和圈舍成
本。多数规模化大犊牛场每天每头支付的费用是基于是否有利于较好发挥生产成绩，是否付出
是基于每 kg 增重的成本。
业界应该考虑应用下面的预算分析净犊牛生产业绩。
在这个案例中，犊牛饲喂了 1.9L（2 夸脱）12.5%混合总固形物、26%蛋白和 20%脂肪的
代乳粉，每天 2 次或 3 次。代乳粉成本$2600/T(18200 元/T)。每天饲喂成本从$1.38(9.66￥）
增加到$2.07（14.49￥）。该案例中，额外的劳动力饲喂、栏舍/人工成本增加$0.15(1.05￥）/
头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收支平衡，生产者需要额外平均增加 0.6 磅（0.272kg）/头日。减少
疾病发病率、药费和人工费的成本没有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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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平均日增重的数据因此没有就上述数据进行分析。这就是为什么建议生产者记录个体
的出生重和出栏的重量。这样可以用出栏重减去初生重计算得到日增重和饲喂的饲料量。管理
者可以查看犊牛群组或批次的周、月、季、来源和疾病发病率等的生产成绩。
增加记录单个出栏的体重，推荐记录疾病事件如来源和肺炎、健康事件的天数和治疗方法。
如果记录这些信息，可以考虑基于个体平均日增重和疾病事件的数据提前淘汰。通常在 70 天
提前淘汰比在 150 天的市场机会更好。
在当今的奶牛业，最佳的反刍动物发展目标不是在牛奶饲喂阶段减少生产成绩的费用。在
较早的年龄减少牛奶摄入以推动干饲料采食的意图既不是目的也不经济合理。目的是从牛奶蛋
白和能量快速过渡到植物蛋白和能量，这是有效率和可能的。对于年幼的动物，植物蛋白和能
量消化率低（可代谢的）。据奶牛行业的经验当干饲料过度太早生产业绩滞后，已经延长了牛奶
饲喂的时间以弥补不足。犊牛采食高消化率蛋白和能量来源的谷物混合物可以适当减少牛奶饲
喂的天数。
阶段 3--断奶--第 8 周
断奶是犊牛生活的一个时段，管理者要求犊牛消化道从牛奶蛋白和能量转换到植物蛋白和
能量。牛奶和代乳粉以每吨计比开食料更贵，但牛奶固形物比植物原料的饲料效率更好。我们
现在有犊牛的饲喂计划模型，但是他们不可能在断奶期间（<10 周）精确地预测非常幼小的牛
实际的可利用代谢蛋白和能量。
断奶推荐的经验已经改变，断奶应该是基于犊牛开食料与对应的日龄。在大型牧场测定犊
牛开食摄入可能会比较麻烦但可以做到。直到犊牛连续三天采食 2.5-3 磅（1.135-1.362kg）开
食料就可以断奶了。所有从饮用牛奶到采食开食料的过渡计划调整的每一个操作均基于犊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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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绩。生产成绩是由你的初乳计划、饲喂牛奶的固形物和数量、环境状况和疾病的发生率
推动的。
犊牛不饮用牛奶的日龄有变化。生产者不能保持群组或年龄组中所有的饮用牛奶的犊牛都
等候到最小的一头断奶。推荐给你一个草案：允许生长缓慢的犊牛继续额外饮用牛奶 7-10 天。
这些犊牛需要记录在你的延迟断奶记录系统中。这是另外的稍后淘汰考虑的因素。
犊牛摄入开食料自由饮水是必需的。通常当完全断奶后犊牛在之后的 7 天饮水量翻倍。在
群组栏内至少 2 周不要饲喂干草。
所有犊牛开食混合料不是均等配制的！粗蛋白（CP）和能量不是跟可代谢蛋白和能量一样
重要。一些成分比另一些成分适口性更好。配制犊牛开食料适当的适口性和消化率，对犊牛消
化系统的发育是成功过渡到植物蛋白和能量的关键。
以我的看法，蛋白的主要来源应该是豆粕。犊牛从牛奶过渡到干饲料不能用低质量的过瘤
胃蛋白如 DDGS。谷物应该是加工过的和热处理过的较好的糊化淀粉，这样消化率更好。球虫
预防剂应该在配方里添加水平合适。
购买犊牛开食料常常宁愿品质胜过价格。相反，这个决定应该是基于犊牛生产成绩。
每一批的平均日增重是一个你做上述决定的关键。日粮比较电子表格显示：两个开食料的
相对价值。案例比较了 18%和 22%CP 的犊牛开食谷物混合料。案例假设干物质采食量、圈舍
/人工是一样的。22%CP 的犊牛开食料要求犊牛多增重 0.12 磅（54.5g）/天以收支相抵。没有
生产成绩数据，通常选择低生产性能和低饲料费用会是错误的。

阶段 4--群组滞后--第 9-17 周
当犊牛从单栏舍移到群组时，许多犊牛饲养运营经历了一个“滞后阶段”。操作要求犊牛消耗
大约 7-8 磅（3.17-3.63kg）犊牛开食谷物混合料，在离开栏舍前到过渡到组群期间犊牛经历较
少的生长滞后。
考虑初始的组群大小；较小组群转换应激小。大规模的牧场每栏 10-20 头似乎更好。并非
所有的动物喜欢锁定采食，因此在栏内提供一些谷物混合开食料是有益的。
另外，干燥、自由躺卧区要求确保小牛躺得下。温度、湿度、覆盖毛发和气流速度较大地影
响每日维持需要。今天的营养模型证明这是非常精细的。
接近饲喂区域足够的新鲜水也是必需的。在日粮中不要饲喂干草直到动物在群组栏内至少
2 周后。大多数牧场在犊牛开食料中混合 10-15%高质量切碎的干苜蓿草似乎很有效。可以这
样饲喂直到动物在群组中大约 4 周。表 3 显示日粮变化的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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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5--种植谷物混合物--增加牧草%--第 16 周
大约 15-16 周龄（110 天），小牛可以转换种植日粮。一种谷物混合或植物颗粒包含蛋白、
维生素、矿物质和球虫抑制剂/生长促进剂可以与高质量的牧草混合。
针对高饲料成本，业界已经逐渐增加饲喂饲草的数量（低消化率）和降低干浓缩饲料的质
量（在年幼时消化率低）。这种经营的决定节省了饲料成本，但有什么生产反应？多数管理者没
有监控 ADG（平均日增重）或在生长阶段的每磅增重总成本（到 150 日龄的出栏重）。没有这
些生产成绩指标，不可能做出好的管理决定。
在 5 月龄获得体重信息能解决这种困难。这是一个疫苗正常管理的时机；动物已经被处理
和你可以最大化用工效率。这个信息令你可以做更好的日粮决定，同时这是做出早期淘汰决定
合适的时机。根据目前市场状况，这是一个好机会允许你决定表现不佳的后备牛将来的生涯改
变。肉牛育肥市场好和接近 400 磅（182kg）。是一个好的实施奶牛育肥肉牛计划市场时机吗？
阶段 6--进入繁育栏--10 月龄/130cm 臀高
移动到繁育栏必需基于上面起初的准确的臀高和体重测量，同时年龄作为第二参数。荷斯
坦牛进入繁育栏臀高将会在 130cm。你不能在 10 月龄前繁育荷斯坦后备牛，即使她们已经达
到了臀高和体重目标。好的管理流程，在 10 月龄大约 20%将达到合格的尺寸。
获得目标臀高和体重，动物年龄的变异大于多数人的认识。通常，管理好的荷斯坦后备牛
发育计划将有多于 90%的动物在 10-14 月龄达到合适的繁育尺寸。这种变异是正常的和由于
基因、生长率、饲料效率和疾病等的因素。在繁育栏内于设想的年龄段监控关键的生产性能指
标。这也是移动到繁育栏重要的记录，以便于正确计算 21 天妊娠率和授精风险。
通常太肥的后备牛徒劳无功地饲喂饲料，等待太长时间才开始有繁育结果。成熟后备牛生
长放缓。年长的后备牛趋向于获得过肥的体况。这导致更多的难产和代谢疾病。下列的图表是
测定了 7000 头荷斯坦后备牛。注意：即使自始至终执行同样的饲养计划，有些动物在小于 10
个月龄达到预想的 130cm 臀高，有的动物 14 月龄才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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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7--移动到围产栏--在围产栏 3 周-DCC<250
在这个阶段最常见的错误是围产期的育成牛没有获得使用多于 21 天的围产日粮。在她们
达到妊娠 250 天移动到围产栏。监控在围产栏的天数和干物质采食量。监控平均的变化。围产
栏的天数在 21 天，荷斯坦牛的平均干物质采食量大于 11kg。
第二个最常见的错误是没有为瘤胃微生物提供~1200gs 的可代谢蛋白。在接近妊娠后期胎
儿和乳腺发育非常快速，由此而增加了可代谢蛋白和能量的需求，同时干物质采食量下降。母
牛自身的维持和生长以及胎儿和母体两者的免疫系统也需要营养。当可代谢蛋白和能量的需求
不能满足时，动物开始代谢自身的蛋白和脂肪。
若关注新产牛的子宫炎，饲喂负 DCAD 日粮增加接近产犊奶牛血清中的钙水平。低血钙（低
血钙症和亚临床低血钙症）已经表明增加新产牛疾病的发病率(Santos et al., 2012) 。
阶段 8--动物舒适度和福祉--动物饲养--泌乳第一天
本文完全没有述及动物舒适度和福祉--动物饲养。
当今社会消费者希望完美。若你说你在做，你最好有能力证明它。领导要将你放置在需要
的位置。因此，方案必须适合于圈舍、饲喂、繁殖、移动、操作和处理牧场所有的家畜。
谁没有遵照方案去做必须写入个人总结。方案必须是书面的和有训练计划并备案。这些记
录仅仅是你牧场实践的途径。
当被问及去势和去角怎么操作时你的回答是什么？不允许你的团队去想“如果”我们被审核。
而是当你被审核时有准备，这样你可以交流和演示你们实际发生的方案。奶牛业的成功依赖于
使消费者放心的能力，我们做对事和用我们的能力证明它(Walker, 2012)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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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奶牛业，发展后备牛是必需的，应当是多数牧场考虑的机会领域。今天投入的成本
要求很大的管理热情与之相匹配。这种管理方式比我们传统使用的要求更多不同的关键生产绩
效指标。日增重和饲料效率数据要求管理部门决定后备牛发育所投入的资金而获得的最佳回报。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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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奶牛管理

干奶和新产牛管理的新概念
Thomas R. Overton1, Sabine Mann2, Brittany M. Leno, and Daryl V. Nydam2
康奈尔大学动科系 1 和人类医学和诊断科学系 2
巫立新译
带回家的信息
过去 10 年围产期奶牛的营养管理策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并继续在发展。
许多牧场即使临床产褥热发病率较低，也有明显的机会改善低血钙症的管理以提升产奶量
和繁殖，并降低亚临床疾病。
产前饲喂阴离子日粮改善产后血钙状态、增加干物质采食量和产奶量。
产前控制能量摄入改善产后能量平衡和降低亚临床酮病；同时，产前饲喂足够的可代谢蛋
白帮助产后维持较高的产奶量。
围产期卓越的饲养管理（管理草料的切碎长度和 TMR 水分）是牧场成功至关重要的；许
多牧场有机会改善这些日粮的饲养管理。
最近的研究建议：产前和产后的淀粉水平有互作；奶牛产前饲喂低淀粉日粮应该产后也饲
喂较低的淀粉日粮；反之，奶牛产前饲喂中等淀粉日粮很可能产后饲喂更高水平的淀粉日粮。
大体积、高可发酵新产牛日粮可以改善产后饲料采食量。
有机会添加蛋白和氨基酸营养调整新产牛日粮以改善产后生产成绩。
引言
过去 10 年奶牛行业的围产期营养管理策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正在进行的研究和经验
持续改进产前和产后时期我们对奶牛营养管理的建议。高产牧群兼备高产奶量而又适度的体况
评分损失（BCS，在泌乳早期不大于 0.5 或 1 个单位）、低代谢和与免疫相关的疾病发病率、在
泌乳早期卓越的繁殖性能和犊牛成活率以及茁壮成长。本文我们将就过去几年一些可能将会引
领围产期奶牛营养继续进展的领域以及当前的研究热点概述几个方面。
干奶牛的饲养策略
低血钙症的管理—老话题、新演绎
临床产褥热过去困扰着很多奶牛。低血钙症过去 5 年的研究已经转移到聚焦于不仅仅是临
床产褥热的管理，也包括降低奶牛产后亚临床的血钙（Ca）。即使奶牛的产褥热发病率低，但
产后亚临床低血钙症（SCH）可能影响到 50%或更多的奶牛，使奶牛容易感染传染病和代谢疾
病、降低生产性能和繁殖潜力(Reinhardt et al., 2011;Chapinal et al., 2012; Martinez et al.,
2012)。这些相关的问题继续在研究，需要战略性地减少 SCH 发病率是显而易见的。降低产前
日粮阴阳离子差(DCAD; Na + K–Cl–S = mEq/100 g DM)是降低临床产褥热发病率可靠的和业
已证实的方式 (Block, 1984;Gaynor et al., 1989)。实施该方案的策略包括：从最小化日粮的钾
（K，目的是较低的但仍然是正的 DCAD）到补充阴离子的比率以实现负的 D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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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康奈尔大学的团队近期的工作目的是确定在产前低钾日粮的情况下，当逐渐递增阴
离子的比率（因此 DCAD 降低）是否有利于增加钙的状况和生产参数(Sweeney et al., 2015a;
2015b)。三个试验组包括：低钾对照组日粮（+18.3mEq/100 g DM）、补充部分阴离子组
（+5.9mEq/100 g DM）和完全补充阴离子组（-7.4mEq/100 g DM）。日粮管理保持完全补充阴
离子组的尿液 PH 在 5.5~6.0。结果，在这个试验中产前 DCAD 降低，产后平均血钙增加，表
明：奶牛饲喂最低的 DCAD 对产后钙的状况最为有益。有趣的是，当饲喂最低的 DCAD 时可
以看到对经产牛（3 胎以上泌乳牛）的有利效果 (Sweeney et al., 2015a)。奶牛饲喂降低 DCAD
的日粮增加产后干物质采食量（DMI）和奶产量（MY）。奶牛产前饲喂最低的 DCAD 日粮比饲
喂低钾对照组日粮在产后头 21 天多产奶 3.178kg(Sweeney et al., 2015b)。 这个研究表明：与
低钾对照组相比产前实施更富挑战性的 DCAD 日粮能使产后的产出利益最大化。
测量尿液 PH 是监控产前 DCAD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能提供关于饲养管理有用的信息
(Jardon, 1995; Charbonneau et al., 2006)。每周应该测量大约 12-15 头中流尿样的 PH。重要
的是，相对于喂养的时间每周是一致的，因为尿液 PH 全天是波动的。在一周内每头奶牛的较
大差异可能是日粮成分造成的，可能是过度拥挤、社会因素、或是由于日粮混合不匀的结果。
每周尿液 PH 平均值的变异可能表明日粮混合不均匀或饲料成分变化。这个信息能用于改善饲
养和管理策略以提升过渡期奶牛的成功饲养。
干奶期的能量和对健康、生产、繁殖的影响
早在 2000 年前我们多数已经建议放弃传统的干奶牛高能饲喂。伊利诺伊大学不断增加的
研究证据推荐干奶牛的控制能量饲喂策略(Drackley and Janovick Guretzky, 2007)。控制日粮
能量产后非酯化脂肪酸（NEFA）和酮体（即：β-羟基丁酸或 BHBA）浓度较低，代谢病发病率
降低 (Dann et al., 2006;Janovick et al., 2011)。然而，一些研究观察到对产后早期产奶量有不
利的影响，尤其是在那些限制能量低于需求的奶牛。当控制能量摄入时要稍微关注适当的蛋白
补充。
康奈尔研究了（Mann et al., 2015）干奶期 3 种不同能量日粮策略的影响。一种是大体积、
高纤维、能量控制日粮（大约 100%的能量需求）；另一种是高能日粮（大约 150%的能量需求）；
第三种是在干奶后开始 28 天逐步饲喂控制能量的日粮，在余下的干奶期（预产期前 28 天）饲
喂中等能量（大约能量需求的 125%）的日粮。所有的日粮自由采食，预期可代谢蛋白（MP）
供应大约为 1300g/天。我们习惯于观察产前饲喂控制能量日粮与产后能量负平衡的标记物较低
的浓度有关，比如：NEFA 和 BHBA；尽管奶产量在各组间没有差异。此外，如以前的其他观
察(Janovick et al., 2011; Cardoso et al., 2013)，控制能量组产后的葡萄糖和胰岛素浓度保持较
高(Mann et al., 2016b)。葡萄糖对于新产牛非常重要，是维持正常免疫细胞功能、胰岛素阻止
脂肪和肌肉组织过度降解具有直接抑制作用所必需的。而且，观察到奶牛产前过度饲喂能量，
由于葡萄糖和胰岛素血液循环浓度较低而 BHBA 和 NEFA 的浓度高，有一个研究数据显示这与
降低成功繁殖有关(Lucy, 2008; Cardoso et al.,2013; Ospina et al., 2013)。
干奶期的代谢蛋白
接近产犊 DMI 降低，也与泌乳早期采食量上升缓慢有关，不仅仅影响新产牛的能量负平衡，
也影响它们的蛋白平衡。蛋白质和氨基酸对诸多生理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细胞更新和
免疫系统功能，这两个方面对处于具有感染疾病如子宫炎和乳房炎最高风险的围产期奶牛而言
是特别重要的。研究显示：在产前最后两周蛋白开始代谢和转运直到大约产后 6 周。代谢的蛋
白大多数用于乳蛋白的合成，小部分用于葡萄糖合成。我们通常推荐：在围产期提供足够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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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预测 MP 值为 1200-1400g/头日。特别是控制能量日粮，瘤胃非降解蛋白（RUP）的足够
来源应当包含在日粮里以实现这个目标。当饲喂的 MP 高于推荐的数量观察到对产后生产成绩
和健康的不利影响。当考虑到蛋白饲料来源的成本和过度 N 排放对环境的影响，饲喂过多超过
需求的蛋白是没有必要的。
干奶期能量水平对初乳成分的影响
多数产前日粮对牛初乳成分的研究来自于肉牛。给奶牛饲喂控制或高能日粮同时控制足够
的蛋白供应对初乳质量和数量影响的研究评估较少。我们的研究显示：整个干奶期（大约 57 天）
给奶牛饲喂控制能量的日粮比高能日粮，初乳中的免疫球蛋白（IgG）更高（96g/L 比 72g/L）。
同时期的初乳数量差异不显著（5.902 比 7.264kg） (Mann et al.,2016a)。给犊牛饲喂同样的
饲料，初乳中的 IgG 抗体数量也较高，这有利于被动免疫。依我们的意见和据其他的经验分享，
在产前提供足够量的 MP 同时控制能量对阻止初乳数量的降低很重要。
干奶牛日粮的饲养管理
如果没有很好的实施即使是最好的日粮配方也无济于事。含有牧草的大体积日粮是由麦秸
/稻草或者成熟牧草、低钾干草与玉米青贮和谷物混合构成的，如果麦秸/稻草或者干草不切短，
奶牛很容易挑食，最好优先混合入 TMR。我们团队一个新的研究(Lawton et al., 2015)：在纽约
和佛蒙特涉及 72 个商业化奶牛场，只有 25%的新产牛 TMR 在推荐的颗粒尺寸范围内（滨州
筛 PSPS：筛上层 10-20%，中层 50-60%，底部<40%）。我们建议麦秸或干草切碎长度不超过
3.81cm（滨州筛的每三个部分在 33%）。通常，添加水或其他湿的成分以降低日粮干物质比例
到 46-48%，这种日粮效果最佳。准确和持续的发放日粮和成分是围产期饲养流程成功的关键。
饲养新产牛的新观念
意想不到的是，过去 20 多年的围产期奶牛营养管理研究几乎专门聚焦于干奶牛。大多数
研究集中于围产期奶牛营养，日粮处理仅仅在产前和产后饲喂通常的日粮。在奶牛行业新产牛
日粮是常见的，高产牛的日粮常常也不太变化，可能粗纤维的含量稍高和/或包含些许数量
（0.681kg 或更少 ）的麦秸或干草、淀粉含量较低、添加 RUP、增加脂肪的数量、或包含其他
营养或添加剂（如：瘤胃保护胆碱、酵母或酵母培养物、添加莫能菌素）。在牧场层面这些策略
的成功多数是标准化的，因为在产后早期直到最近才仅有非常少的控制研究在检验日粮饲喂的
这些因素。
在产前和产后淀粉和纤维的互作
在 Cornell and Miner 学院的研究团队已经完成了 3 个产后日粮淀粉含量 (Dann and
Nelson, 2011; Williams et al., 2015)和整个围产期添加莫能菌素的产后日粮淀粉含量的评估试
验(McCarthy et al., 2015b, 2015c)。Dann and Nelson(2011)
在较短的干奶期（40 天）给经产荷斯坦奶牛饲喂控制能量日粮，然后在泌乳早期配制 3 种淀粉
日粮：产后头 91 天低淀粉日粮（21%淀粉）
、产后头 21 天中等淀粉日粮（23.2%）和接着到
91 天高淀粉日粮（25.5%）、产后头 91 天高淀粉日粮（25.5%）。奶牛产后饲喂低淀粉和中淀
粉日粮产后 DMI 和生产成绩类似；产后饲喂高淀粉日粮的奶牛 DMI 和奶产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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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arthy et al. (2015b, 2015c)在产后 21 天给荷斯坦奶牛饲喂含 26.2%或 21.5%淀粉的
日粮；从产后 22-63 天给所有的奶牛饲喂含 26.2%淀粉的日粮。预产期前 21 天奶牛也饲喂 0
或 400mg/头日莫能菌素，从产犊开始到产后 63 天饲喂 0 或 400mg/头日莫能菌素。与 Miner
学院的研究相比，奶牛饲喂高淀粉日粮奶产量和 DMI 增长的较快，血浆 NEFA 和 BHBA 较低，
处于持续较好的能量状态。奶牛饲喂莫能菌素产后 DMI 和奶产量较高，血浆 BHBA 较低，产
后日粮的淀粉水平不受影响。
The Miner and Cornell 的研究表明在新产牛时期饲喂低和高淀粉日粮的反应看来是相反
的。然而，两个研究的产前日粮大不相同。在 Miner 的研究里，整个 40 天干奶期奶牛饲喂典
型的低淀粉控制能量日粮（DM 的 13.5%）；在 Cornell 的研究里，奶牛接近产前饲喂中等淀粉
日粮（DM 的 17.4%）
。我们推断：产前和产后淀粉水平的差异应该不大于 8-10 个百分点。产
前奶牛饲喂低淀粉日粮（12-14%）立刻转移到新产牛日粮淀粉应当不大于 21-22%。另一个方
面，产前饲喂高淀粉日粮（16-18%）似乎可以过渡到包含 26-27%淀粉的新产牛日粮，只要在
新产牛日粮中有足够的物理有效纤维。
基于上述的一些控制实验案例研究 (McCarthy et al., 2015a)，我们也推测：在产后日粮淀
粉和纤维水平之间有互作。当新产牛日粮物理有效纤维不足，给奶牛饲喂较低的淀粉日粮 DMI
较高。然而，当麦秸增加到比通常日粮水平高（占日粮 DM 的~11%，通常日粮 2-4%）时，给
奶牛饲喂高淀粉日粮 DMI 较高。目前，我们正在跟进这项控制研究工作，以进一步了解新产奶
牛日粮中纤维的作用。
新产牛可代谢蛋白和氨基酸的额外需求如何？
在泌乳早期除了能量负平衡，奶牛也有蛋白负平衡。这种蛋白负平衡在产后 7 天达到最低
点，直到产后 21 天奶牛可能达到蛋白正平衡 (Bell et al., 2000)。产后奶牛通过代谢体蛋白补
偿这种蛋白负平衡，不过我们理解这种过程更少于对泌乳早期体脂的代谢。
最近，Larsen et al. (2014)在进行一项创新的试验，他们在产后评估奶牛的 MP 负平衡，
在真胃中灌注酪素以评估 MP 的缺乏。对照组灌注水，试验组在产后第 1 天灌注 360g、第 2 天
灌注 720g 酪素，接着减少 19.5g/日直到第 29 天的 194g/日。从产后第 2 天到 29 天灌注酪素
形成较高和接近常量的 MP 供应。虽然在该实验中奶牛的数量较少（n=4/处理），但在试验期间
奶牛灌注酪素比对照组多产奶 7.2kg/头日。将来的研究需要评估在产后同时补充总 MP 和单一
氨基酸的奶牛反应。
结论
过去的 10 年围产期奶牛的营养管理策略极大地发展和将继续发展。产前阴离子日粮的配
方和实施改善了产后钙的状况和生产成绩（饲料采食量和产奶量）。产前控制日粮能量缓和了
DMI、BCS 和脂肪动员的活力；通过卓越的饲养管理有效实施这些日粮改善了新产牛的新陈代
谢和健康。研究聚焦于特定的新产牛营养比较有限，新的结果表明：产前和产后的淀粉水平有
互作，籍此将高发酵性能与较高有效纤维水平结合以维持瘤胃稳定。此外，不仅仅在产前显示
有机会聚焦于 MP 和氨基酸营养，而且也在接着的产后时期。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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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期管理

奶牛围产期的脂质动员和炎症
Andres Contreras1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巫立新译
前言
脂质动员是一个包括脂肪生成和脂质分解的代谢过程。在脂肪组织(AT)中，脂肪生成是由
甘油-3-磷酸酰基转移酶、1-酰基甘油-3-磷酸酰基转移酶、脂质和二酰基甘油酰基转移酶催化的
脂肪酸逐步加入甘油三酯组装而成(Takeuchi and Reue, 2009)。脂肪分解过程中，脂肪细胞的
脂肪甘油三酯脂肪酶、激素敏感脂肪酶和单酰甘油三酯脂肪酶将甘油三酯分子水解为甘油和非
酯化脂肪酸(NEFA) [Arner 和 Langin 综述(2014)]。释放的 NEFA 要么通过脂肪生成重新酯化
为甘油三酯，要么通过白蛋白和胎球蛋白运输进入血液循环，用于其他组织作为燃料，要么分
泌在乳脂肪中(Strieder-Barboza et al.，2018)。在围产期，NEFA 从脂肪组织向血液循环系统
的净释放是脂肪细胞内脂肪生成减少和脂肪分解增强的结果(De Koster et al.，2018)。正常情
况下，随着泌乳的进行，脂肪分解减少，脂肪生成补充脂肪细胞的甘油三酯储存。然而，当脂
肪组织表现出对胰岛素抗脂溶作用的反应受损时，脂溶作用变得强烈和持久，脂肪生成被关闭。
过多的脂肪分解会增加患炎症和代谢性疾病的风险，降低泌乳和生殖性能。在驱动这些有害影
响的机制中，炎症反应的改变导致脂肪组织和系统内代谢和免疫功能失调。
临产期脂肪组织重塑，由脂类分解引起的炎症过程
围产期奶牛的脂肪分解增强和脂肪生成减少的后果不仅仅是 NEFA 进入血液循环的释放。
过多的脂肪分解还会诱导脂肪器官的重构过程，其特征是巨噬细胞浸润和细胞外基质的变化
(Contreras et al.，2017b)。
巨噬细胞是反刍动物脂肪组织中最丰富的免疫细胞类型，占反刍动物脂肪组织间质血管细
胞的 5-10%（非脂肪细胞)(Ampem 等，2016)。奶牛在围产期和饲料限制导致的能量负平衡中，
脂肪分解增强巨噬细胞进入脂肪组织的转运(Contreras et al.，2016，vailatii - riboni 等，
2017,Newman 等，2018)。在脂肪分解严重的情况下，如：真胃移位和酮病，巨噬细胞占脂肪
组织间质血管比例的 20%，占总细胞数的 2% (Contreras et al.，2015, Haussler et al.，2017)。
巨噬细胞在脂解过程中的作用是包含和消除高细胞毒性的脂解产物，包括 NEFA、双甘油酯和
单甘油酯(Lee et al.，2013)。
脂肪组织巨噬细胞概括分为经典(M1)和替代(M2)，前者具有积极的促炎反应，后者促进炎
症的解决。在任何时候，脂肪组织内的巨噬细胞都是 M1、M2 和中间表型的混合物。在有过多

健康源自营养 创新彰显价值
脂肪分解的围产期奶牛中，包括那些有真胃移位和酮症的奶牛，巨噬细胞主要呈 M1 表型，并
在网膜和皮下蓄积(Contreras 等，2015,Newman 等，2018)。相反，在哺乳晚期的奶牛中，4
天的短期饲料限制方案诱导的中度脂肪分解过程中，巨噬细胞浸润到相同的贮藏库中，但表型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Contreras 等 2016)。
在围产期，奶牛的总脂肪组织质量急剧下降。随着脂肪器官的缩小，其细胞外基质的组成
也发生了变化。转录组学研究表明，与脂解强度较低的反刍动物相比，脂解率较高的反刍动物
在临产后第 I 型和第 III 型胶原蛋白表达较强(Faulconnier et al.，2011, Akbar et al.，2014)。血
小板反应蛋白 1(一种重要的细胞外基质蛋白)的表达也在产后的头两周内上调，此时脂肪分解
率达到峰值
[Sumner-Thomson 等人(2011)对微阵列数据的再分析]。脂肪组织中 III 型胶原蛋白和血小板反
应蛋白-1 的高含量与脂肪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受损有关(Buechler et al.，2015, Matsuo et al.，
2015)。
在围产期奶牛中，由脂肪组织重构引起的炎症反应使分解脂质刺激持续存在。在脂肪组织
重构表达期间，脂肪组织巨噬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活跃，胰岛素发信号分泌的有力阻断剂包括：
白介素(IL) 1-β,IL - 6,抵抗素、肿瘤坏死因子(TNF) -α(MartinezSantibanez Lumeng, 2014)。这
种脂肪组织特异性胰岛素耐受性是由 Zachut 和他的同事在一组围产期奶牛上验证的(Zachut et
al.，2013)。在他们的研究中，泌乳早期体况下降较多的奶牛，其下游胰岛素信号通路如 IRS1 和 AKT（蛋白激酶）的磷酸化水平显著降低，脂肪分解较低且体重损失减少。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胰岛素信号通路的激活在肝脏中保持完整。
脂肪分解产物作为炎症调节剂
脂肪分解过程中释放的脂肪酸可以调节巨噬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的炎症表型。例如，饱和
脂肪酸通过激活钟形样受体(TLR) 1、2、4 和 6 在脂肪组织和其他器官的巨噬细胞中诱导 M1
样炎症表型(Velloso et al.，2015)。饱和脂肪酸如月桂酸（C12:0）、豆蔻酸(C14:0)和棕榈酸(C16:0)
能强烈激活 TLR4，促进分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MCP-1) (Han 等，2010)。重要的是，这些
饱和脂肪酸在脂肪分解过程中优先从脂肪组织中被动员(Douglas et al.，2007, Contreras et al.，
2017 年)。
脂肪分解过程中释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通过其氧化产物(氧化脂类)调节免疫功能和炎症。
例如，亚油酸被 15-脂氧合酶(LOX)和其他非酶反应氧化生成羟基十八碳二烯酸(HODEs)。13HODE 分子是脂氧合酶和环氧合酶的产物，在脂肪分解过程中促进 M2 极化，并作为促进脂肪
生成和脂肪生成的 PPAR-γ 配体(Lee et al.，2016)。相比之下，9-HODE 是活性氧非酶氧化的
产物，在脂质浸润的组织中促进 M1 极化，如：动脉粥样硬化血管(Vangaveti et al.，2010)。
对于奶牛，亚油酸是血浆和脂肪组织中最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在转化过程中，亚油酸
优先被脂解所动员(Contreras 等，2010)。血浆动力学及其衍生的氧化脂质脂肪组织含量与脂解
强度有关。在健康的围产奶牛中，从分娩前 1 周到分娩后 1 周血浆 13-HODE 水平增加。相比
之下，9-HODE，一个氧化应激的指标，保持不变。在脂肪组织, 9-HODE 在分娩后趋于增加，
分娩前 1 周或 4 周 13-HODE 较高。13-HODE 的脂肪组织含量与血浆-羟基丁酸浓度呈正相关

健康源自营养 创新彰显价值
(Contreras et al.，2017a)。将来，从其他多不饱和脂肪酸中衍生的 HODEs 和氧化脂类可作为
围产奶牛疾病风险或泌乳性能的预测因子。然而，目前对转化奶牛脂解产物合成动力学的研究
还很缺乏，应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
脂肪分解和免疫功能
过多的脂肪分解损害了来自先天免疫系统和适应性免疫系统的细胞炎症反应的有效性
[Contreras et al.(2018)]。例如，与正能量平衡状态下的奶牛相比，乳房感染链球菌的奶牛(乳房
内)，由饲料限制引起的高脂分解率，循环系统中未成熟的多形核细胞数量增加，吞噬活性降低
(Moyes et al.，2009)。在围产期奶牛中，高脂解率与中性粒细胞趋化活性降低和吞噬功能受损
有关(Nonnecke et al.， 2003, Hammon et al.，2006)。当血液循环 NEFA 超过 500μM 时，同
样数量的细胞氧化应激的爆发有限，当 NEFA>1.0mM 时，生存能力急剧降低 (Scalia 等，2006;
等，2012)。
围产期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的炎症反应也受到过度脂肪分解的影响。暴露在高 NEFA 浓度
下会降低这些单核细胞的有丝分裂能力，并限制干扰素-γ（IFN-γ）和免疫球蛋白 M（IgM） 的
分泌(Lacetera et al ., 2005 年,Ster et al ., 2012)。高 NEFA 影响适应性免疫系统细胞的功能。
高脂分解增加 B 淋巴细胞数量,减少 γδT 淋巴细胞。减少 γδT 淋巴细胞与在上皮组织免疫反应
不足有关(Pollock and Welsh, 2002)。总之，这些研究表明，过度的脂肪分解通过抑制先天免
疫细胞和适应性免疫细胞的炎症反应，降低它们清除病原体的能力，从而增加了围产期奶牛对
疾病的易感性。
脂肪因子调节免疫和新陈代谢
除了 NEFA 和其他脂解产物外，脂肪组织还通过分泌脂肪细胞衍生肽(即脂肪因子)调节围
产期奶牛的炎症过程、免疫和新陈代谢功能。虽然在啮齿动物和人类身上有超过 100 种脂肪因
子，但只有脂联素、瘦素和抵抗素在围产期奶牛身上有充分的特征。
脂联素增强脂肪细胞、肝细胞和肌肉细胞的胰岛素敏感性。同时,这个脂肪因子促进脂肪酸
在肝脏和骨骼肌 β-氧化。围产期奶牛，与干奶期和泌乳高峰期相比，分娩后第一周血浆脂联素
浓度降低(Kabara et al.，2014)。除了代谢作用外，脂联素还通过降低 TNF -α 和其他促炎细胞
因子的表达和分泌来调节人和牛巨噬细胞的炎症反应(Kabara et al.，2014)。脂联素也是一种重
要的适应性免疫调节剂，因为它是树突状细胞活化和 T 细胞极化所必需的(Jung et al.，2012)。
过度炎症会减少脂肪细胞分泌脂联素，从而影响 NEFA 作为肝脏和骨骼肌的能量底物的使用。
瘦素局部和系统地调节炎症反应。高瘦素血症通过促进 T 细胞表型从 1 型(促炎细胞)向 T2
辅助细胞的转变，这种表型的改变降低了病原体清除能力。瘦素对于树突状细胞的成熟和炎症
反应也是必要的。在巨噬细胞和多形核细胞中，瘦素信号是吞噬作用响应钟形样受体激活所必
需的(Naylor and Petri Jr, 2016)。与脂联素类似，瘦素在产后的第一周达到最低点，而最高的
血浆浓度则出现在干奶期的早期(Chilliard et a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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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素是另一种具有系统调节免疫和炎症反应能力的脂肪因子。在奶牛，血浆抵抗素在泌
乳后的第一周达到峰值，在泌乳 5 周后恢复到产前的水平(Reverchon et al.，2014)。在人类和
啮齿动物中，IL-6 高血糖症和生长激素刺激脂肪细胞中抵抗素的表达。抵抗素破坏脂肪细胞的
胰岛素信号，并被认为是一种促炎脂肪因子(AL-Suhaimi 和 Shehzad, 2013)。抵抗素促进脂肪
细胞的脂肪分解，但其对免疫细胞的影响目前尚不清楚。
在围产期调节脂质动员
减少脂肪生成和增加脂肪分解是对能量负平衡的适应，以维持牛奶生产的能量可用性。尽
管脂质动员的过程受到生理、营养、遗传、管理因素的影响，但农场管理、营养和药理工具不
同，可用于限制脂质分解，并可能促进脂质生成[Contreras et al.，2018]。
围产期一个基本的管理和营养策略，是减少脂肪分解和促进脂肪生成、最大限度地摄取干
物质(DMI)。此外，在干奶期的最后几周有必要限制通常观察到的采食量的突然下降(Grummer
et al.，2004)。还必须平衡产前日粮，以满足但不超过能量需求。这通常是通过饲喂高水平的
纤维来实现的(Allen 和 Piantoni, 2014)。在平衡干奶牛的日粮时，有必要考虑到妊娠最后几周
的过量饲喂会增加产后脂肪分解，增加脂肪肝的风险(Douglas et al.，2006)。在干奶期获得过
多体况评分的奶牛，其脂肪细胞更多，对产后脂肪分解刺激更敏感(De Koster et al.，2016)。
另外一种饲喂策略是通过饲喂大量中等发酵淀粉来促进产后瘤胃丙酸的生产(van Knegsel 等，
2007)。这种营养干预通过增加胰岛素分泌来限制脂肪分解(McCarthy 等人，2015)。
为了补充定量平衡策略，可以考虑在围产期奶牛的日粮中加入限制脂质动员的营养补充剂。
饲喂烟酸可以通过限制激素敏感脂肪酶的磷酸化来减少脂肪分解(Kenez 等，2014)。然而，补
充烟酸的结果并不一致(Schwab et al.，2005, Havlin et al.，2016)。这可能与补充烟酸的时间
有关。当仅在产后饲喂烟酸时，烟酸并没有降低脂肪的作用(Havlin et al.，2016)。然而，在整
个围产期补充烟酸被证明能有效地减少脂肪分解(Schwab 等，2005)。
甲基供体也是一种营养补充品，当喂给围产期奶牛时，会限制脂肪的动员。其中胆碱和蛋
氨酸在单独饲喂(Cooke et al.，2007, Li et al.，2016)或联合饲喂(Sun et al.，2016)时均可减少
脂肪分解。补充铬可以通过增强脂肪细胞胰岛素受体的活性促进脂肪组织中的脂肪生成
(Vincent, 2004)。然而，关于铬促脂活性的报道与一些 NEFA 降低效应研究结果不一致(Hayirli
et al.，2001, Yasui et al.，2014)，在血浆脂质方面没有变化(McNamara and Valdez, 2005, Smith
et al.，2008)。减少脂肪分解或促进脂肪生成的现有药物和营养干预手段仍然非常有限。探索
新的靶点药物，增强胰岛素敏感性或阻断脂肪细胞的脂解反应，将有助于围产期奶牛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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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围产期的脂肪组织功能
围产期奶牛管理程序通常包括常规的临床和生产参数测量，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评估脂肪组
织功能。身体状况评分(BCS)是一种很好的皮下脂肪量测量方法，BCS 在分娩前后的动态变化
可以主观地描述脂肪分解率。此外，利用超声检查脂肪组织时获得的图像生物标志物，可以客
观评价 BCS，避免主观视觉测量的可变性。经训练人员测量的皮下脂肪组织深度与 BCS 评价
密切相关，在预测血浆中具有高度敏感性和特异性的 NEFA 浓度，可立即用于奶牛的产前和产
犊(StriederBarboza et al.，2015)。如果采用主观的 BCS 评估，成年奶牛的 BCS 应在 3.0 到
3.5 之间，而青年母牛的 BCS 在 3.25 到 3.75 之间，因为过瘦或过胖的奶牛更容易患病。
目前，最常见的直接测定脂肪分解的方法是血浆 NEFA。在预防兽群医学中，泌乳前和泌
乳后血浆 NEFA 值被用作早期泌乳疾病的预测因子(表 1)。与血浆 NEFA 相似，产后血 BHB（β羟基丁酸）在泌乳早期提示能量负平衡（NEB）并预测疾病风险(Ospina et al.，2013)。在群体
或个体动物水平上进行评估，脂解也可以用乳脂与乳蛋白的百分比比值(表 1)。乳脂随着血浆
NEFA 的增加而增加。泌乳后第一周内乳脂肪与乳蛋白比值大于 2 的奶牛，发生胎衣不下、真
胃移位、临床子宫内膜炎以及泌乳结束前被淘汰的风险更高(Toni etal .，2011)。
新的脂肪组织功能生物标志物正在探索。低浓度的 NEFA 转运蛋白白蛋白和胎球蛋白- A
与脂肪组织低脂肪生成活性有关(Strieder-Barboza et al.，2018)，这可能表明患脂肪肝的风险
更高。HODEs 和其他作为脂肪组织炎症标志物可能提供有关脂肪组织功能的疾病风险信息，
但仍需要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的验证。需要注意的是，单一的生物标志物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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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支持围产期的管理决策。然而，当多种生物标记物一起分析，并结合健康、生产、营养和环
境数据时，生物标记物对于识别与长时间的剧烈脂肪分解相关的代谢问题变得至关重要。
结论
过量的脂肪分解会损害转化奶牛脂肪组织和全身的炎症反应。分娩前后的“脂溶性”环境会
加剧免疫反应，而免疫反应在清除病原体和影响代谢功能方面是无效的。在脂肪组织、巨噬细
胞浸润中，脂肪组织重构的一个关键特征有利于适应围产期的分解代谢状态特征。然而，当巨
噬细胞过度浸润时，会引发过多的脂肪分解会加剧炎症的恶性循环，进而进一步加剧脂肪分解
反应。
西方国家对人类肥胖和糖尿病流行的脂肪组织生物学研究的关注，拓展了我们对脂肪动员
在代谢和免疫功能中的作用的认识。然而，反刍动物与单胃动物脂肪器官生理学存在显著差异
(Laliotis 等，2010)表明：需要重点研究在奶牛体内连接脂肪细胞和免疫细胞功能的特定炎症和
代谢途径。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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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炎症和免疫力以改善围产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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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立新译
带回家的信息
* 大多数奶牛在泌乳初期免疫功能受损和产前炎症并发，与疾病相关的风险较大。
* 饲料和药物产品数量的增加意味着提供了增强围产期免疫功能的可能性，也在
试验围产期抑制炎症的其他工具。
* 也有一些产后抗炎症的案例，显著地增加了整个泌乳期的奶产量。
* 炎症和免疫力提升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重大问题关系到牧场能否“鱼和熊掌兼得”，改
善免疫力同时避免发炎状况。这些问题仍然有待解决；不过，几个研究建议：健康和生产效
率的益处可以实现。
* 可能有些牛群从抗炎性战略中获得很多益处，其他可能的益处多数来自免疫力提升的工具。
至今，基本上在这些组合战略上不再研究。
为什么担心免疫力？
奶牛群大范围的记录分析表明：在全球典型的奶牛场有超过一半的成年动物的健康问题存
在于围产期奶牛。产后立刻有一些显而易见的风险因素，包括泌乳牛发生的潜在隐性乳房炎案
例再次显现于泌乳初期和产犊时的组织创伤。然而，在产犊前后数周也有在免疫力功能方面好
的记录(Kerhli, 2015)。在细节方面，先天性免疫细胞的功能似乎一向受损。先天性免疫细胞参
与快速识别和清除病原菌，独立记忆病原菌特性（抗体）。
围产期奶牛的免疫系统为什么被抑制？在围产期降低免疫功能的准确原因是复杂的。然而，
对乳房切除奶牛的研究搞清楚了：主要的驱动者不是妊娠和产犊，而是伴随着泌乳和新陈代谢
变化发生的 (Nonnecke et al., 2003)。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新陈代谢疾病（比如：酮病）造
成奶牛临床疾病感染高发风险；还造成传染性疾病（比如：子宫炎）高发，也随后带来新陈代
谢紊乱高发的风险。动物的免疫力和新陈代谢系统天然的相互依赖仅在近期变得清晰了，但是
免疫细胞对高血酮、非酯化脂肪酸浓度以及低血钙致病信号的敏感性知之甚少。在产犊时过高
体况评分的奶牛经历更大的免疫功能降低，也许是氧化应激的结果。作为结论，在这个时期围
产期奶牛的营养会对免疫力有大的影响，过去聚焦于使用过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有一些直接的证据：在这个时期，于围产期缺乏免疫敏感性预测感染的发病率。在一个研
究中，31 头奶牛中鉴别出 5 头在产前 4 周缺乏免疫反应。在泌乳的第二个月所有的 5 头牛发
展为临床感染，尽管 26 头牛中仅有 3 头牛如此 (Catalani et al., 2013)。可能在泌乳早期高比
率的感染可能部分归因于免疫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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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对围产期牛意味着什么？
炎症是免疫反应发展到感染或组织损伤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免疫细胞首先察觉出病原菌
或受到打击细胞释放的激活疼痛传感器信号，促进血液流动到局部组织，引起发烧，作为炎症
的传统信号。另外，炎症影响全身包括：改变肝功能、通常称为急性期反应。大多数这些反应
有益于填补先天性免疫细胞的免疫活化作用和抑制细菌生长，但他们会给动物带来成本。重要
的是炎症能在真实的病原菌挑战时出现，能在没有很重要的痛觉和红肿传统信号时出现。当炎
症的血液标记物在缺乏临床信号时升高，通常表明为亚临床急性炎症。
已经获得确认的是在产后的奶牛存在一个敏感的反应阶段 (Bradford et al., 2015)。尽管早
期的研究注意力集中于发炎的标记物和疾病如乳房炎和子宫炎两者之间的联系，过去 10 年大
量的研究已经证明：在产后的数日发炎的和敏感反应阶段的中间体上升，即使奶牛看起来健康。
以当前的认知，这种身体物证的增加表明：不是分娩过程和泌乳直接诱导的炎症，就是感染或
内毒素影响了大多数的新产牛。无论怎样的解释，泌乳早期奶牛产后炎症的流行提升了问题的
重要性。
虽然多数围产牛看来经历了一个炎症时期，在奶牛之间这种炎症状态的变化非常大。
Bertoni et al. (2008) 通过测量炎症的标记物评价了这种变异的重要性，依据炎症的等级将围产
牛四等分。最高等级的 1/4 奶牛整个第一个月的产奶量比最低等级的 1/4 奶牛显著低，泌乳的
28 天差异 20% (Bertoni et al., 2008)。一个公用的尺度是过氧化酶，是一种被多种炎症刺激物
强力抑制的血浆生物标记物。围产牛具有高的过氧化酶浓度，添加低浓度的敏感阶段蛋白和氧
反应代谢物，比那些过氧化酶最低 1/4 的奶牛 305 天多产奶 1973kg
（24%，Bionaz et al., 2007)。
其他研究结果表明：泌乳第一周较强的炎症反应与整个泌乳周期产量降低有关 (Huzzey et al.,
2015)。结合球蛋白（一种敏感性蛋白）的血浆浓度高 1.1g/L 与 305 天等量奶产量降低 948kg
有关，升高的结合球蛋白也与降低 19%受孕风险有关。炎症标记物异常地高与低产、健康和繁
殖结果有关。
促进免疫的工具
随着人们对动物特性的兴趣日益浓厚，影响感染风险的因素有很多已经成为支持强大免疫
力的重要因素。当前可获得的数据表明，如下情况奶牛可以改善围产期免疫功能：1）在干奶期
不暴露于显著的热应激；2）产犊的体况评分≤3.5; 3)在干奶期补充抗氧化剂；4）总血钙浓度维
持在接近 9mg/dL;5)在围产期血液 BHBA 和 NEFA 浓度保持低于 1mM。考虑到围产期奶牛的
免疫系统不可避免地要改变，可以额外添加抗热应激的成分，保证足够的饲料采食量、管理体
况、保持钙平衡和监控氧化平衡。
除了这些最好的围产期管理做法以外，在市场上的营养日粮和药物产品也用于改善免疫功
能。10 年来疫苗对于被动免疫的提升显然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预防致病菌引起的子宫炎疫苗
的发展，可能不久会带来破解令人沮丧问题的新工具(Machado et al., 2014)。另一方面，促进
先天性免疫的药理学工具直到最近还没有在家畜上获得进展。粒性白血球群体刺激因子（GCSF）
是一个用于免疫系统的标志，已经被用于免疫抑制的早期注射预防疾病治疗。GCSF 治疗刺激
嗜中性粒细胞的发育和成熟，导致血液循环中这些关键的先天免疫细胞的数量相当巨大的增加。
对于环境型的乳房炎，实施 GCSF 显著地降低了临床型乳房炎的发病率(Hassfurther et al.,
2015)。
日粮中也使用一些刺激免疫力的成分，尽管这些饲料添加剂准确的作用模式还难以解释。
我们最近报告：酵母产品对接种疫苗有促进抗体反应和刺激肠道释放更多的 IgA，其能捆绑和
携带病原菌到肠道之外 (Yuan et al., 2015)。商业化牧场的大量分析应验了近期的不同饲料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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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剂有益地影响了牧场的乳房炎和死亡率 (Chapman et al., 2016)。这种日粮成分可能会通过
肠道膜免疫护卫和/或肠道上皮功能改变免疫系统的敏感性，但其他机制还未能明白。
抗炎症处理反应
有关早期泌乳驱动的炎症降低了健康和生产效率，我们指导的研究将泌乳第 7 天的 78 头
奶牛分配到对照组或通过饮水（2g/L）的水杨酸钠组 (Farney et al., 2013)。水杨酸钠是一种很
好的非甾醇类抗炎药物（NSAID），是阿司匹林的母体成分。首次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结果，没
有改善新产代谢的健康，没有增加产奶量。然而，作为泌乳的进展，用水杨酸钠治疗的一批老
龄奶牛（3 胎或以上）整个泌乳期比胎次匹配的对照组增加了 21%的产奶量和 30%的乳脂。另
一方面，水杨酸钠治疗的初产牛有产奶量减少的趋势，表明：可能胎次不同基本的炎症状况或
炎症反应的信号亦不同。
我们随后做的评估比较研究是否经产牛的产后治疗能增加商业化牧场整个泌乳期的生产
效率。在商业化背景下基于便利的考虑，我们缩短了 153 头奶牛产后治疗的时间到 3 天（水杨
酸钠），或 1 天（美洛昔康）和空白对照组 (Carpenter et al., 2016a)。尽管这是一个非常有限
的疗法，NSAID 组在整个泌乳期比对照组多产奶 10%。整个 365 天的跟进，基于头数的留存
分析美洛昔康组也倾向于延迟移除(P=0.06,产后 365 天的对照组、水杨酸钠组和美洛昔康组分
别保持为 51 头牛的 30、35 和 38 头）。美洛昔康主要影响泌乳早期，牧场健康档案记录表明这
种产量的降低大多数是由于新陈代谢紊乱。
多个国家的几个其他集团没有观察到产后抗炎症治疗对产奶量有显著的影响，仍在看是否
能建立持续有效的治疗范例。然而，我们相信有可能在产后较早期需要治疗以长期影响产奶量
（尽管不在胎盘干净之前）。治疗的响应不局限在难产的奶牛；至少在开始泌乳 60 天必需监控
奶产量以具备较佳的机会观察抗炎症治疗的影响。
当前不允许使用抗炎症药物治疗非特异性的产后炎症。因此，值得花时间考虑是否可以使
用一些饲料成分而不使用管制的药物可能有利于同样的抗炎症治疗。
多酚是在近期于所有植物中发现的多种混合物的一种。一些多酚清楚地显示具有强大的抗
炎症功效，近期的研究证明在围产期奶牛上令人兴奋的回应。Winkler et al.(2015)报道：奶牛
在产前 9 周补充含有绿茶和姜黄提取物的饲料降低了产后血浆 NEFA 浓度，在泌乳 4-8 周多产
奶大约 4.54kg/头日。
使用 Ω-3 脂肪酸抑制炎症是一个不同的营养途径。这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抗炎症效果方面
有很好的机制描述，尽管在反刍动物将他们有效地传递到小肠是一个挑战，因为日粮不饱和脂
肪酸的瘤胃生物氢化。不过，饲喂整粒的亚麻仁（Ω-3 来源）比 Ω-6 脂肪酸增加血浆葡萄糖和
降低新产牛的血酮；更出人意料的是，抗炎症的 Ω-3 使血液循环的白血球具有更强的吞噬活性
(Gandra et al., 2016)。尽管这个改善新陈代谢和免疫功能的发现令人兴奋，先前的研究已经报
告：奶牛饲喂 Ω-3 免疫系统对适应症的回应较小 (Lessard et al., 2003;February 28- March 2,
2017 Reno, NV 38 Silvestre et al., 2011)，这些发现更多的是在啮齿动物的研究中。Ω-3 脂肪
酸对炎症和免疫两者的有益影响可能关键在改善新陈代谢的状况。
在促进免疫和预防过度的炎症两者之间是否有一个先天的冲突？
因为对于感染而言炎症是免疫系统反应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合理的询问：已经
意识到在围产期奶牛是否抗炎症策略可能使免疫抑制恶化。事实上， Nightingale et al. (2015)
证明：围产期奶牛大多数剧烈的炎症反应也有非常强大的嗜中性粒细胞功能。这些发现的一个
解释是围产期奶牛用一个补偿的炎症状态以适应免疫抑制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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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炎症策略和增强免疫反应之间固有的冲突也在一些小的研究中通过 NSAID 治疗后增加
感染率得到了暗示，更大的死亡率发生在基因改造的老鼠身上以允许内源性 omega - 3 的合成
(Bradford et al., 2015)。同样地，膳食补充的免疫刺激剂导致对内毒素的急性期反应增强
(Brandão et a., 2016)，表明至少有一些提高免疫力的方法同样可能会导致炎症。尽管如此，这
些结果不是必然意味着更适当的平衡不能达成。事实上，上述描述的免疫刺激致使产奶量增加
(Brandão et a., 2016)，如同先前提及的，产后美洛昔康治疗增加了产奶量和奶牛的留存
(Carpenter et al., 2016a)。
在观察性研究中还没有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是否这种炎症模式长期影响产出。我们假定：
在泌乳起初的 3-4 天炎症信号刺激可能有助于免疫和生理上适应泌乳。然而，未能快速解决这
些信号可能导致多种不利的影响，最终损害生产性能、健康和繁殖（图 1）。我们希望在今后几
年新的数据将会解释这些问题。

为每头牛选择正确的策略
研究抗炎症的因素有一些显著的差异，同时用这些工具没有获得暗示成功的有力结论。首
先，用氟尼辛普安在产犊前后短暂地治疗破坏了产犊和胎衣排出的正常过程 (Newby et al.
2017)，导致死胎（产犊前）和子宫炎（产犊后）的发病率增加。这个针对产犊疼痛和炎症特别
的治疗方法不建议至少在产后 24 个小时之前实施。
第二，我们已经看到了当用同样的 NSAID 治疗策略时产奶量不确定的反应。在一个研究
中，产后 24 个小时开始用水杨酸钠治疗 3 天整个泌乳期产奶量增加了 908kg 多 (Carpenter et
al.,2016a)，但在随后的一个研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产奶的反应 (Carpenter et al., 2016b)。
在这两个试验之间一个潜在的不同是有响应组产后炎症反应较大，在泌乳 3-4 天有响应组比没
有响应组平均血浆结合珠蛋白浓度高两倍。尽管我们不能证明单个奶牛较高的结合珠蛋白浓度
是 NSAID 治疗更明显的回应，这两个研究之间的不同似乎指出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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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理由认为，只有很少传染病问题的农场不太可能出现有明显的免疫刺激的好处。
作为一个简单例子，牧场评估日粮补充 Omnigen AF 的响应显示：降低了最高体细胞的牧群体
细胞数(Chapman et al., 2016)。
虽然这个建议没有研究基础，炎症和免疫系统连接机制暗示，不同群体的奶牛可能会因不
同围产期疾病的混合而挣扎，由于产后和抗炎症信号之间的不平衡而导致的过渡期障碍;一些牧
群过度炎症和另一些牧群免疫力不足。基于这个逻辑，在泌乳早期牧群相关的传染性疾病高发
可以指导我们聚焦于尝试试用免疫支持工具以提高奶牛战胜病原菌的能力。相反地，在泌乳早
期奶牛有更多的代谢疾病应该考虑实施抗炎症管理和营养策略。两种类型的补充添加剂组合方
案可能抑或不可能有益处——这种简单的互作还没有研究。
结论
越来越多的工具可以帮助奶牛顺利过渡到哺乳期，但是和往常一样，魔鬼在细节中。有几
种药剂和饲料添加剂（酵母、抗氧化剂、多酚、绿茶和姜黄提取物、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等）
策略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具体的好处，但个别农场在重要的方面有不同之处，关于可能导致
的次要效果的独特问题尚不清楚。特别是，炎症状态和免疫力之间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权衡使得
人们很难做出一刀切的建议，当在一个牧场遇到过渡问题时，比给另一个牧场的建议可能会有
很大的不同。根据现有的证据，农场有更频繁的传染性疾病问题时，鼓励其去探索促进免疫功
能的机会，而那些有常见的代谢紊乱可能更多地集中在抗炎策略上。需要在建议之前研究这些
策略组合以强化信心。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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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围产期奶牛能量负平衡以获得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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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兽医学院临床科学系，柯林斯堡
巫立新译
前言
大多数围产期的奶牛有能量负平衡（NEB）的状况，是由于产后增加能量的需求同时干物
质采食量滞后（Hayirli et al., 2002）。在研究泌乳早期的产奶量、繁殖性能和疾病的发生方面，
区隔获得能量用于泌乳的能力(Bauman and Currie, 1980)已经扮演了能量平衡的关键角色。代
谢产物非酯化脂肪酸（NEFA）和/或 β-羟基丁酸（BHB）是围产期动物 NEB 和/或酮病通常的
度量指标(Duffield et al., 2009)。虽然作为动物平衡能量的摄入和能量需求这些代谢产物略微升
高，但过度的升高则能指示对 NEB 的适应性很差(Herdt, 2000)。一个 NEFA 和/或 BHB 目标水
平过高对健康、繁殖及奶产量引起的有害影响的鉴别是困难的，因为动物的个体差异、在围产
期正常代谢的提升和多种多样的群体水平因素会影响关注的结果。
这里的目标是：1、识别上述 NEFA 和 BHB 的临界值，集中于增加疾病的风险和在影响个
体动物的生产和繁殖性能的水平； 2、研究这些有关开放式放牧、TMR 饲喂群体的重要性； 3、
评估牧群上述 NEFA 和 BHB 临界值水平的结果与动物抽样的比率有关； 4、评估抽样方案以
评价牧群结果水平； 5、认真细致地测量高生产水平牧群泌乳早期亚临床酮病的发生率； 6、
识别干奶期奶牛发展为酮病的风险因素； 7、评估成本：亚临床酮病各种测试方案的益处和随
后用丙二醇治疗阳性奶牛。
多种牧群研究的材料和方法
在美国东北部方便地选择 104 个牧场参与预期的队列研究。所有牧场同意参与，这项研究
征得康奈尔大学动物护理和使用委员会批准。在研究中一个牧群必须包含：1）超过 250 头泌
乳牛， 2）开放式放牧， 3）饲喂全混合日粮， 4）参与 DHIA 测试和/或 Dairy Comp 305
(Valley Ag. Software, 2009)。
所有牧场接受标准格式的表格、调查和确定实例的发病率。调查搜集的信息：牧场存栏数、
与血液收集相关的饲喂次数、自愿等待时期和同期排卵方案。牧场员工被指导归档任何小案例
的发病率：真胃移位（DA）、临床酮病（CK）、子宫炎（MET）和/或胎衣不下（RP）。
每次寻访牧场和在牧场拜访期间，确认两组动物：产前 14-2 天和产后 3-14 天。在每组里，
评估 15 头明显健康动物适宜的样本。评估包括：同时收集的血样和体况评分（BCS）(Ferguson
et al., 1994)。血液收集和样品处理基于先前研究的指南(Stokol and Nydam, 2006)。简言之，
用一个绝对真空红头试管从尾部静脉或动脉收集 10ml 血液。从产前组血清分析 NEFA 和溶血
作用。从产后组动物血清分析 NEFA、BHB 和溶血作用。动物样本，发病率的范围包含在 30DIM
内，时间从产后 70 天自愿等待期到妊娠，相当于记录 305 泌乳期的 120D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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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
数据统计分析使用 SAS 9.1 版(SAS Institute, Inc., Cary, NC 2004) 和使用 MedCalc
(Schoonjans, 2008)获得 ROC 曲线。来自产前和产后的数据分别分析。最初的数据按胎次分组
（胎次=或>1），但如果两组结果与预期的效果是类似的，它们将被汇集做最后的分析。
概要分析方法被定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应用多变数模式鉴别关注的任何混合疾病（真
胃移位 DA、临床酮病 CK、子宫炎 MET 和/或胎衣不下 RP）发展结果显著的风险因素。第二
个阶段：用来自多变数模式的 ROC 曲线进行不间断显著的预测分析，鉴别关键的临界值以预
测个别的疾病（如：真胃移位 DA）和任何混合的疾病。鉴别疾病的关键临界值预测的范围、治
疗相关变量作为这个范围内的明确变量。最后一个阶段：评估这些与疾病、繁殖和生产巨大相
关的明确预测因素。这些每一个结果，评估三个完整的模式：产前 NEFA 和相关变量；产后
NEFA、BHB 和相关变量；BHB 相关的变量。
在牧群水平，评估在关键临界值以上的动物样本比例作为预测变量和牧群水平结果：样本
动物的真胃移位 DA 或临床酮病 CK 发生率；牧群的胎衣不下 RP；和样本动物平均的 ME305。
评估显著的风险因素
代谢物、NEFA 和或 BHB 是主要的风险因素，在这个水平的分析和治疗作为连续的预测。
胎次、季节、BCS、血液收集时间和评估所有生物学的可置信两种方式交互作用作为模式中的
相关变量。它们的模式是用一个 Poisson 分布、log 链接函数、p-scale 选项遍及分布和一个可
交换关联矩阵（Spiegelman and Hertzmark, 2005, Ospina et al., 2012）。这个统计模式允许在
成群的奶牛内（包括奶牛作为一个随机的效果）同时不间断或对明确的相关变量调整。没有调
整变化时间范围（弥补期限），因为休息时间的长短风险对每一个个体样本是同样的（Allison
2007）。
ROC 曲线
评估在多变数模式里鉴别不间断的、显著的风险因素，应用 ROC 曲线以确定关键临界值而
预报疾病。在 ROC 曲线上的点有最高的复合敏感度和独特性以考量关键临界值。这个关键临
界值的解释依赖于曲线下的区域（AUC），如此这样如果测试值 AUC>0.7 即认为是准确的
（Swets, 1988）。
在单个动物水平上对疾病风险、繁殖和生产的影响
疾病风险
关键临界值预测和 ROC 曲线鉴别疾病（真胃移位 DA、临床酮病 CK、子宫炎 MET 和/或
胎衣不下 RP，或任何复合疾病），相关变量在关键临界值被一分为二。用 PROC Genmod、一
个 Poisson 分布、log 链接函数、p-scale 选项遍及分布和一个可交换关联矩阵（Ospina, 2010a）
对疾病的风险给出这些明确的相关变量。
繁殖的影响
用时间-事件分析（PROC Phreg）对 NEFA 和或 BHB 浓度升高影响繁殖性能进行评估。
计算整群中奶牛群的数量分析 COX 危险比例模式(Cox， 1972)。相关变量是：BCS、胎次和
在 120DIM 的 ME305 牛奶。基于产前或产后牛群的中间值产量一分为二 ME305 数据。自愿等
待期结束前的动物剔除不包括来自分析和截至下一个时期结束正确检查那些没有妊娠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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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危害假设比例用统计学检验，评估时机依赖于相关变量，用敏感度分析评估非有用信息的删
改（Allison and SAS Institute, 1995）。明确的代谢物值选择来自疾病的预测关键临界值区间，
最终判决一个类型 I 错误的最小机会是保持在最后的模型中（Ospina 2010b）。
奶产量影响
NEFA 和或 BHB 浓度值升高的影响在 ME305 奶量，用混合效果模型及牧群随机效果评估。
相关变量是：BCS、季节、和当合适两者胎次、以及胎次和代谢物水平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所有的模型中，代谢物、NEFA 和 BHB 被一分为二和在鉴别疾病的预测关键临界值范围内评
估。明确的代谢物值最终判决一个类型 I 错误的最小机会是保持在最后的模型中（Ospina
2010b）。
在牧群水平疾病、繁殖和生产的影响
牧群报警水平
代谢物临界值的评估是基于单独动物水平、牧群报警水平等，每头围产期奶牛样本部分有
产前 NEFA、产后 BHBA 和 NEFA 浓度升高，这与牧群疾病发病率、降低妊娠率和奶产量的评
估有关。评估胎次和代谢物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按照如果有差异效果胎次（胎次=1 或>1）分
层分析。
牧群报警水平由两组数据构成：1）在代谢物（NEFA 或 BHBA）浓度临界值之上，这种不
利的下游结果大多会出现和 2）代谢物浓度在此临界值之上的动物比例与牧群在下游结果相关。
确立牧群报警水平这些参数都要协调评估。最低的代谢物浓度、判决一个类型 I 错误的最小机
会极限的最小的比例和在所关注的结果中的最大机会被保持在最终的模型中(Ospina, 2010c)。
在作为关键临界值鉴别范围内评估代谢物浓度与单个奶牛健康结果相关报告在上述 Ospina et
al., 2010a。
抽样方案估算牧群水平结果
动物样本数据
凭经验数据，模拟更多的数据设置以评估牧群水平敏感度（HSe）、独特性（HSp）和亚临
床酮病症状牧群报警水平的阳性/阴性预测值。在几个水平对真实流行状况的评估开始于非常保
守的 10%-40%。这些分析结果被用于计算执行呈现于 Martin et al., 1992。关键临界值常用于
决定一头牛是否是 15%阳性，BHB 浓度>12mg/dl(大约等同于 1.2mmol/L)。
多牧群研究结果
研究数量
104 头牛，其中 4 头因为数据丢失而排出。2758 头牛中的 100 头保持用于研究、产前 1440
头样本（35%后备牛和 65%经产牛）、产后 1318 头样本（37%后备牛和 63%经产牛）。泌乳牛
平均 840 头/每群。
多变量分析
在三个多变量模型中，代谢物是任何发病率唯一显著的预测者：产前 NEFA（p=0.028）、
产后 NEFA（p=0.0005）和当 BHB 在模型中是唯一的主要的预测者时它也是唯一显著的预测
者。在任何三个多变量模型中没有其他变量或互作因子 p 值<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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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疾病预测关键临界值
用 ROC 分析结果和它们的 AUC 值鉴别关键临界值见摘要表 1。简略地预测任何发病率
NEFA 关键临界值，产前和产后组分别是 0.29 和 0.6-0.7mEq/L，BHB 关键临界值则是 1012mg/dL。图 1 是用 ROC 曲线呈现的真胃移位 DA 和产后 NEFA 浓度的检验结果。
疾病风险
基于 NEFA 和 BHB 浓度的疾病风险大于或等于关键临界值也摘要在表 1 里。比如:据经验
估算产后代谢物水平升高真胃移位 DA 发生的风险增加 10 倍，产后 NEFA 的水平升高疾病的
发病风险剧增。
繁殖的影响
表 2 总结了代谢物水平的升高在繁殖上评估代谢物和显著变量报告的结果。妊娠较长时间
的动物代谢物水平升高（在疾病预测鉴别范围内）；在自愿等待期 70 天内妊娠的危害率降低。
图 2 是用 Kaplan-Meier 曲线呈现的妊娠较长时间的动物代谢物水平升高的状况。
生产的影响
产后代谢物浓度升高的结果分别报告了后备牛和经产牛，因为在 ME305 泌乳两组升高代
谢物浓度的影响是不同的。通常，升高代谢物水平预测 ME305 泌乳有几百公斤的降低；然而，
产后后备牛样本升高代谢物水平预测增加 ME305 泌乳。这些代谢物结果和显著的变量报告分
析的结果摘要在表 3。
牧群报警水平
表 4 摘要了牧群报警水平，比如：类似于上述 NEFA 或 BHB 浓度的阴性结果动物样本比
例。对结果的评估是：在样本动物中的真胃移位 DA 和临床酮病 CK 发病率；在牧群水平的妊
娠率；基于 4 天检测的 ME305 泌乳。如果超过 15%的动物样本有 NEFA 或 BHB 浓度高于临
界值，牧群有疾病增加，妊娠率降低，与牧群相比 ME305 泌乳降低低于牧群报警水平。
牧群水平抽样
HSe 和 HSp 对真实的流行率状况是非常敏感的，动物检测的数量和关键临界值用于决定一
头牛是否为阳性。给予 15%的临界值称为一个阳性；HSe 增加作为奶牛真实的流行增加，但当
样本是 15 时为最大。HSp 不依赖于潜在的真实流行；然而，它被俗称的一个阳性临界值所影
响。当真实流行≧0.3 时，HSe 和 HSp 均在 0.90 之上，15 个动物样本，临界值称为阳性≧2，
动物的 NEFA 或 BHB 浓度在临界值之上。
奶牛预测值阳性（HPV+）和阴性（HPV-）依赖于 HSe、HSp 和两者之内和之间的奶牛的
流行。HPV+增加作为样本的大小和临界值常常用于决定是否一头牛是阳性增加，HPV+≧0.9，
当牧群真实的流行≧0.3 则两个奶牛的流行毫无意义。HPV-增加随着牧群内流行的增加而增加，
但它总体随着阳性牧群流行的增加而降低。当在牧群内真实流行<0.3 时，HPV-对这种变化是最
敏感的。当在两者牧群内真实流行>0.3，并且有 15 个动物样本时，HPV+和 HPV-两者均在 0.9
之上。
来自多牧群的结论
这一点的工作证明：平均 840 头 TMR 饲喂散放奶牛，在围产期过度的能量负平衡（NEFA
和 BHB 浓度作为度量）是临床疾病、对繁殖和生产性能有负面影响的强烈预报因子。NEFA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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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BHB 升高与疾病的发病率、风险率有极大的相关性（区间：当 NEAF 或 BHB 升高时，得代
谢病的几率增加 2-10 倍）。升高代谢物水平的影响在繁殖方面降低 70 天后自愿等待期妊娠危
害平均 20%，胎次作为仅有的其他显著的相关变量（经产牛比后备牛花费更长的时间妊娠）。
奶产量，显示混合的结果，虽然有关后备牛动态平衡更进一步的研究充分证明：有强的证据显
示在产后经产牛样本和所有产前牧群中 ME305 泌乳损失显著。当评估牧群报警水平时，在后
备牛高水平的 NEFA 和 BHBA 不利于产奶量。牧群报警水平在浓度之上的不利结果类似于单个
动物的水平，动物的比例平均仅在 15%。当评估牧群水平因子时与样本相关，它出现在风险集
团中的样本至少在 15 头动物。
值的关注的是:由于任何代谢疾病的问题这些牧群没有被选择参与研究。在牧群里，只有健
康的经产牛作为样本，例如：为了在研究中包含一头经产牛，它不能已经发展有真胃移位 DA、
临床酮病 CK 或乳房炎。尽管这些选择标准，牧群的流行在牧群警报水平 40%之上。在牧群警
报水平之上意味着多于 15%的样本动物有 BHB 浓度>1.2mmol/L。牧群的分布鉴于样本动物的
比例在奶牛临界值 1.2mmol/L 之上（图 3）。
管理程序聚焦在最小化这些疾病的风险、最小化降低繁殖和生产性能的负面影响，可能顾
及到下述总的指导规则：在至少 15 个动物样品中监控奶牛 NEFA 和 BHB 浓度，以确定如果奶
牛产前 14-2 天多于 15%的样本动物 NEFA 浓度≥0.3mEq/L；产后 3-14 天 NEFA 浓度≥0.6mEq/L
和 BHB≥12mg/dL。
十分细致地研究高产奶牛
NEFA 和 BHB 两个都有些数量通常是在泌乳早期；然而，两者任何一个数量过高都能导致
疾病风险增加、降低繁殖性能和降低产奶量。当对 NEFA、酮监控和评估费用更低和更真实，
即使 NEFA 浓度比预测的稍高。另外，一些奶牛酮检测也提供了高精度。多数通常的流动服务
提供酮测试以增加精确度。有：尿（例如：Ketostix®）、奶（例如：Keto Test™）、血液(例如：
Precision Xtra™ Meter)。血液仪是一种手持仪器，起初是为人类测血糖设计的，通过兽医购买
成本大约 30 美元，测试费用 1.5 美元/样品。 这个测试非常精准（>96%的敏感度和 99%的准
确度），10 秒钟即出结果。
发病率的现行疾病评估—要求及时简要说明。上述提及的研究，流行的做法是对奶牛生产
成绩 SCK 的效果评估。评估奶牛发病率是非常快的，推荐 3-14DIM 至少 15-20 头健康奶牛，
记录多少动物样本有 BHB 浓度≧1.2mmol/L。例如：如果 20 个动物样本，有 4 个 BHB 浓度≧
1.2mmol/L，那么发病率是 20%（4/20），考虑到前述提及的奶牛增加负面结果的风险。
虽然发病率是一个十分有用的度量，有时一个疾病的发生率给出了不同的信息。发生率被
定义为在风险中所有的动物发展为一个新的 SCK 奶牛的数量。如果，例如：从 3-16DIM 在 50
头样本奶牛集团中 15 头发展为了新的 SCK 病例，则发生率为 30%（15/50）。SCK 的发生率
大约是 2 倍的发病率。
高产奶牛密集研究的结果和讨论
最近康奈尔和威斯康星大学研究人员对 3 到 16 DIM、散放式、TMR 日粮、1717 头奶牛跟
进研究。用 Precision Xtra 仪器对所有在研究期间的奶牛检测 SCK，确定 BHB 浓度为 1.22.9mmol/L。奶牛测试在周一、周三、周五，每头奶牛 6 头次样，开始于 3、4、5DIM，结束于
14、15、16DIM。最高的 SCK 发生率出现在 5DIM，从 3 到 7 DIM 奶牛的 75%测试 SCK 为阳
性（图 4）。从 3-7 DIM 奶牛 SCK 测试超过 6 次阳性更有可能发展为真胃移位 DA，4.5 次阳性
更有可能从牧群中移出，0.7 次阳性似乎需作第一次服务，第一次 30DIM 比第一次在 8-16D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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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CK 测试阳性每头牛几乎少产奶 5 磅奶。因此，在泌乳早期鉴别这些奶牛的 SCK 是重要
的，以便减少负面下行的风险。
上述的研究也看到在干奶牛的风险因子以帮助预报在 3 和 5DIM 奶牛发展为酮病，如同多
数奶牛在该时期首先发展为 SCK，如同上述提及的，这些奶牛比在泌乳后期首先发展为 SCK
的奶牛具有更高的负面风险(McArt et al., 2012c)。奶牛产前 NEFA≧0.3mEq/L 更可能发展为酮
病几乎是 NEFA<0.3mEq/L 的两倍；同样，出生为公犊更可能发展为酮病几乎是母犊的 1.8 倍。
另外，奶牛产犊难易指数从 1-5（易到难）， 难易指数≧3 更可能发展为酮病几乎是难易指数<3
的 2.6 倍；奶牛生产死犊更可能发展为酮病几乎是奶牛生产活犊的 2.2 倍；胎次≧3 更可能发
展为酮病几乎是青年奶牛的 3 倍；因此，酮病测试与其说聚焦在所有的新产牛，还不如更关注
产前高 NEFA、老年牛和难产的奶牛。
同样的研究以评估奶牛口服丙二醇诊断 SCK 的益处(McArt et al., 2011, 2012a)。第一次测
试奶牛 SCK 阳性，给试验组的奶牛每天口服 300ml 丙二醇直到测试值<1.2mmol/L，或对照组
不口服丙二醇。多数奶牛治疗 5 天。SCK 阳性用丙二醇治疗的奶牛几乎一半类似发展为真胃移
位 DA，一半从牧群中移出，在泌乳早期 SCK 奶牛用丙二醇治疗比不用丙二醇治疗的一些牧场
产奶量更高（3 磅/头日）。另外，用丙二醇治疗 SCK 的奶牛更有望接受第一次配种。基于这个
研究期望在 SCK 期间，给予 SCK 阳性的奶牛 5 天丙二醇治疗的建议。
部分预算估算不同的 SCK 测试方案和丙二醇治疗优势。在单一牧群水平，多数成本效率模
式依赖于牧群 SCK 发生率。在变化的牧群 SCK 发生率，这个分析评估了 4 种不同的测试和治
疗策略。结果显示：牧群 SCK 发生率在 50%以上，从 5DIM 开始所有新产牛 5 天口服丙二醇
综合治疗是最经济有效率的。在发病率 15-50%之间，测试牛从 3-9DIM 每周 2 天（例如：周
一、周四），5 天口服丙二醇治疗 SCK 阳性奶牛是最经济有效率的策略；虽然，从 3-16DIM 每
周一天（例如：周一）测试所有的奶牛也取得了积极的投资回报。一个每年 1000 头新产牛的
牧群 SCK 发生率 40%，选择每周测试 2 天和治疗阳性牛则每年得益 10，000-25，000 美元。
在牧群中首先实施 SCK 发生率测试（15-20 头样本）可能是相对容易的，如此得知牧群大
约的发生率、决定最佳的测试和治疗计划。对于发生率大于 50%的牧群，可用 PG 综合治疗，
在管理变化后重复发生率测试可能是必要的，之后决定治疗所有的新产牛以保持最佳的选择。
对于发生率在 15-50%的奶牛，既可以采取每周 1 天也可以采取每周 2 天的测试策略，将允许
重复牧群发病率监控，然而切记这是重要的：从 3-9DIM 选择测试奶牛假设它们的检出率仅 80%，
在 3-16DIM 之间将发展为 SCK。推荐重复发生率或流行率测试，以便于评估围产期管理的变
化和允许适当地调整牧场 SCK 检测和治疗方案。切记：目的不是治疗很多，如果任何奶牛都灌
服丙二醇，不如围产期管理策略适当地调整以使 SCK 的发生率低于 15%。
高产奶牛强化研究结论
在东北和中西部靠上部地区，管理良好的 TMR 散放奶牛 SCK 的发生率和发病率较高。
SCK 不被认为是一种临床症状，直到它倾向于围产期疾病高发病率和较低产奶量。因此，它是
一种昂贵的状态。与你的管理团队开发一种测试战略以评估你的牧群水平。用丙二醇治疗奶牛
SCK 是几乎所有方案中经济而有效的，直到能找到预防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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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产前 14-2 天测试血清中 NEFA≥ 0.27
mEq/L or < 0.27 mEq/L 的经产牛和后
图 1 ROC 曲线测定关键临界值（最左上角）
备牛妊娠期的 Kaplan-Meier 曲线以 NEFA
浓度预测产后动物样本真胃移位 DA

图 3 BHB≥1.2mmol/L(~12mg/dl)的奶牛样本患病率。40%的奶牛在 15%警报水平之上

图 4 测试泌乳日奶牛亚临床酮病发病率（B-羟基丁酸≥1.2m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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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以关键临界值为基础用 ROC 曲线测定 NEFA（mEq/L）和 BHB（mg/dL）作为疾病和疾
病风险率的预测
产前动物样本
疾病
关键
风险率
95% 风 险 p-值
AUC²
率
NEFA
临界值¹
置信区间
DA
CK
MET 和/或 RP
任何 3 种疾病
疾病

DA
CK
MET
任何 3 种疾病
疾病

0.27
0.6
0.26
0.6
0.37
0.6
0.29
0.6
产后动物样本
关键
AUC²
NEFA
临界值¹

2.0
1.8
2.2
1.8

1.1-3.7
1.2-2.5
1.6-3.0
1.4-2.2

风险率

95% 风 险 p-值
率
置信区间

0.72
0.8
0.57
0.7
0.36
0.6
0.57
0.7
产前动物样本
关键
AUC²
BHB
临界值¹

9.7
5.0
17
4.4

4.2-22
2.3-11
2.0-133
2.6-7.3

风险率

95% 风 险 p-值
率
置信区间

6.9
4.9
2.3
4.4

3.7-12.9
3.2-7.3
1.1-5.1
3.1-6.3

DA
10
CK
10
MET
7
任何 3 种疾病
10
1 最高的联合特异性和灵敏度
2 曲线下面的面积

0.8
0.7
0.6
0.7

0.03
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8
<0.0001

<0.0001
<0.0001
0.037
<0.0001

表 2 在自愿等待期后到受孕的日期内，Cox 比例风险模型对奶牛 NEFA（mEq/L）
和/或 BHB（mg/dL）、相关变量和动物聚集度的影响
样本数
变量
危害率
P值
产前批次
NEFA≥0.27
0.81
0.01
胎次
0.73
0.0004
NEAF≥0.72
0.84
0.05
产后批次
BHB≥10
0.93
0.40
胎次
0.81
0.01
产后批次
BHB≥10
0.87
0.09
胎次
0.8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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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NEFA（mEq/L）和/或 BHB（mg/dL）、相关变量和奶牛随机效应的混合模型对截至 120DIM
ME305 奶产量的影响
样本数
变量
在 ME 奶产量 P 值
的不同
产前批次
NEFA≥0.33
-683
0.001
胎次
-556
0.01
产后批次-后备牛
NEAF≥0.57
488
0.02
BHB≥10
-143
0.5
产后批次-经产牛
NEFA≥0.72
-647
0.001
BHB≥10
-165
0.40
产后批次-经产牛
BHB≥10
-393
0.04
表 4 NEFA 或 BHBA 浓度上升在奶牛水平上的影响*
奶牛警报水平
动物比例
代谢物水平
影响的结果*
P-值
产前 NEFA：
+3.6% 疾病
15%
0.006
0.27mEq/L
-1.2% PR
0.006
-282kg 的 ME305
0.002
+1.8% 疾病
15%
BHBA:
0.03
12mg/dL
-0.8% PR
0.03
经 产 牛 #BHBA: -358kg 的 ME305
0.0004
10mg/dL
产后 NEFA：0.70mEq/L +1.7% 疾病
15%
0.04
0.60mEq/L
-0.9% PR
0.05
经产牛#0.7mEq/L
-593kg 的 ME305
<0.001
*疾病：样本动物的真胃移位或临床酮病发病率；胎衣不下 PR：牧群水平受孕
率；ME305：评估经产牛产奶等同于在 120DIM 305（测试 4 天）
#经产牛=胎次≥2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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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产后的营养管理以优化奶牛的能量平衡和繁殖性能
Felipe Cardoso
伊利偌伊大学动物科学系
巫立新译
前言
在妊娠后期到泌乳早期的围产期，奶牛经历巨大的新陈代谢适应性的改变(Bell, 1995)。在
围产期激素的变化必需为奶牛分娩和泌乳做准备。随着泌乳高峰产奶量的增加，同时伴随着这
个 时 期 大 多 数 传 染 性 疾 病 和 代 谢 障 碍 的 出 现 奶 牛 变 得 更 加 具 有 挑 战 性 (Drackley, 1999;
Grummer, 1995)。在妊娠后期干物质采食量（DMI）降低影响代谢导致皮下脂肪和肝糖原动员。
在泌乳早期合成牛奶的营养需求增加；若没有营养摄入的补偿以应对需求，繁殖功能（亦
即：激素的合成和分泌、排卵和胚胎的发育）可能受到抑制。在产后最初的 4-6 周奶产量增加
的比能量摄入快，因此高产奶牛将经历能量负平衡（NEB）。在产前产后时期的营养策略和饲喂
管理影响高产奶牛的健康、生产效率和繁殖性能。日粮配方满足奶牛的需求同时避免能量消耗
过量，可能改善围产期的结果和引领繁殖力的改进。管理以提高奶牛的舒适度和确保优质的日
粮摄入是成功的关键。围产期管理流程的整体方案评估应当考虑疾病的发生、生产效率和繁殖。
过去 20 多年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奶牛营养和繁殖的关系(Robinson et al., 2006; Wiltbank et
al., 2006; Grummer et al., 2010; Santos et al., 2010; Cardoso et al., 2013; Drackley and
Cardoso, 2014)。日粮变化能立刻和快速引起体液型因素的改变，会导致繁殖功能关键性的内
分泌和代谢信号路径的变化(Boland et al., 2001; Diskin et al., 2003)。此外，在人类和其他动
物围产期的营养环境对出生后长期的表现型至关重要(Fleming et al., 2015)。在羊的围产期限
制 B 族维生素和蛋氨酸的供应导致出生后胎儿心血管健康的伤害(Sinclair et al., 2007)。在胚胎
着床前的妊娠期给雌性小鼠饲喂低蛋白日粮导致流经子宫的氨基酸（AA）和免疫血清减少，进
而引起了囊胚 AA 含量的变化(Eckert et al., 2012)。
策略是通过营养状况的改变而提高奶牛的繁殖性能(Santos et al., 2008; Santos et al.,
2001)。在其他方面，日粮提供特定的 AA（比如：精氨酸、谷氨酰胺、亮氨酸、甘氨酸和蛋氨
酸）透过调节关键的信号和代谢途径对胚胎和胎儿的存活以及生长有裨益(Del Curto et al.,
2013; Wang et al., 2012)。对于泌乳牛蛋氨酸是最主要的限制性 AA（NRC，2001）
，但日粮中
补充结晶体蛋氨酸已经被证明无效，因为在瘤胃里的游离氨基酸几乎快速而完全地被微生物降
解（NRC，2001）
。相反，补充瘤胃保护蛋氨酸（RPM）对奶牛的乳蛋白合成具有积极的影响
(Pisulewski et al.,1996; Ordway, 2009; Osorio et al., 2013)。虽然蛋氨酸对牛胚胎发育所扮演
的角色还未知，有在体内实验的证据表明：蛋氨酸有效改变牛胚胎着床前的转录(Penagaricano
et al., 2013)和满足它的需求(Acosta et al., 2016)。
繁殖、营养和健康
普遍的假定是现代奶牛的繁殖力在降低，特别是荷斯坦基因，至少部分的原因是无意地持
续选择高产奶量的结果。这种假定最近已经被挑战(LeBlanc, 2010; Bello et al., 2012)。成功的
繁殖有一个在牧群内部和周围更宽泛的分布。例如，在 5 个总共 6396 头奶牛的加利福尼亚牧
群，产后 90 天最低产量(32.1 kg/头日)的 1/4 的奶牛比 2/4（39.1kg/头日）、3/4(43.6kg/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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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4（50.0kg/头日）的奶牛在产后 65 天较少恢复到发情周期；奶产量不影响妊娠的风险
(Santos et al., 2009)。改变管理系统和管理不当可能比她们的基因更限制现代奶牛的繁殖力。
在围产期和泌乳早期，奶牛对产犊障碍和疾病更加敏感，包括：产褥热、酮病、脂肪肝、
胎衣滞留、真胃移位、子宫炎、乳房炎和蹄病(Mulligan et al., 2006;
Ingvartsen and Moyes, 2013; Roche et al., 2013)。有少量的证据：产奶量对疾病发生率有促
进。然而，高峰疾病发生率（分娩后较短的时期）与最大的能量负平衡（NEB）、血液非酯化脂
肪酸（NEFA）峰值、最大的奶产量加速时期一致(Ingvartsen et al., 2003)。产奶量峰值出现在
几周之后。产犊障碍与产后 NEB 也有关，并与繁殖性能受损、脂肪肝(Rukkwamsuk et al., 1999;
Jorritsma et al., 2003)和酮病(Walsh
et al., 2007; McArt et al., 2012)相关。在围产期奶牛损失>1 个单位(1-5 分）的体况评分(BSC)
比<1 个单位的体况评分，子宫炎、胎衣滞留和代谢疾病（真胃移位、产褥热、酮病）的发生率
更高，也延长了第一次的发情间隔(Kim and Suh, 2003)。
高指标的 NEB 与奶产量损失、疾病增加、繁殖性能降低有关(Ospina et al., 2010; Chapinal
et al., 2012)。然而，NEB 的程度是围产期健康问题的起因，正是一个必须重点监测的相关现象
(Roche et al., 2013)。例如，围产期奶牛的炎症反应可能降低 DMI、引起新陈代谢的改变、诱
导奶牛更严重的 NEB 或增加疾病(Bertoni et al.,2008; Graugnard et al., 2012 and 2013;
Ingvartsen and Moyes, 2013)。在泌乳中期蓄意诱导奶牛一定程度的 NEB，类似于围产期奶牛
常常遭遇到的显著增加酮体生成或与围产期疾病相关的其他过程(Moyes et al., 2009)。不过，
产后早期增加的 NEFA 和血糖浓度的降低与定时人工授精（TAI）第一次受孕强烈相关
(Garverick et al., 2013)。尽管 NEFA 和血糖的浓度在不同的奶牛之间不同，在产后 3 天较高的
NEFA 和增加到较高的血糖浓度在 TAI 前的排卵或不排卵和受胎率降低了(Garverick et al.,
2013)。这些发现支持亚临床酮病的较早出现更可能降低产奶量和影响繁殖。McArt et al. (2012)
发现：奶牛在产犊后 3-7 天之间发现亚临床酮病第一次受胎率可能为正常的 7 折，在 8 天或更
迟发生酮病奶牛于产奶后 30 天从牛群中移出的可能增加 4.5 倍。
奶牛成功地适应泌乳(Jorritsma et al., 2003)和能避免代谢(Ingvartsen et al., 2003)或生理
失衡(Ingvartsen and Moyes,2013) 能够支持更高的产奶量和成功地繁殖以及保持健康。增加
产奶量相对应的降低繁殖可能归因于不适当的围产期管理或疾病的发病率增加而导致产后
NEB 较为严重。早期泌乳和随后妊娠之间的营养竞争分歧结果将延误繁殖功能。在大多数物种
因为 NEB 扰乱了繁殖，包括人类，不适当的营养管理可能在奶牛倾向于干扰新陈代谢和繁殖
受损两者受到影响。当直接资源稀缺时奶牛必须做出“改变新陈代谢的决断”，在泌乳早期营养
将直接用于产奶而后才是下一步的妊娠(Friggens, 2003)。
采用不同的营养策略以改善奶牛的繁殖而不损害泌乳性能。饲喂高质量的牧草、可控的能
量（CE）日粮或增加日粮中脂肪的供应是一些最通常的改善奶牛对能量的摄入方法(Cardoso et
al., 2013;Drackley and Cardoso, 2014; Mann et al., 2015)。在围产期最大化 DMI 和最小化围
产期疾病的发生率可能对奶牛的繁殖有益处(Cardoso et al., 2013; Drackley and Cardoso,
2014)。
产前日粮的考量因素
我们研究团队已经发现：在干奶期近乎精准地计算需求以控制能量摄入引领围产期更加成
功(Grum et al.,1996; Dann et al., 2005 and 2006; Douglas et al., 2006; Janovick et al.,
2011;Graugnard et al., 2012 and 2013; Ji et al., 2012)。我们从较早期的报告研究设计限制奶
牛的营养摄入需求更好地把控能量的过度消耗(e.g., Kunz et al., 1985)。在距产犊更远和接近产
犊期间，奶牛饲喂中等能量的日粮（1.5-1.6Mcal NEL/kg DM）将容易消耗比需求多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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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NEL(Dann et al., 2005 and 2006; Douglas et al., 2006; Janovick and Drackley, 2010)。在
这些研究中奶牛干奶的 BCS（1-5 分）均低于 3.5 分，单独饲喂的 TMR 基础日粮为玉米青贮、
苜蓿青贮、和苜蓿干草和一些浓缩添加物。我们没有超量的能量和营养摄入任何有益的证据。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数据表明：在围产期即使允许奶牛过量摄入这种等级的能量可能使它们的
健康受到影响，如果它们面临限制 DMI 的压力和挑战(Cardoso et al., 2013)。
我们的研究显示：在干奶期长期过度消耗能量会降低产后 DMI(Douglas et al., 2006; Dann
et al., 2006; Janovick and Drackley, 2010)。过度消耗能量导致新陈代谢指标的负面反应，如：
在产后血液里较高的 NEFA 和 β-羟基丁酸（BHB）以及肝脏里较高的甘油三酯（TAG）(Douglas
et al., 2006; Janovick et al., 2011)。奶牛肝脏细胞和基因水平的反应(Loor et al., 2006 and 2007)
以及皮下脂肪组织(Ji et al., 2012)会有更多的变化。在接近产犊期过度的能量摄入增加了皮下
脂肪的酶解动员到 TAG，转录的变化导致脂肪合成降低，增加了脂肪分解并降低了胰岛素抑制
脂肪分解的能力(Ji et al., 2012)。在干奶期控制能量摄入也改善了产后嗜中性粒细胞的功能
(Graugnard et al.,2012) 和可能令免疫功能更好。
我们的数据证明：允许干奶牛比需求消耗更多的能量，即使奶牛变得不是明显的过胖，结
果也会成为典型的过胖奶牛。因为奶牛消耗的能量超过了它们的需求必需要么消耗掉如产热或
者作为脂肪贮存，我们猜测一些奶牛过度的能量被优先积累在内脏脂肪组织中贮存。产前 57 天
的干奶牛摄入中等过量的能量比饲喂大量而控制能量摄入接近需求的奶牛更易导致大量的脂
肪在腹部脂肪组织的沉积(Drackley et al., 2014)。NEFA 和肝脏脂肪组织释放的分子信号直接
传达到肝脏，可能引起脂肪肝、亚临床酮病和肝脏功能的次级问题。
来自我们田间观察的数据支持：控制干奶牛能量流程降低了健康问题(Beever, 2006)。其他
的研究团队(Rukkwamsuk et al., 1998; Holcomb et al., 2001; Holtenius et al., 2003; Vickers et
al.,2013)也得到了类似的关于在干奶期控制能量摄入的结论，即使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显示其益
处(Winkleman et al., 2008)。这些原则的应用能通过掌控限饲中等能量的日粮，或自由采食大
量而低能量的日粮(Janovick and
Drackley, 2010; Janovick et al., 2011; Ji et al., 2012)作为更多的选择(Beever,2006)。
饲喂营养全面的日粮 TMR 其加工必需适当以避免奶牛不会挑拣大块的成分(Janovick and
Drackley,2010)。单独采食从部分 TMR 中挑食的大块牧草或不适当的牧草加工将导致奶牛采食
的变异，有时采食太多的能量有时太少。饲喂低于相关的需求营养平衡也可能受到限制，导致
胎衣滞留和子宫炎发病率增加(Mulligan et al., 2006)。仅仅在日粮中添加一定数量的稻草不是
关键的原则；而是日粮配方必需限制能量的摄入（大约 1.3Mcal NEL/kg DM，典型的荷斯坦奶
牛限制摄入大约 15Mcal/头日），但满足蛋白、矿物质和维生素的需求。干奶牛日粮采用“低能
量”报告围产期健康问题增加或繁殖成功率较低，必需仔细检查觉察出是否营养摄入适当。
新产牛（产后）日粮考量因素
关于产后日粮配方使围产期成功和随后繁殖最优化知之甚少。 这个领域需要增加研究。在
干奶期或接近产犊配制非常好的日粮配方将会使产后的奶牛维持或能够适应较高的谷物日粮。
做的不好可能造成泌乳早期的生产效率不达标。例如，Silva-del-Rio et al. (2010)尝试着复制
Dann et al. (2006)的日粮策略：在产犊前饲喂 5 周较低能量的日粮接着在最后 3 周饲喂较高能
量的日粮，或者在整个 8 周干奶期饲喂较高能量的日粮。他们发现：在产犊前仅饲喂 3 周较高
能量的日粮产奶量比饲喂 8 周较高能量日粮的要少（43.8 比 48.5kg/头日）。然而，干奶期较低
能量的日粮包含 55.1%的苜蓿青贮和 38.5%的小麦秸但没有玉米青贮。相比较，干奶期较高能
量的日粮和泌乳早期的日粮都包含 35%的玉米青贮。奶牛似乎不适应仅有 3 周较高能量的日
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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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产牛时期关注的主要领域是日粮能量浓度突然增加导致的亚急性瘤胃酸中毒（SARA），
这会降低 DMI 和营养消化率(Mulligan and Doherty, 2008)。合乎要求的日粮构成、营养成分或
混合策略，必需表现为刺激反刍活动和咀嚼行为(Zebeli and Metzler-Zebeli, 2012)。不过好的
可以量化的“恰当”的方法仍然难以达到。日粮淀粉含量和可发酵能力似乎与牧草特征和日粮构
成互作。Dann and Nelson (2011)比较在干奶期饲喂 CE-类型日粮而在新产牛时期饲喂三种淀
粉含量（主要是玉米淀粉）的日粮。在新产牛时期饲喂淀粉含量为中等（23.2%DM）或较低
（21.0%DM）时比饲喂高淀粉（25.5%）日粮产奶量高。若 SARA 降低了 DMI 和奶牛对营养
的利用，NEFA 动员和酮生成随之而来。另外，在淀粉快速发酵时出现 NEFA 动员导致丙酸盐
爆发式到达肝脏，依据肝脏的氧化作用理论这可能降低摄食活动和 DMI(Allen et al., 2009)。中
等淀粉含量（23-25%DM）具有适度的发酵能力（例如，干玉米比高水分的玉米或大麦）伴随
着适当的有效牧草纤维可能对新产牛是最好的策略。最近的研究也表明：高含量的谷物日粮会
导致 G-菌如大肠杆菌的数量增加，由此增加了瘤胃中的细菌内毒素，这可能降低肠道的功能屏
障和引起奶牛的炎症反应(Zebeli and Metzler-Zebeli,2012)。
补充脂肪已经是一种增加日粮能量摄入和改善繁殖广泛应用的方法(Thatcher et al., 2011)。
有报道一种新的策略是使用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添加物改善繁殖(Silvestre et al., 2011)。
奶牛在产犊前后各 30 天使用红花油钙盐，接着直到产后 160 天使用鱼油钙盐，怀孕率和产奶
量均比较高。机理是认为直到产后早期提供大量的亚油酸（Ω-6 PUFA）改善了子宫健康，接着
提供大量来自鱼油的 Ω-3 PUFA 降低了胚胎早期的损失(Thatcher et al., 2011)。动乱的围产期
在繁殖方面负面的影响出现在产后早期，大概在产后头 10 天到 2 周(Butler, 2003; McArt et al.,
2012; Garverick et al., 2013)。到产后 8 周>95%的奶牛应该在能量平衡之上 (Sutter and Beever,
2000)。产前和产后的目标策略是最小化健康问题和减轻 NEB 以及由此改善之后的繁殖。
体况评分（BCS）
过高的 BCS 造成围产期问题和损害之后的繁殖已经被公认和由诸多的专家讨论过
(Drackley et al., 2005; Garnsworthy et al., 2008; Roche et al., 2013)。在产犊前后奶牛过度地
体脂肪动员，会使产犊前后的食欲差和 DMI 下降、损害免疫功能、增加血液中的炎症反应指示
物和可能更多地受到氧化应激 (Contreras and Sordillo, 2011)。什么构成了“过度的”BCS 与奶
牛的生物学目标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争议。Garnsworthy (2007)认为：平均的最佳 BCS 降低了
增加产奶量基因选择所需的时间，可能与改变体蛋白代谢有关（图 1）。建议理想 BCS 在产犊
之后的 20 天有下降的趋势，作者的观点，呈现好的目标评分大约在 3.0（1-5 分）。平均 BCS
调整应当是一个长期计划和不应当从干奶期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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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产犊前最后 4 周饲喂高能日粮（1.58Mcal NEL/kg DM）比饲喂限制能
量（1.32Mcal NEL/kg DM）日粮，在产后头 6 周损失更多的 BCS（分别为-0.43 和-0.30）(Cardoso
et al., 2013)。BCS 改变对繁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Carvalho et al. (2014) 显示：在同样的
时期，奶牛从产犊到产犊后 21 天增加或维持 BCS 的 40 天人工授精怀孕率（分别为 38.2%和
83.5%）比损失 BCS（25.1%）高。先前 Santos et al. (2009)也显示：从产犊到产后大约 70 天
人工授精奶牛 BCS 损失>1 个单位（28%）比损失<1 个单位（37.3%）
或 BCS 没有变化（41.6%）
人工授精怀孕率低。在放牧系统，自新西兰的研究者建议：在产犊时 BCS 的目标应当在 2.753.0 生产最佳，会同时减少肝脏脂肪积累和肝功能炎症反应的负面影响 (Roche et al., 2013;
Akbar et al.,2015)。
氨基酸的重要性
部分氨基酸（AA）对最佳奶产量是限制性的，证据表明：在补充特殊的瘤胃保护 AA 后增
加了奶产量、乳蛋白率和乳蛋白产量。对产奶量前三个限制性的氨基酸是蛋氨酸、赖氨酸（NRC，
2001）和组氨酸 (Huhtanen et al., 2002)。此外，许多 AA 对生理过程会有积极的影响，他们
独自影响蛋白的合成(Wu, 2013)。授精作用和很少几天的胚胎发育出现在输卵管。大约发情期
后的 5 天胚胎到达子宫角。在发情期后的 6-7 天胚胎到达囊胚期。发情期后大约 9 天胚胎从带
状透明区孵化，然后在 14-19 天延长。伸长的胚胎分泌蛋白质干扰素-牛磺酸，这是拯救黄体和
维持妊娠必需的。到 25-28 天胚胎到达子宫肉阜，开始通过胎盘由血管与母体建立联系。在所
有胚胎附着的前期，胚胎是自由浮动的和依赖于子宫分泌能量和建立发育基础，包括 AA。因
此，关键是理解在子宫里 AA 浓度的变化伴随着胚胎发育这些不同的阶段。
卵母细胞和早期胚胎的脂肪配置会受到奶牛环境的影响。我们团队进行的试验目的是确定
补充瘤胃保护蛋氨酸对奶牛 DNA 甲基化作用和在胚胎着床前脂肪积累的影响 (Acosta et al.,
2016)。从 30±2 DIM 到 72±2 DIM，泌乳荷斯坦奶牛进入第二或更大胎次被随机分配到两个处
理组中的一组：对照组（CON；n=5,饲喂赖氨酸：蛋氨酸为 3.4:1 的基础日粮）和蛋氨酸组（MET；
n=5，饲喂基础日粮加斯特敏 M，赖氨酸：蛋氨酸为 2.9:1）。在人工授精后 6.5 天胚胎泛红，胚
胎发育到 4 或更大的阶段用于分析。对脂肪用 Nile 红色染色荧光亮度与负对照胚胎比较（扣除
背景色）。总共从母牛获得了 37 个胚胎（MET=16；CON=21）。奶牛接受 MET 脂肪积累（7.3
判定单位）比接受 CON（3.7 判定单位）更多。细胞数量和发育阶段处理间没有影响。结论，
与对照组相比奶牛补充蛋氨酸提高胚胎脂肪浓度会为胚胎的早期发育潜在地提供一种重要的
能量来源。
牛胚胎发育完整的需求还没有确定。当前的培养条件允许牛胚胎发育到囊胚期阶段（7-8
天），甚至允许部分胚胎孵化（9 天）；然而，在体外条件不允许发育到胚胎延长期。佛罗里达
大学的研究确定了牛胚胎着床前（7-8 天）培育的蛋氨酸需求(Bonilla et al., 2010)。胚胎发育到
7 天的囊胚期阶段的蛋氨酸需求出人意料地低（7µM）。不过，发育到囊胚期 7 天的晚期出现最
佳的大约 21µM(Bonilla et al.,2010)。因此，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牛胚胎形态学上正常的发育不
需要提高蛋氨酸浓度（>21µM），至少在授精后第一周。
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者 (Toledo et al., 2015)做了总共 309 头奶牛（138 头初产和 171 头
经产）奇偶平等和随机分配到两组的试验：1）CON-奶牛饲喂含有 6.9%赖氨酸（MP 的%）和
1.9%蛋氨酸（MP 的%）的 2500gMP 日粮；2）RPM-奶牛饲喂含有 6.9%赖氨酸（MP 的%）
和 2.3%蛋氨酸（MP 的%）的 2500gMP 日粮。奶牛随机分配到有颈夹的三个栏，每天单独饲
喂两次 TMR。从 28-128 DIM，在上午挤奶后，奶牛用颈夹固定 30 分钟，CON 和 RPM 奶牛
的 TMR 分别单独饲喂 50g DDG 和混合了 DDG（29g）和斯敏特 M（21g）的补充物。接着实
施双倍同期排卵，奶牛授精和在 28（妊娠血浆特有的蛋白质-B 浓度）、32、47 和 61 天妊娠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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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超声波）。单独奶样每月分析成分。奶产量没有统计上的差异，但 RPM 组的乳蛋白浓度较
高。奶牛饲喂富含蛋氨酸的日粮在人工授精后 21-61 天的妊娠损失较低（16.7% RPM 比 10.0%
CON）。初产牛在 28-61 天之间的妊娠损失没有差异（12.8% CON 比 14.6% RPM）；然而，经
产牛的妊娠损失差异显著（19.6% CON 比 6.1% RPM）。
结论
在产犊前，配制和提供合适的相对于需求限制总能量摄入的日粮，也供应了所有其他营养
恰当的摄入，能帮助减轻产后 NEB 的程度。这种日粮对代谢健康的影响大体上是正面的，表明
围产期疾病的减少潜在地影响了繁殖。在滤泡发育的最后阶段和胚胎发育早期直到授精后 7 天，
奶牛补充蛋氨酸引导胚胎中的脂肪积累和导致胚胎中的基因表达差异。补充蛋氨酸似乎对胚胎
着床前有影响，即：增强了胚胎的存活能力；因为有强大的证据表明：内源性的脂肪储备提供
了能量的底物。奶牛饲喂富含蛋氨酸的日粮妊娠损失低，蛋氨酸有利于胚胎存活，至少在经产
牛是如此。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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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一种合成的沸石 A 管理产前奶牛日粮低血钙症
A. L. Kerwin*, C. M. Ryan*, B. M. Leno*, M. Jakobsen†, P. Theilgaard1, and T. R.
Overton*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otekta Inc., Lucknow, Ontario, CA
1Vilofoss, Graasten, DK
巫立新译
前言
在产犊时，奶牛由于干物质采食量（DMI）下降和合成初乳钙需求增加以及随后的泌乳，通
常会经历血钙降低。当血钙低于正常的范围继发低血钙症，并且与发展为其他疾病的风险增加
(Kimura et al., 2006; Chapinal et al., 2011; Martinez et al., 2012)、减低产奶量(Chapinal et al.,
2012)和繁殖性能(Chapinal et al., 2012; Martinez et al., 2012; Caixeta et al., 2017)相关。
一个预防低血钙症的策略是产前饲喂低钙（可利用钙<20g/头日）日粮，这将会引起血钙轻
微降低和刺激甲状旁腺激素（PTH）分泌 (Goings et al., 1974; Kichura et al., 1982)。当血钙
浓度降低时，甲状旁腺激素动员骨骼钙和增加小肠对钙的有效吸收以及肾脏对钙的重吸收(Goff,
2006)。由于普通饲料原料中的钙浓度，难以配制出低钙的产前日粮而导致内平衡的变化 (Horst
et al., 2005)。然而，低钙日粮方式的效果可以通过使用钙捆绑剂降低日粮中钙生物利用率的途
径实现。在体外研究中，Thilsing et al. (2006)证实：合成沸石 A，一种钠硅铝酸盐在流动的瘤
胃液不同 PH 水平下有能力捆绑钙、磷和镁。不过，沸石 A 对可能在抗氧化应激中起重要作用
的微量元素的结合能力还没有研究。先前的研究已经显示：在产前饲喂沸石 A 会促进临产期钙
的状态得到改善，从而实现产前日粮低钙 (Thilsing-Hansen et al., 2002; Thilsing et al., 2007;
Pallesen et al., 2008)。只有一项研究观察到喂食沸石 A 超过两周的效果。尽管在这个研究中
观察到产后钙的状态改善了，不过仅限于 9 头娟姗牛饲喂了沸石 A (Thilsing-Hansen and
Jørgensen,2001)。随后的研究仅限于在预产期前两周补充沸石 A (Thilsing et al., 2007;
Pallesen et al., 2008; Grabherr et al., 2009)。通常在北美的商业化牧场采取干奶牛在预产期前
21-28 天分两群的策略。尽管证明改善了血钙状况，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调查饲喂沸石 A 对采食
量和生产成绩的影响，以及血液微量元素的改变对瘤胃功能和繁殖性能潜在的影响。
本研究的目的是确定在预产期前 3 周饲喂沸石 A，对经产荷斯坦奶牛血浆微量元素状况、
血浆氧化剂状况、干物质采食量、奶产量和繁殖性能的影响。我们假设饲喂沸石的奶牛将会改
善产后的钙状况，进而改善产后的产出。
试验设计
在着手实验前涉及到动物的所有程序都经过康奈尔大学动物关怀中心和应用委员会批准。
入选的奶牛（n=55）完全是随机的，随机限制平衡胎次（二胎比三胎和更大的泌乳胎次）和先
前 305 天成熟等同产奶量。预产期前 28 天饲喂对照组日粮，之前有 7 天预试期。奶牛关在单
独的栓系栏和单独饲喂。在预产期前 21 天，奶牛被分配到两个处理组的一组、对照组（CON）
或 试 验组 （ EXP ）。日 粮 除 了添 加合 成 沸石 A （ XZelit, Protekta Inc., Lucknow, Ont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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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Vilofoss, Graasten, Denmark），其他完全相同。产犊后，所有的奶牛饲喂同样的新产
牛日粮和类似的管理直到 28 DIM。
日粮配方使用康奈尔净碳水化合物和蛋白体系(CNCPS, 6.55 版, 康奈尔大学, Ithaca, NY)。
日粮成分和日粮分析值见表 1。在 EXP 日粮里，沸石 A 饲喂 DM 的

3.3%，饲喂量 500g/头日。单独饲喂奶牛，据称量的饲料发放量和剩料量计算日采食量。收集
每周的 TMR 样品和饲料原料样品测定 DM 量和按照原料测定结果配制日粮比例，并基于每周
DM 的值调整日粮。牧草和 TMR 样品是干的和研磨的；TMR 样品每间隔 4 周分析一次，试验
全程 分析 饲料 样品 。 混合 样品 交由 商业 化 实验 室用 湿法 化学 分 析（ (Cumberland Valley
Analytical Services, Waynesboro, PA)）。
从试验开始到 28 DIM，每头牛每周测定体重和进行体况评分。从试验开始到 28 DIM 每间
隔 2 小时用 HR 标签（SCR Dairy, Netanya, 以色列）收集反刍数据。产犊 2 小时内挤初乳、
称重、测定样品的 IgG 浓度(康奈尔大学动物健康诊断中心, 纽约伊萨卡)。所有的奶牛挤奶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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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记录每天的产奶量。泌乳的 1-4 周每周连续 3 次挤奶的奶样在康奈尔大学的 Barbano 实
验室用傅里叶转化中红外（FTIR）技术分析(Barbano et al., 2014)。
从试验开始到预产期的 7 天前每周收集一次血样，然后每天收集直到 7 DIM，分娩的 24 小
时内收集 2 次样，8-28 DIM 每周 3 次。血浆样品在康奈尔大学动物健康诊断中心分析 Ca、P
和 Mg 浓度(纽约伊萨卡)。样品分类为：正常 Ca (Ca≥2.12 mmol/L)或低钙(Ca < 2.12 mmol/L)
以确定亚临床低血钙症（SCH）发病率 (Goff, 2008)。分析在产犊和 3 DIM 之间的 4 个血清样
品评估以确定全部奶牛的钙状况。与 Caixeta et al. (2017)类似，在产犊和 3 DIM 之间也回顾分
析分类为：非低血钙症（没有 SCH；0 个样品 Ca < 2.12 mmol/L ）、SCH (有 1 -3 个样品 Ca
< 2.12 mmol/L)或慢性 SCH（cSCH；所有 4 个样品 Ca < 2.12mmol/L）。
依据 Abuelo et al. (2016)分析血浆样品氧化状况。为了评价围产期的氧化应激状况，评估
氧化状况指数[OSI; OSI=(氮氧化物种类的反应；RONS）]作为反映氧化还原平衡的变化(Abuelo
et al.,2013, 2016)。
产前和产后数据分别分析。使用 SAS(SAS Institute Inc., Cary, NC，9.4 版本）做所有的统
计分析。用 Fisher 的 PROC FREQ 精准检验每天测试处理间的低血钙症发病率。全程使用
ANOVA 的 MIXED 流程不重复持续测量以确定处理组、胎次和处理组和胎次间的互作效果。确
定效果的模型包括：处理、时间、胎次和所有两个奶牛随机处理效果间的互作。预处理测量的
模型中包括可获得的协变量。处理和钙状态的效果、胎次的固定效果、到 150 DIM 的妊娠及时
性由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模型应用 PHREG 流程分析。奶牛在确定妊娠前从牛群中移出，
到 150 DIM 没有妊娠的彻底删除。
结果
产期和产后血清微量元素浓度和血浆 OSI 见表 2，每天处理效果的血浆 Ca、P 和 Mg 见图
1。产前奶牛试验血清 Ca 浓度较高，接近分娩和产后最显著。在整

个产前期，试验奶牛的血清 P 浓度大约是对照组的一半。在产后试验奶牛的血清 P 水平显著低
于对照组，但从分娩到 14 DIM 试验奶牛的血清 P 在增加，在第 14 天 P 浓度明显较高。在产
前试验奶牛的平均镁浓度稳定地降低，低于对照组奶牛。在分娩第一天，试验奶牛的血清镁显
著的低，但从此以后我们没有发现每天处理的互作。在产前和产后 OSI 没有显著的处理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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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时间点两个处理组的亚临床低血钙症发病率见图 2A。与试验组奶牛相比，在产犊
第一天对照组血清 Ca 浓度<2.12 mmol/L 的奶牛数量高 3 倍。两个处理组 SCH 最高发病率出
现在产后第一天。从产犊前第 3 天到产犊后第 3 天，对照组奶牛的 SCH 发病率较高。从产犊
到产后 3 天，55 头奶牛中的 14 头没有 SCH；对照组仅有 1 头。有 SCH 的奶牛占试验奶牛的
50%（n=13），占对照组的 62.1%（n=18）。我们没有观察到试验组奶牛有 cSCH，有 cSCH 的
对照组奶牛占 34.5%（n=10），见图 2B。

产前和产后的 DMI、EBAL、反刍、体重、体重的变化和体况评分见表 3。我们观察到产犊
前 3 周试验组的 DIM 每周类似，但接近产犊时与对照组相比 DIM 降低较大。产后每周 DMI 试
验组或试验组之间的互作没有影响。尽管每周没有显著不同，但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产前一
周 DMI 在数字上低了 1kg/头日，产后 1 周高了 1kg/头日。在产前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每天反
刍的次数较少，在产后各个处理组没有影响。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的增重较少。试验组的产
前体况评分较低，但绝对差异较少。我们观察到在 1 和 3 周试验组的体况评分在数值上较低，
在 2 和 4 周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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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乳测量值、奶产量和乳成分结果见表 3。试验组尽管在临产期改善了钙的状况，但与对照
组相比 IgG 浓度和 IgG 数量没有改善。在处理组间既没有发现产奶量的差异，也没有观察到
ECM 的不同。即使处理组间的乳脂和乳蛋白产量也没有差异，但从第 1 到 4 周我们观察到试
验组的乳蛋白和总固形物浓度有较高的趋势。
繁殖分析方面，在第一个 150 DIM 期间，由于在怀孕前的剔除（n=1）或没有怀孕，52 头
中的 11 头（CON=8，EXP=3）被删除掉。在产后第一个 150 天，试验组的妊娠时间中位点在
70 DIM，对照组为 89 DIM（图 3A）。截止 150 DIM，与妊娠相关的时间，试验组有较高的妊
娠处理倾向[试验组比对照组的妊娠率（95% CI）=1.76（0.93-3.33）；P=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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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钙的状况，0/12 的没有 SCH 奶牛、5/30 SCH 奶牛和 6/10 cSCH 奶牛被删除。产后
第一个 150 天，没有 SCH 奶牛的妊娠时间中位点为 69 DIM，SCH 为 73 DIM。截止 150 DIM，
仅有 40%的 cSCH 奶牛妊娠（图 3B）。发现钙的状况与妊娠时间有关（P=0.01）。在 150 DIM，
没有 SCH 比 cSCH 奶牛的妊娠概率[0.18(95% CI =0.06-0.57);P<0.01]显著低；SCH 奶牛与没
有 SCH 奶牛没有差异（P=0.29）。
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次评估合成沸石 A 对繁殖的影响。评估繁殖性能不是本次研究的主
要目的，研究没有评估组间差异。这些试验将会被理解为将来做更多奶牛试验研究以改善妊娠
时间的准备。
结论和启示
在围产期于产前 3 周补充沸石 A 尽管改善了钙的状况，但两个处理组的产后成绩类似。数
值上，奶牛饲喂沸石 A 改善了妊娠时间，不过将来的工作需要验证这些发现。我们也没有发现
处理对作为反映氧化代谢的 OSI 变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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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和繁殖效率: 过渡期管理、能量状态和补充氨基酸
改变泌乳奶牛的繁殖
Milo C. Wiltbank,1 a, Ric R. Grummer,a Randy D. Shaver,a José E. P. Santosc
Roberto Sartori,b Paulo D. Carvalho,a Alexandre H. Souza,a Mateus Z. Toled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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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荣峰译

巫立新校

前言
许多评论都强调了营养在调节牛繁殖效率方面的重要性(Cardoso et al，2013 年;Grummer
et al .,2010;Santos et al .,2010;Wiltbank et al .,2006)。
营养对胚胎移植牛的影响尤为突出 (Santos et al., 2008; Sartori et al., 2010; Sartori et al.,
2013;Velazquez, 2011; Wu et al., 2013)。这篇述评将特别聚焦于如何调整营养以改变奶牛的繁
殖效率。
不适当的或过度的能量、蛋白质或特定的氨基酸会影响繁殖过程的多个阶段。首先，在产
后早期阶段的影响假定为改变了卵母细胞和在躁动的卵母细胞受精后随后的胚胎发育(Britt，
1992)。其次，在卵母细胞发育的最后阶段和排卵前，改变了血液循环激素和代谢物，如：胰岛
素、葡萄糖、尿素或氨基酸，进而严重地影响受精或胚胎发育(Adamiak et al.,2005;Adamiak et
al.,2006; Bender et al., 2014)。第三个胚胎发育明显的营养目标是在发育的第一周，当改变输
卵管和子宫的环境会改变胚胎初级阶段到囊泡阶段的发育(Steeves and Gardner, 1999a;
b;Steeves et al., 1999)。最后，改变血液循环能量代谢物如：葡萄糖、丙酸和构建细胞的氨基
酸，会改变子宫腔液内的成分，进而影响孵化和胚胎的伸长。伸长的胚胎会分泌蛋白质干扰素，
这对挽救黄体至关重要，可以改变子宫腔内许多物质的浓度(Groebner et al., 2011; Hugentobler
et al., 2010)。另外，选择子宫腔内的营养物质也可以改变干扰素的表达(Kim et al., 2011)。因
此，能量、蛋白质或特定氨基酸的不足或过剩，可能会对卵母细胞/胚胎发育的特定阶段产生影
响，或可能对繁殖过程产生多重的和潜在的附加效应。由于篇幅的限制，在这篇特别的综述文
章中不会涉及到许多具体的营养影响，包括补充脂肪酸的影响，以及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补充或
不足;然而，其中一些方面最近被评估过 (Leroy et al., 2013; 2014; Santos et al., 2008;
Velazquez, 2011)。
过渡期营养管理:干奶期时间长短的影响
在奶牛过渡期改变能量负平衡的一种极端方式是去除干奶期。我们与 Grummer 实验室合
作研究显示：消除干奶期对能量平衡、返回到发情周期以及繁殖的积极影响(Grummer et al.,
2010)。去除干奶期，产后早期的能量负平衡被有效地消除了(Rastani et al., 2005)。在比较 56
天干奶期(31.9+4.4 天)和 28 天干奶期(23.8+3.4 d)和无干奶期(13.2+1.2 d) (Gumen et al.,2005)
时，第一次排卵的时间缩短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干奶期(55%)比 56 天干期(20%)的奶
牛人工受精的妊娠率（P/AI）增加了(Gumen et al.,2005)。因此，改变干奶期管理可以减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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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产后早期的能量负平衡和增加人工授精妊娠率(Grummer et al., 2010;Gumen et al., 2005;
Watters et al., 2009)。
围产期营养管理:对体况变化的影响
能量摄入、能量输出和日粮能量的构成(纤维比非纤维碳水化合物、NFC)之间的关系已经
被证明对奶牛的新陈代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影响奶牛和肉牛的繁殖性能。
这种影响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发情周期延迟。能量负平衡降低了优势卵泡的生长和雌二醇(E2)的
产生，可能与黄体激素(LH)脉冲以及血液循环中的胰岛素和 IGF-1 的减少有关 (Butler, 2003;
2005; Canfield and Butler,1990)。产后体况评分（BCS）损失的量级会增加自愿等待期结束不
返情奶牛的比率(Gumen et al., 2003; Lopez et al., 2005; Santos et al., 2004; Santos et al.,
2009)。不排卵奶牛的比率增加，在发情期检测流程或同步排卵和人工授精时期（TAI）的繁殖
效率较低 (Gumen et al., 2003; Santos et al., 2009)。接近人工授精时的 BCS 较低会降低繁殖
力 (Moreira et al., 2000; Souza et al., 2008)，这可能与 BCS 降低，增加了不排卵有关(Santos
et al., 2009)。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回顾中(Carvalho et al., 2014)，我们评估了接近 TAI 的 BCS 对用双倍
同期排卵方案诱导发情和同期排卵处理的泌乳奶牛繁殖性能的影响(Herlihy et al., 2012; Souza
et al., 2008)。低 BCS(≤2.5)与 BCS≥2.75 的奶牛相比，不排卵的比率高(12.1%，21/171 比 4.9%，
22/451；P=0.0006)，并降低了 P/AI(40.4%，105/260 比 49.2%，415/843；P = 0.03)。因此，
接近 AI 时期的 BCS 低显著影响繁殖，甚至导致使用 GnRH 方案，诸如双倍同期排卵方案诱导
奶牛进入发情周期。
在 AI 时比绝对 BCS 对繁殖更潜在重要性的是分娩和第一次 AI 之间的 BCS 丢失量(LópezGatius et al., 2003;Santos et al., 2009)。在我们的两个研究中这个概念始终如一，我们观察到：
当评估产犊到产犊 21 天之间的奶牛 BCS 变化时，发现了对 P/AI 更加巨大的影响。BCS 变化
的等级对 P/AI 有极为显著的影响(P<0.001)，获得 BCS 较高的奶牛 P/AI 为 83.5%（353/423)，
维持中等 BCS 的奶牛 P/AI 为 38.2%(258/675)，丢失了 BCS 其评分最低的奶牛 P/AI 为 25.1%
（198/789)。因此，这些结果与 Britt(1992)首次提出的观点一致，他认为在产后早期阶段的能
量状态会改变卵泡囊/卵母细胞的质量，进而对奶牛后续的繁殖造成负面影响。
在实验 3 中(Carvalho et al., 2014)，我们决定通过评估产后早期体重损失对超排奶牛胚胎
质量的影响直接验证这一假设 (Carvalho et al., 2014)。从产后第一周到第 9 周每周测量泌乳
牛的体重(n=71)，然后所有的奶牛都使用改良的双倍同期排卵方案进行诱导超排。从产犊直到
产后第三周，根据体重变化的比例分成四级(Q1=最小的变化；Q4=最大的变化)。四等分的排卵
数量、收集的总胚胎、或受精的卵母细胞比例没有影响；然而，受精卵母细胞可转移到胚胎的
比例 Q1、Q2 和 Q3 比 Q4 高(分别为 83.8%、75.2%、82.6%和 53.2%)。此外，Q1、Q2 和 Q3
退化的胚胎较少、Q4 最多，分别为 9.6%、14.5%、12.6%和 35.2%。因此，在产后早期改变
BCS 影响随后第一次 AI 繁殖，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从产后第一到第三周失去更多的体重，降
低了胚胎质量和增加了 AI 7 天后的胚胎退化。这一结果显然与 Britt(1992)提出的假设相一致。
因此，BCS 特别是 BCS 的变化会显著影响奶牛的繁殖和早期胚胎发育。
高能量日粮对繁殖的影响
另一种与日粮能量摄入和能量平衡有关的对立观点是：在接近 AT 时，当奶牛摄入过多的
能量时，会降低胚胎质量。增加饲料摄入量或增加日粮 NFC 可以改变胰岛素(Adamiak et
al.,2005;Adamiak et al.,2006) 、孕酮 (P4)浓 度 (Sangsritavong et al.,2002;Vasconcelos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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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03)和超排的成功(Yaakub et al., 1999)。超排的肉母牛饲喂添加了脂肪(过量的能量)的高
能量日粮与摄入添加了 81%的脂肪日粮相比，降低了达标和恢复结构的数量，并显著降低了可
移植的胚胎数量(Yaakub et al.,1999)。因此，过度的能量消耗会改变胚胎发育，尽管这些影响
的机制以及是否影响卵巢细胞或直接影响早期胚胎还不完全了解。
我们通过比较 49 个散栏荷斯坦奶牛群饲喂 TMR 日粮的繁殖记录，用 WI（牛群用 Dairy
Comp 305 [n = 44] 和 PCDart [n = 5]管理软件）对这一观点进行验证。营养信息包括所有的原
料和所有混合摄食的营养成分。收集 143 到 2717 头泌乳牛(平均 719.6±77.2)参与牛群各种不
同的数据、每天挤奶 2 次(n = 6)或 3 次(n = 43),平均产奶 39.0±1.3 公斤/头天,平均干物质摄入
量(DMI)25.1±0.5 公斤/头天。饲料成分有很大的变化。例如，粗蛋白(CP)变异从 16.0 到 18.7%，
瘤胃降解蛋白（RDP）从 9.1%到 12.3%，中性洗涤纤维(NDF)从 24.9 到 35.1%，NFC 从 31.7%
到 46.6%，淀粉从 20.1 到 30.8%，脂肪从 3.1 至 6.7%。奶产量水平与第一次 AI 的 P/AI 或其
他繁殖措施(P>0.10)无关。然而，较大的 DMI 倾向于与较低的第一次配种 P/AI(r=-0.25，P=0.10)
有关。日粮中 CP、RDP 和脂肪的含量与 P/AI(P>0.10)无关。日粮中 NDF 的比例与第一次配
种的 P/AI 呈正相关(r=0.36，P= 0.01)。最有趣的是，在含有较多的能量日粮中测得 NFC、NFC摄取量或淀粉对第一次配种的 P/AI(NFC:r=-0.54，P<0.01;NFC 的摄入量:r=-0.42，P<0.01;淀
粉:r=-0.37，P=0.03)和所有的联合 P/AI 有害(NFC:r=-0.51，P 小于 0.01;NFC 的摄入量:r=-0.44，
P 小于 0.01;淀粉:r=-0.21，P=0.20)。这个研究的结论:饲料中含有较多的纤维和较少的快速消
化的碳水化合物与改善高产奶牛的繁殖性能有关。
一个需要进行充分验证的重要观点是，过度的能量可能会导致对卵泡和卵巢细胞的过度刺
激，从而导致随后胚胎发育的降低 (Garnsworthy et al., 2008a; b; Rooke et al., 2009;Webb
and Campbell, 2007)。一些证据表明：过度喂食的负面影响是由一项使用超级刺激排卵的母羊
研究提供的，其中过度喂食(2.2 倍的维持量)比未喂饱的(0.5 倍维持量)母羊(Lozano et al., 2003)
显著降低了胚胎的质量。这是最后一项研究，如同其他泌乳奶牛的研究(Sangsritavong et al.,
2002; Vasconcelos et al., 2003)，也观察到摄食较多饲料的动物降低了血液循环 P4 的浓度。
先前的研究表明：在超级刺激处理期间，增加血液循环 P4 浓度增加了胚胎的质量和可移植胚
胎的数量(Nasser et al., 2011; Rivera et al., 2011)。较低的血液循环 P4 可能导致更多的 LH 脉
冲，进而导致减数分裂过早恢复和降低繁殖的卵巢细胞排卵，正如所观察到的持续卵泡模式
(Revah and Butler, 1996; Roberson et al., 1989)。除了在排卵前的卵泡发育过程中 P4 的作用
外，在早期胚胎发育期间于配种后增加血液循环 P4 浓度，可以增加胚胎发育，尤其是增加胚
胎植入前胚胎的长度(Lonergan 和 Lonergan，2014;Lonergan et al .,2013;Maillo et al ., O'Hara
2014;et al .,2014;Wiltbank et al .,2014)。
过多的胰岛素浓度可能会降低卵巢细胞的质量和随后的胚胎发育。 Adamiak et al.(2005)
进行了一项精心设计的实验，通过对肉牛与奶牛杂交的小母牛实施超声引导下的卵泡经过阴道
吸引术，揭示了任何维持或两倍维持饲养水平超过三次连续发情周期。研究发现：摄食水平对
卵母细胞质量的影响取决于母牛的身体状况；因此，两倍的维持量对低 BCS 小母牛的卵母细
胞恢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对从中度 BCS 小母牛卵母细胞的恢复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许
多中度肥胖的小母牛有高胰岛素血症，这也对卵母细胞的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在一项类似的
研究中，高淀粉日粮的小母牛相应增加了血液循环的胰岛素浓度和随后降低了囊胚产生的速率
(Adamiak et al., 2006)。因此，过多的能量摄入可能会通过提高 LH 脉冲或通过过度的胰岛素，
或其他与高碳水化合物日粮消耗，或过度能量相关的代谢信号，降低胚胎的质量。
泌乳后期的荷斯坦奶牛，能量摄入通常超过能量输出，因此奶牛处于正能量平衡状态，血
液循环的胰岛素升高。对饲料摄入的急性限制降低了血液循环胰岛素，并增加了泌乳后期奶牛
血液循环的 P4(Ferraretto et al.,2014)。我们用这个模型来验证与饲料摄入有关的特定假设(自
由采食和 25%的饲料限制)，在泌乳后期用 LH(±外加的 LH)给荷斯坦奶牛超级刺激，用 2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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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拉丁方设计(Bender et al.，2014 年)。正如预期的那样，饲料限制对血液循环的胰岛素浓度
有很大影响而不改变血浆葡萄糖浓度(Bender et al.，2014 年)。在超级刺激的最后一天，并没
有观察到大的卵泡数量、这些卵泡的排卵比例、或者在冲洗那天的 CL 数量有大的改变。从这
个研究中，大概最一致的和令人关注的生物学结果是：找到了在超排方案期间，限制饲喂的授
精卵母细胞的百分比与 LH 数量之间的交互,与退化的胚胎相比达到 1 和 2 级（最好的胚胎）的
总的胚胎比例结构提升了。表明：自由采食和较高的 LH 降低了受精卵母细胞的比例和随后受
精卵母细胞的胚胎质量。这与高 LH 联合高胰岛素会降低胚胎质量的观点是一致的。相反，限
饲奶牛用 LH 超排方案也有降低卵母细胞的受精、降低 1 和 2 级胚胎（总的构成中）比例和增
加退化胚胎的作用。然而，限饲奶牛增加 LH 而增加了胚胎的质量。因此,这两种处理对胚胎质
量的互作,与持乐观态度的超排成功要求考虑的激素和处理奶牛的代谢状况观念是一致的，高
LH 和高胰岛素（过度能量消耗）看来对繁殖和胚胎质量有负面影响(Bender et al .,2014)。
总之，很清楚：在产后头 3 周能量负平衡会对首次 AI 繁殖产生负面影响，尽管 AI 发生在
最初能量负平衡后的 5 周。围产期能量负平衡导致的损害明显降低 AI 后第一周的胚胎发育，
表明围产期问题对卵母细胞的发育能力有挥之不去的影响。在荷斯坦奶牛泌乳后期，当补充 LH
时限饲对胚胎的质量有积极的影响，但不补充 LH 对奶牛有负面影响。干奶牛饲喂维持日粮，
胰岛素升高降低了受精，这表明胰岛素对卵母细胞质量有负面影响，但不会改变随后的胚胎发
育或质量。因此，当决定胚胎生产过程中使用最佳营养和激素计划时，需要考虑到牛的品种、
BCS 和奶牛当前的代谢状况。
补充特定氨基酸对繁殖的影响
一些氨基酸限制了最佳的牛奶生产，如补充特定的瘤胃保护氨基酸增加牛奶和蛋白质产量
和乳蛋白率(Cho et al., 2007; Patton,2010; Socha et al., 2005)。一般来说，在牛奶生产中大多
数泌乳牛饲喂的日粮前三种限制性氨基酸是蛋氨酸(Met)、赖氨酸(Lys)和组氨酸(His)。此外，
许多氨基酸对生理过程有积极作用，与它们对蛋白质合成的影响无关。这被称为氨基酸的“功能
效应”，蛋氨酸和精氨酸是对繁殖最有影响的“功能性氨基酸”(Bazer et al., 2011; Penagaricano
et al., 2013) 。
大多数氨基酸在输卵管和子宫中比在血液中更集中 (Hugentobler et al., 2007)。除了反刍
动物非妊娠子宫内集中氨基酸的机制外，还有其他的机制，在妊娠反刍动物接近胚胎伸长期(胚
胎发育第 14-18 天)子宫腔内的氨基酸浓度会进一步增加。特别有趣的是，牛奶生产的三种限制
性氨基酸 Met、His 和 Lys，在胚胎期伸长期于子宫内的浓度增加到最大（比平均增加 10 倍
(Gao et al., 2009c; Groebner et al., 2011))。精氨酸是另一种被广泛研究的与繁殖有关的氨基
酸(Wu et al.,2013)，它也高度集中在妊娠子宫里。
在接近胚胎伸长期子宫内的特定氨基酸增加，似乎是由于特定氨基酸转运者诱导到子宫内
膜细胞中(Gao et al.,2009a; b; Groebner et al.,2011)。这些氨基酸转运蛋白极有可能是由拉长
胚体(产生胚胎和胎盘的组织)所分泌的蛋白质干扰素-tau 诱导的。例如，干扰素-tau 处理显著
地增加了一种特定的氨基酸转运体 SLC15A3、在子宫细胞上的两个含腺上皮(36 倍)和基质上
皮(17 倍)(Groebner et al，2011)。因此，在胚胎伸长的关键时期，有可能出现一个正反馈系统，
子宫氨基酸对胚胎的快速生长和胚胎干扰素的产生至关重要；然而，干扰素-tau 通过子宫上皮
细胞刺激活性氨基酸转运，从而增加对延长胚胎的氨基酸供应。干扰子宫血流量在时间顺序上
的关系、子宫氨基酸转运诱导、子宫氨基酸浓度、胚胎生长、胚胎干扰素-tau 的生成，以及黄
体的营救/退化，可能降低繁殖和增加妊娠损失。
大量的研究已经评估了在牛奶生产中瘤胃保护氨基酸，尤其是蛋氨酸的影响。例如，最近
的一项综合分析报告 (Vyas and Erdman, 2009) 评估了 35 个补充蛋氨酸对生产影响的实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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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低蛋氨酸摄入量(25g/头天)显著增加乳蛋白(16g 乳蛋白/g 可代谢蛋氨酸摄入量);然而，在
高蛋氨酸的摄入时生产反应反而降低了(70g/头日;增加 4g 乳蛋白/g 可代谢蛋氨酸摄入量)。不
幸的是，我们一直无法在科学文献中找到专门设计的和有足够的说服力来评估特定氨基酸对泌
乳牛繁殖效率影响的相关研究。联合 6 所大学 259 头奶牛最大的研究 (Polan et al., 1991)，评
估了瘤胃保护蛋氨酸和赖氨酸。他们发现：在每个特定处理组的繁殖措施上没有提供详细信息，
但在第一次配种、每次受孕或产犊间隔上都没有明显的效果。很明显，需要大量的研究来有效
地评估补充氨基酸对奶牛繁殖效率的影响。
一项特别有趣的研究(Coelho et al., 1989)：在老鼠胚胎头部生长皱褶中期阶段(在配种后的
第 9.5 天)使用泌乳牛的血清。这些胚胎完全发育需要血清和在老鼠血清中正常发育。当从奶牛
的胚胎发育血清中培养胚胎时，胚胎发育是不正常的，测定的总胚胎蛋白、成对的体节或胚胎
的比例是异常的(神经管没有闭合、体型异常、眼睛和鳃弓发育不正常)。在牛血清中添加氨基酸
和维生素可以正常发育。单独补充氨基酸，但不补充维生素，发育正常。在牛血清中，单独补
充足够的蛋氨酸老鼠胚胎正常发育。在另一项试验中，使用补充过瘤胃保护蛋氨酸(110 克/d)的
奶牛血清，胚胎发育也正常。因此，牛血清具有如此低的蛋氨酸浓度，使老鼠胚胎的正常发育
迟缓。
尚未确定牛胚胎完全发育的需求。目前的培养条件允许牛胚胎生产到囊胚阶段(第 7-8 天)，
甚至允许孵化出一定比例的胚胎(第 9 天);然而，还没有开发出允许到体外伸长期的条件，而且
老鼠胚胎试验的分析肯定不允许对牛胚胎的培养到出现头部皱褶阶段。最近在佛罗里达大学
(Bonilla et al., 2010)的研究中，确定了体外培养产生牛胚胎在植入前(第 7-8 天)的蛋氨酸需求。
在胚胎发育到囊胚阶段的第 7 天，有一个令人惊讶的低蛋氨酸需求(7uM)，然而，发育到囊胚
阶段的晚期亦即第 7 天后，出现大约 21uM 的最佳状态(Bonilla et al., 2010)。因此，这项研究
结果表明：牛胚胎形态正常的发育不需要高水平的蛋氨酸浓度(>21uM)，至少在受精后的第一
个星期内是如此。
最近的一项研究 (Ikeda et al., 2012) 评估了牛胚胎的正常发育是否需要蛋氨酸代谢。研究
人员在牛胚胎的培养中添加了乙硫氨酸或添加蛋氨酸。乙硫氨酸封锁蛋氨酸的代谢到单碳通道
(称为蛋氨酸的抗代谢物)。乙硫氨酸没有阻碍发育到桑椹胚阶段，但阻碍了胚囊阶段的发育(对
照=38.5%;乙硫氨酸=1.5%)。在有乙硫氨酸的囊胚阶段通过添加 S-腺-甲硫氨酸(SAM)恢复甲基
化途径，可以部分恢复发育，但不能恢复蛋白合成。因此，蛋氨酸在牛胚胎从桑椹胚发育到囊
胚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缺乏足够的蛋氨酸低甲基化情况下，超排可能部分停滞。
我们最近评估了补充瘤胃保护蛋氨酸对超排奶牛早期胚胎发育的影响 (Souza et al.,
2012a; Souza et al., 2012b)。我们使用超排奶牛,如此就有足够数量的胚胎用于评估统计,从而
妥当地在体内测试补充蛋氨酸对泌乳牛早期胚胎发育的影响。在本实验中, 奶牛按照胎次和产
犊日期随机分为两个补充不同蛋氨酸水平的处理组: 1)Met：日粮组成(%干物质)，玉米青贮
(39.7)、苜蓿青贮 (21.8)、高水分玉米(17.2)、炒大豆(8.6)、干草(4.6)、油菜籽粕(4.0)、维生素
矿物质混合料(2.7)和血粉产品(ProVAAl Ultra; Perdue Agribusiness)，以及瘤胃保护蛋氨酸斯
特敏 Smartamine(安迪苏), 计算提供 2875g 代谢蛋白质(MP)，MP 中含 6.8%赖氨酸和 2.43%
蛋氨酸;2)对照组：奶牛饲喂相同的基础日粮,但用 ProVAAI 取代 ProVAAl Ultra, 其中不补充瘤
胃保护蛋氨酸,提供 2875g 代谢蛋白质(MP)，MP 中含 6.8%赖氨酸和 1.89%蛋氨酸。乳蛋白的
产量和乳蛋白率都有增加(Souza et al., 2012b)。因此,从蛋白质生产的角度来看,蛋氨酸显示了
其限制性。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测定了血浆中的蛋氨酸浓度,发现饲喂瘤胃保护蛋氨酸对血液循环
中的蛋氨酸浓度有较大的影响(对照组=16.8µM 与 Met 组=22.9µM)。
我们的主要兴趣是补充蛋氨酸对胚胎质量的影响(Souza et al.,2012a)。在这个实验中总共
评估了 570 个胚胎,没有发现受精或胚胎质量的差异。因此, 蛋氨酸没有改变早期胚胎发育,至
少从总的形态学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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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卵泡发育后期和胚胎发育早期补充蛋氨酸可能不会对早期胚胎的形态学产生变化,
但众所周知, 此时的蛋氨酸会对表观基因产生巨大的影响 (Sinclair et al.,2007)。这意味着用这
种方法可以改变基因, 他们用同样的方式由于添加基团没有表达，通常甲基团到细胞的 DNA。
例如, 以前的一项研究在配种之前和之后的头 6 天，通过限制绵羊蛋氨酸限制甲基供体、维生
素 B12 和叶酸(Sinclair et al. 2007)。然后, 他们将正常产生的胚胎移植到对照组绵羊, 然后评
估分娩后的羔羊。低蛋氨酸产生的胚胎血压和免疫功能差异很大。为了在牛上验证这一观点, 我
们评估了奶牛补充或不补充蛋氨酸在基因表达上胚胎是否恢复(Penagaricano et al.,2013)。
本部分研究的目的是评估母体补充蛋氨酸对牛胚胎植入前胚胎转录的影响
(Penagaricano et al., 2013)。只有来自单个奶牛的高质量胚胎才会被汇集, 然后用一种强大的
技术进行分析,它可以评估这些胚胎所有基因的表达, 称为 RNA 测序(RNAseq)。值得注意的
是,血液循环中蛋氨酸的微小差异产生了胚胎中基因表达的显著差异。在牛胚胎中共 10662 个
基因表达显著。奶牛补充或不补充蛋氨酸的胚胎，在统计学上共有 276 个基因表达有差异。这
些基因的大多数在奶牛补充了蛋氨酸胚胎被关闭。这预示补充蛋氨酸导致 DNA 甲基化, 这会抑
制某些特定基因的表达, 直到细胞分化为适当的阶段, 基因表达应该开始发生(Burdge et al.，
2007;Wolff et al.,1998)。因此,补充蛋氨酸似乎是改变基因表达的一种方式, 可能导致改善妊娠
结果和改善后代的生理机能。许多基因参与免疫功能和胚胎发育的后期阶段, 这可能对妊娠进
程和出生后的正常免疫功能至关重要。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这些基因表达的变化是否会导
致胚胎发育的变化、降低妊娠损失以及改变后代的生理机能。
因此, 补充限制氨基酸对乳蛋白含量和产量有显著影响;然而,对繁殖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
评价。在接近胚胎伸长期妊娠奶牛的子宫液中,限制性氨基酸比率、蛋氨酸、组氨酸和赖氨酸戏
剧性地诱导, 表明这些氨基酸的含量升高可能对胚胎发育的重要阶段至关重要。在卵泡发育的
最后阶段和胚胎发育早期，奶牛补充蛋氨酸,直到配种后的 7 天,没有导致胚胎总的形态学改变,
但确实导致了胚胎基因表达的显著差异。需要进一步研究评估是否补充这些必需氨基酸会对泌
乳牛的胚胎存活有益,如果在胚胎早期的这些变化转化为改变妊娠结果或犊牛生理上的变化。
结论
能量/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氨基酸的不足或过剩，会在正面或负面影响繁殖。这些影响可能
发生在卵母细胞发育的最后阶段和卵泡排卵前。例如,在上述的讨论中，使用限饲和在卵泡发育
过程中补充 LH，会改变随后的胚胎发育 (Bender et al., 2014)。此外,对胚胎功能的一些影响，
可能不会明显地出现在总的胚胎形态上，但在研究中观察到基因表达的显著差异,补充或不补充
蛋氨酸在胚胎于母体伸长时用 RNASeq 评估胚胎基因表达(Penagaricano et al .,2013)。还有
大量的基础生物学需要做,以充分了解如何用营养方案操控胚胎发育。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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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脂肪肝和酮症的病因及预防
Donald C. Beitz1
Departments of Animal Science and Biochemistry, Biophysics,
and Molecular BiologyIowa State University
巫立新译
前言
根据最新的国家奶牛动物健康监测系统(国家动物健康监测系统，2008)，导致奶牛发病的
主要原因是临床乳腺炎、跛行、不孕不育、胎盘滞留、产褥热、生殖问题、皱胃移位。53%的
奶牛是由于以上的一种或多种原因被淘汰。此外，美国奶牛群的死亡率接近 6%，其中 43%与
围产期健康问题有关，而且很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未知”(25%)因素是由上述并发症引起的。总的
来说，16.2%的奶牛在 50 天前从奶牛群中永久剔除。这些奶牛代表着在最有利可图的泌乳期之
前的损失。众多研究人员证实：上述疾病与产前过高的体况评分(BCS)有关，并做了广泛的综
述(Bewley and Schultz, 2008)。简而言之，在产犊时过高体况的奶牛，或产后体重损失过多，
显示整体生殖能力下降和难产、胎盘保留、子宫炎、产褥热、卵巢囊肿、跛行、乳腺炎以及代
谢紊乱、脂肪肝和酮症的可能性增加。Gillund et al.(2001)的一项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在被调查
的牛群中，20%的牛患有酮症，而 BCS > 3.5 产犊时，牛患酮症的可能性是对照组的 2.5 倍。
酮中毒的奶牛在早期泌乳期间体重下降更多，第一次受孕的可能性降低了 37%。因此，BCS、
脂肪肝和酮症的关系对奶牛的健康和繁殖性能有着巨大的经济影响。
脂肪肝是奶牛的主要代谢疾病之一。我们将脂肪肝定义为对奶牛的健康、福祉、生产力或
繁殖成功造成有害影响的甘油三酯(TAG)的百分比(Bobe et al.，2004)。根据其影响，我们将脂
肪肝分为三类: 临床脂肪肝为 10%的 TAG 及以上(湿重基础)，中度脂肪肝为 5 - 10%，轻度脂
肪肝为 1 - 5%，正常肝为< 1%；然而，这些 TAG 百分比并不是绝对的。许多奶牛群中多达 50%
的奶牛患有脂肪肝(Gonzalez et al.，2011)。脂肪肝会加重其他代谢疾病的后果，特别是皱胃移
位和酮病，因为脂肪肝降低了外周组织的葡萄糖利用率(Veenhuizen et al.，1991)。此外，类似
于体况过高，肝 TAG 浓度的增加与发病率的增加和蹄叶炎、乳腺炎、产褥热、胎衣不下和子宫
炎的严重程度(Herdt, 1991)有关。从长期来看，TAG 浓度的增加与奶牛繁殖成功率和产奶量的
下降有关。鉴于这些事实，很明显，预防脂肪肝将改善奶牛的健康、福祉、生产力、繁殖能力
和平均寿命，这将为奶农节省大量开支。
我们研究的假设
在以前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假设胰高血糖素可以防止 TAG 积累在泌乳早期奶牛的
肝脏，通过增加外周组织葡萄糖和脂质的可用性和减少脂类的分解，从而抵消促炎性细胞因子
的影响，特别是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该假说是基于 之前的结果证明，在产前脂肪肝和血浆
TNFα 浓度增加高度相关(r = 0.96) ，注射胰高血糖素可预防脂肪肝(Nafikov et al.，2006)。
研究目标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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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和牧群管理人员表示，他们迫切需要“工具”来预防脂肪肝和一系列产前疾病。我们的
长期目标是开发一种有效和实用的农场脂肪肝预防方法，减少脂肪肝和其他产褥期疾病的发病
率和严重程度，从而改善奶牛的健康、福利、生产力、繁殖能力和平均寿命。我们希望未来的
研究能开发出这样的工具。我们之前的研究帮助定义了酮症和脂肪肝的病因和代谢生理后果
(Hippen et al.，1999;Nafikov 等人，2006)，并开发了一种改进的营养方案，进行脂肪肝的实验
和开发胰高血糖素作为一种治疗/预防临床脂肪肝。胰高血糖素对奶牛没有已知的有害影响，是
一种相对较小的肽，可以通过重组或化学方法产生，是一种经济可行的皮下缓释植入物，可用
于奶牛行业。
总之，我们的研究表明，皮下注射胰高血糖素防止产前脂肪肝，通过增加外围组织的葡萄
糖和脂质可用性，增加肝醣类和脂蛋白分泌，减少脂肪细胞的分解，从而抵消 TNFα 等炎症因
素的不利影响。应用我们的结果有望降低脂肪肝的发生率和临产期的相关疾病，以提高奶牛的
健康、生产力、繁殖能力、寿命和福利，这些将提高奶牛业的盈利能力，实际实施验证的方法
将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发展：(1)超声波扫描术等无创技术(Bobe et al., 2008; Weijers et al., 2012)，
用于脂肪肝的诊断；(2)胰高血糖素缓释制剂(类似于商业牛生长激素)的牧场应用。
脂肪肝病理
牛脂肪肝（亦即：肝脏脂肪沉积症）的病理众所周知。在围产期和产后早期，多达 50%的
奶牛在肝脏和其他器官(即：肾、骨骼肌和心肌)的细胞中积累了过量的 TAG (Gerloff et al.，1986)。
如果不治疗脂肪肝，奶牛经常表现出肝性病变的症状；症状从食欲不振发展为全身性抑郁，出
现共济失调，横卧，昏迷，最后死于器官衰竭。在患脂肪肝时, TAG 在肝实质细胞质积累伴随
着肝结构扰动,包括：肝薄膜组织脂肪囊肿、肝实质细胞体积增加、血窦组织压缩、粗面内质网
减少、线粒体损伤、代谢紊乱,包括：糖异生作用降低，因为磷酸烯醇丙酮酸羧基酶 (PEPCK)
合成和活动、生酮作用、尿素生成、脂蛋白的合成和分泌降低，脂质过氧化增加 (Bobe et al.，
2004)。在患有肝脂肪变性的奶牛中，肝脏结构损伤发展为肝坏死和肝硬化，代谢紊乱进展为肝
脏糖异生、氧化过程和尿素生成“急剧”下降，导致氨浓度高而中毒 (Veenhuizen et al.，1991)。
脂肪肝与其他疾病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Gerloff et al.，1986)以及牛奶产量和繁殖成功率
的降低有关。TAG 的过度积累破坏性影响的结构和代谢，进而增加氨、酮体和非酯化脂肪酸
(NEFA)在血浆里的浓度和外围葡萄糖减少，脂质和氨基酸可用性降低，肝 TAG 浓度决定无数
障碍的结果 (Rehage et al ., 1986)。例如，患有临床脂肪肝的奶牛在实验性乳房炎后，其乳腺
内存活的活菌要比肝脏轻度脂肪浸润的奶牛长得多(Hill et al.，1985)。脂肪肝的奶牛白细胞、
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减少(Herdt et al.，1986)。在围产期和产后早期，脂肪
肝与酮症、真胃移位、免疫应答下降、胎盘滞留和分娩轻度瘫痪易感性增加、跛行、乳房炎和
子宫炎等感染性疾病以及生育问题密切相关(Bobe 等，2004)。产犊时肥胖的奶牛几乎无一例外
地都有脂肪肝，而且极易患上一种被称为“肥牛综合征”的代谢和传染病的综合症。在一个高发
病率群体中，发病率为 82%，死亡率为 25%(Morrow et al.，1979)。产后血清 NEFA 浓度与在
泌乳前 30 天内发生真胃移位、临床酮症、子宫炎和胎盘滞留的风险相关(Ospina et al.，2010)。
脂肪肝的病因
TAG 在肝脏中的沉积是 NEFA 从脂肪组织中动员而来，其氧化和分泌脂质能力超过肝脏
(Gross et al.，2013)。脂肪肝的奶牛脂肪储存量更大，动员的 TAG 也更多，这导致血浆 NEFA
浓度升高，因为脂肪肝奶牛的脂肪组织对脂肪生成物质的反应较弱，而对脂肪分解物质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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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此外，脂肪肝奶牛的脂肪酸氧化、肝载脂蛋白合成和脂质分泌均降低，血浆载脂蛋白和
脂质浓度降低，血清卵磷脂:胆固醇酰基转移酶(LCAT)活性降低(Bobe et al.，2004)。脂肪肝奶
牛除了脂代谢紊乱外，还存在糖代谢紊乱: 脂肪肝奶牛要么是高胰岛素血症，要么是低胰岛素
血症(Holtenius, 1991)，因为无论是外周血葡萄糖摄取减少，表明胰岛素耐受，还是胰岛素和胰
高血糖素分泌减少，均会造成肝糖异生作用降低。此外，血浆氨基酸减少。综上所述，脂肪肝
奶牛的外周组织葡萄糖、氨基酸和脂质利用率降低。
脂肪肝可能影响代谢的病因，解释为直接或间接的 TNFα 活动、促炎细胞因子合成了巨噬
细胞、淋巴细胞，主要是脂肪组织(Bradford et al., 2009; Trevisi et al., 2012)。感染、创伤和分
娩诱导 TNFα 分泌，介导炎症反应，使用大量的葡萄糖、氨基酸、脂类。TNFα 诱发急性期蛋
白从肝脏分泌，如：肝脏结合珠蛋白和血清淀粉样蛋白 A(SAA)和引起细胞凋亡和坏死。注射
TNFα 脂类分解增加，血浆 NEFA 浓度增加可以证实；降低脂蛋白分泌，降低血浆脂质浓度和
诱导高胰岛素症-高血糖症两相的短期和长期响应和奶牛胰岛素耐受 (Holtenius,1991)。
Ohtsuka et al.(2001)等人揭示了有关脂肪肝奶牛血清 TNFα 浓度升高和主要的支持证据；
Bradford 等(2009)研究表明，细胞因子促进了肝内 TAG 的沉积。细胞培养和体内大鼠研究脂肪
肝和 TNFα 之间的联系，因为 TNFα 诱发肝脂沉积症，增加脂肪细胞的脂解作用，抑制胰腺胰
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的分泌和葡萄糖利用率，诱发细胞凋亡和坏死，减少肝醣类脂蛋白合成、酮
生成，增加肝脂质过氧化作用，干扰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信号转导。这些代谢行为激发了我们
的研究小组得出结论：TNFα 是牛脂肪肝病因的一个主要因素。
TNFα 生产导致脂肪细胞从肥胖个体和肥胖似乎导致基底脂类分解增加(Bradford et al.,
2009 )。此外,TNFα 增加脂解作用似乎由脂滴包被蛋白浓度变化介导的。脂肪细胞内 TAG 主要
由脂肪甘油三酯脂肪酶(ATGL)水解为二酰基甘油(DAG；Ducharme 和 Bickel, 2008)。DAG 主
要由激素敏感脂肪酶(HSL)水解成单酰基甘油，然后被另一个脂肪酶水解成甘油和另一种脂肪
酸。磷酸化形式的脂滴包被蛋白(蛋白激酶 A-催化合成)促进 HSL 与脂滴的相互作用。来自同事
的初步数据(Koltes 和 Spurlock, 2011)表明：磷酸化增加和牛脂肪组织中非脂滴包被蛋白浓度
与脂肪组织 NEFA 动员呈正相关。因此，脂滴包被蛋白磷酸化似乎是增加脂肪肝 NEFA 动员的
主要因素。我们相信胰高血糖素可以抵消这些作用。
胰高血糖素
胰高血糖素是一种长 29 个氨基酸的高血糖激素，由胰腺的 α 细胞分泌，在物种间高度保
守。胰高血糖素通过刺激肝脏糖异生、糖原分解、氨基酸摄取和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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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来增加血糖(Bobe et al.，2009)。胰高血糖素具有高胰岛素和高血糖的作用，可在体外而
非体内增加脂解作用。胰高血糖素降低肝脏 TAG 合成，增加牛肝脏 TAG 氧化，增加脂蛋白合
成。胰高血糖素对代谢途径的影响由 cAMP 介导，与细胞核因子结合，增加丙酮酸羧化酶(PC)、
磷酸烯醇丙酮酸羧基酶(PEPCK)等代谢途径关键酶的 mRNA 表达和稳定性。注入的胰高糖素
增加了牛奶中的 k-酪蛋白酶和减少 αs1-酪蛋白和 α-乳白蛋白。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证明，从产
后第 2 天开始静脉注射胰高血糖素 14 天可以预防脂肪肝(Nafikov et al.，2006)。
探讨胰高血糖素对脂肪肝的作用
为了总结我们的研究，我们验证了胰高血糖素可以控制脂肪肝发展和/或治疗的假设，我们
确定早期泌乳的奶牛大约有 500 g/天葡萄糖缺乏。在这些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开发了一种预防
脂肪肝的方法，包括每天在十二指肠内注射 500 克葡萄糖，持续 14 天；我们停止了这个方法，
因为有几头奶牛在葡萄糖输注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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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几天表现出过度兴奋的迹象。我们将研究重点转向使用胰高血糖素来提高血糖浓度。注射 0.5
mg 胰高血糖素后 2 h 血糖浓度明显升高，提示胰高血糖素通过提供更多的血糖，可能有助于
缓解或预防临床酮症/脂肪肝的后续发展(Veenhuizen et al.，1991)。因为胰高血糖素生理半衰
期 5 分钟后，我们发现连续输注 14 d 可治愈奶牛脂肪肝(Hippen et al.，1999)。我们从产后第
2 天开始，每 8 小时皮下注射胰高血糖素 14 天，开发出更实用的脂肪肝预防方法(Nafikov et
al.，2006)。注射胰高血糖素实际上导致血浆的 NEFA 浓度急性减少，表明脂肪组织具有抗脂
解作用(通过脂滴包被蛋白磷酸化?)。
预防脂肪肝
我们确定在产后 14 天内胰高血糖素干预作为脂肪肝的治疗/预防是最有效的。结果显示，
从产后第 2 天开始皮下注射 7.5 mg/d 和 15 mg/d 的胰高血糖素足以预防脂肪肝(图 1)；然而，
一些奶牛在产后第 2 天就出现了脂肪肝。
我们已经证实了之前的研究结果(Osman et al.，2008)，即：产前皮下注射胰高血糖素可显
著降低产后奶牛肝脏内脂质积累。每天给予等量(15 毫克/天)的胰高血糖素数天，在一定数量的
奶牛中使用，可有效预防产后早期脂肪肝。图 2 总结了我们提出的胰高血糖素皮下给药预防和
减轻奶牛脂肪肝的作用机制。
我们的研究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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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小组对反刍动物的酮症和脂肪肝进行了 40 多年的研究。我们开发了技术和模
型来研究酮症和脂肪肝的影响。我们的工作成果如下:
⚫ 改进的肝组织采集技术，并为肝脏活检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肝脏样本(Hippen et al.，1999)。
⚫ 开发和改进了在牛肝脏和脂肪组织中研究脂肪肝体外代谢作用的实验室技术(Veenhuizen
et al.，1991)。
⚫ 建立并改进了诱导脂肪肝的营养模型(Hippen et al.,1999)。
⚫ 开发了第一种可靠的脂肪肝超声诊断方法，使用 3.5 MHz 探头，使我们能够对正常和脂肪
肝奶牛进行分类，准确率为> 90% (Bobe et al.，2008)。
⚫ 证明胰高血糖素给药治疗(Hippen et al.，1999)和预防(Nafikov et al.，2006)产后奶牛脂肪
肝。
在我们的综述文章中帮助阐明和总结了脂肪肝的病因和病理(Bobe et al.，
2004)。我们证明了脂肪肝之前存在激素失衡，如血浆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浓度降低和生长激素
浓度增加，这增加了脂肪组织的脂肪分解。在脂肪肝过程中，胰腺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的分泌
及外周血葡萄糖的摄取受到抑制。我们证明，脂肪肝发生在脂质代谢紊乱之前，脂质代谢紊乱
表现为脂肪细胞脂解增多，导致血浆 NEFA 和酮体浓度升高。在脂肪肝过程中，尽管肝脏脂肪
酸酮的生成和氧化降低，但代谢失衡加剧，表现为脂肪细胞的脂溶作用急剧增加，在脂溶激素
的存在下代谢失衡加剧，血浆和肝脏 NEFA、酮的浓度升高。我们还证明，脂肪肝之前存在糖
代谢紊乱，如血浆胰岛素、胰高血糖素和葡萄糖浓度下降，肝糖原浓度下降。在脂肪肝过程中，
由于肝酮生成、氧化过程和不同糖异生前体糖异生的强烈减少，代谢失衡加剧。后一种变化是
由于葡萄糖异生前体(如血浆氨基酸)浓度的降低以及 PEPCK mRNA 合成和 PEPCK 活性降低
而引起的，进一步表明肝脏磷酸烯醇丙酮酸浓度增加。脂肪肝奶牛的胰腺胰岛素、胰高血糖素
分泌和外周血葡萄糖摄取似乎受到抑制(Veenhuizen, et al.， 1991;Hippen 等，1999;Nafikov
等，2006;Osman et al.，2008)。
为了更好的了解脂肪肝的病因和病理，我们对 4 头脂肪肝奶牛和 4 头正常奶牛的炎症反应
进行了新的调查和分析。我们的结果表明，脂质积累在肝脏之前增加产前 TNFα 在血浆的浓度。
在脂质积累过程中，血浆中急性期蛋白结合珠蛋白和 SAA 浓度升高，提示炎症反应，血浆 NEFA
浓度升高，提示脂质分解增多，血浆中葡萄糖和乳酸浓度降低，提示葡萄糖异生前体缺乏。在
脂肪肝的进展过程中，血浆 NEFA 浓度升高，说明脂溶作用增加，血浆胆固醇浓度降低，说明
肝脏脂质分泌减少。产后第 6 天肝脏脂质与血浆胆固醇的相关性 r = -0.86。炎症反应,如血浆
TNFα 所示，结合珠蛋白，SAA 含量减少平行于肝脏脂质浓度降低。产后第 2 天血浆珠蛋白浓
度与第 9 天肝脂质浓度高度相关(r=0.71); 产后第 2 天血浆 SAA 浓度与第 9 天肝脏脂质浓度相
关性更高(r=0.86)。更引人注目的是产前血浆 TNFα 浓度与产后 9 天肝脏脂质浓度之间的相关
性为 0.96 (Ametaj et al.，2005)。
将来的研究
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开发一种有效和实用的农场脂肪肝预防方法，减少脂肪肝和其他与脂肪
肝相关的产褥期疾病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从而改善奶牛的健康、福利、生产力和平均寿命。
如果脂肪肝能够在早期得到预防或控制，美国奶农就可以避免数百万美元的损失。估计每年的
经济损失在 62,640,000 美元到 1.5 亿美元之间(Bobe et al.，2004)。目前，还没有实用的预防
脂肪肝的方法。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希望验证这样的假设，即产前给予胰高血糖素会使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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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一定的状态，从而降低产后脂肪肝发生的可能性。测试皮下注射胰高血糖素的基本原理是：
(1)术后早期注射胰高血糖素已被证实对预防奶牛脂肪肝有效；(2)经反复给药证明，胰高血糖素
给药对奶牛是安全的。由于皮下注射胰高血糖素可以增加糖异生和减少脂肪分解，我们认为这
两个过程将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胰高血糖素预处理肝以减少产后脂肪肝的发生。最后，胰高血糖
素是一种相对较小的肽，可以通过重组或化学方法生产，使胰高血糖素作为一种缓释皮下植入
物在奶牛业中成为经济可行的方法。关注胰高血糖素对影响脂类分解、肝脏糖质新生和脂蛋白
分泌的机理，结果从我们实验室和文献中清楚地表明：脂肪肝和其他肝脏脂肪临产疾病的主要
病因是动物组织缺乏可以利用的葡萄糖和脂类。因此，我们未来的研究将测试：(1)直接影响葡
萄糖、氨基酸和脂质有效性的代谢过程，(2)已知受脂肪肝影响的代谢过程。我们也关注 TNFα
基于传染病和营养有关的有趣事实，与临产疾病强烈相关(Bradford et al., 2009)。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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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90 天的经济影响
Michael W. Overton
Elanco Knowledge Solutions-Dairy
梁荣峰译 巫立新校
什么是关键的 90 天？从经济视角看什么是重要的?
关键的 90 天开始于产犊前大约 60 天，并持续到泌乳的前 30 天。在这段时间里，奶牛经
历了一系列的生物和生理转变，通常伴随着进食的大量变化、激素水平的急剧变化以及肝脏需
求和功能的巨大变化。由此产生的能量负平衡和蛋白质负平衡以及免疫抑制常常导致许多代谢
和感染问题，包括但不局限于胎衣不下、酮症、子宫炎、真胃变位和乳房炎等。
在关键的 90 天内经历一次或更多的新陈代谢或感染挑战的奶牛通常会经历更高的淘汰和
死亡风险。与此相关的时间越长风险就越高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由于饲料摄入的大幅减少，
以及肝脏对糖原需求的增加，奶牛更有可能在感染的挑战下经历代谢应激。其次，有相当一部
分奶牛在经历了健康问题后，会遭受不止一次的此类事件，增加对生产性能的负面影响和淘汰
风险。最后，在泌乳早期奶牛经历负面健康后果通常会发生影响未来牛奶生产、生殖性能甚至
将来疾病风险 (Duffield et al., 2009; Overton and Fetrow, 2008; Santos et al., 2013; Wilson et
al., 2004)。因此，较高的短期淘汰和死亡风险，对将来的淘汰风险也有影响。
同样的，在关键的 90 天内发生的疾病也与大量的牛奶生产损失有关。就像淘汰的情况一
样，牛奶生产损失可以用直接影响和长期影响来衡量。即刻发生在临产期的某些疾病如子宫炎
(有或没有胎衣不下)和乳腺炎，往往伴随着潜在的大量急性牛奶损失，但是这些疾病事件也与
长期产奶损失有关，既经由未完全恢复负面影响泌乳曲线，也长期损害牛奶分泌细胞。此外，
像乳腺炎这样的泌乳早期疾病对牛奶生产的负面影响比在泌乳后期发生的类似案例更大。
在关键的 90 天内，理解/估计疾病后果对经济的影响的一个挑战是疾病之间的明显联系。
如图 1 所示，一种疾病出现的挑战通常与另一种下游疾病问题有关(Duffield et al., 2009;
Godden et al.,2006; Huzzey et al., 2007; Kimura et al., 2002; Loeffler et al., 1999)。例如：发
生酮病(β 羟基丁酸,BHBA > 1.2mM)的奶牛更容易发生左真胃变位(LDA)，但奶牛在产后一周
患酮病比后期发生酮病出现泌乳早期 LDA 的风险高 6.1 倍 (Duffield et al., 2009; McArt et
al.,2012)。这并不是说某一种疾病或问题导致另一种疾病，而是说通常存在这样的关联，即当
观察到某一种情况时，就会有更高的可能性观察到其他相关的情况。一般来说，在分娩期间经
历较大的免疫抑制的奶牛更有可能经历胎衣不下、子宫炎和乳房炎；而那些发生了更严重的能
量负平衡的奶牛也更有可能发生酮症、真胃变位和卵巢功能障碍。
在关键的 90 天内，由于大量的新陈代谢和传染病挑战带来的负面影响，牧场生产者和有
影响力的人通常会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来减轻这些挑战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后果。然而，
尽管金融和管理的投资水平很高，但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每头产犊牛所产生的成本的完整量级。
美国礼来公司知识解决方案，作为礼来动保的分析团队开发了一种新工具来评估和证明关键 90
天各种成本在牧场的水平，并提出一个新的行业指标以评价围产期奶牛关键 90 天每头产犊奶
牛的生产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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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经济评估工具？它能做什么?
经济评估工具是会计工具和经济模型的一部分。它不建议或预测管理需求，但反而列出了
目前在 90 天内所产生的各种成本，而不是常规饲料成本或在泌乳早期与挤奶相关的成本。由
经济评估工具计算的总成本估算值称为每头产犊奶牛关键 90 天成本。
这个新标准，即每头产犊奶牛关键 90 天成本，由两种主要的成本构成。第一个成本叫做
关键 90 天投资成本，由所有的疫苗、治疗、保健营养品、饲料添加剂以及奶牛和员工为减轻健
康风险的管理时间和精力，并帮助增加泌乳成功的可能性。工具允许每个顾问为每个特定牧场
的每个单独的个体输入详细方案，而不是考虑依靠行业估计，这些输入分层次，头胎、二胎或
更多胎次反应在头胎的和那些又返回到泌乳的动物（多胎次）之间潜在管理上的不同。如前所
述，在投资成本中考虑饲料添加剂，但不考虑每个群体的基本日粮成本。
在关键的 90 天，成本的第二个来源是结果成本。尽管有标准的预防措施，但 45%-60%的
奶牛通常会经历一种或更多的与过渡期相关的疾病 (Ribeiro et al., 2013; Santos et al., 2010)。
疾病的结果成本是指在此期间发生的疾病的总影响，并被细分为直接疾病成本和间接疾病成本。
直接疾病成本包括与疾病影响有关的大多数普通费用, 包括：临床病例的诊断和治疗、在
治疗过程中必须废弃的牛奶的价值以及任何必要的淘汰、兽医服务、 人工成本和直接与特定的
围产期疾病问题有关的死亡损失。有些人可能会把直接的疾病成本称为明确的成本, 因为这往
往看起来更有形, 通常发生在或非常接近疾病诊断的时间。
然而，间接疾病成本通常在自然界中更为隐蔽，往往代表着疾病的“丧失机会成本”。造成间
接疾病成本的因素包括：预测未来的牛奶生产损失、未来的扑杀损失、未来的诊断或监测成本、
未来的生殖损失，以及在许多情况下可归因于最初疾病的其它疾病。通过对直接疾病成本和间
接疾病成本的总结，确定总的结果成本。
当试图计算某一特定疾病对其它下游疾病风险的影响（因此而产生的成本）时，必须估计
可归因风险和可归因病例。可归因风险是一种流行病学术语，它描述了暴露群体和未暴露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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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疾病风险差异。为了计算可归因风险，相对于未暴露群体，暴露群体的相对风险(RR)应
根据兽医文献进行调整。例如，如果在一群牛中有 40%的高酮血症，而患有酮血病的牛则有 8
个 LDA 的相对风险，那么患有高酮血症的奶牛与未受感染的群体相比，患 LDA 的可能性要高
8 倍。如果牛群的潜在风险是 3%，那么在未受影响的牛中，LDA 的风险是 0.8%，而在高酮血
症的牛中风险是 6.3%。因此，高酮血症的可归因风险为 5.5%。因此，在牛群中，有 88%的病
例可以归因于高酮血症。其余总病例的 12%(“正常”奶牛的发病率为 0.8%)在从未经历过原发性、
泌乳早期高酮血症的奶牛身上发现，这些病例的出现原因不明。
在估计某一特定疾病的间接疾病成本时，必须采取极端护理，以避免成本翻两倍或三倍。
在经济评估工具中，有两种疾病的成本估算考虑到通常在泌乳很早期发生的围产问题，这与其
他后续的其他成本产生有关，如：临床低钙血症、胎衣不下、高酮血症和子宫炎。首先，报告
一种疾病的成本组成。这种成本评估包括：直接和间接的疾病成本，这些成本直接与疾病相关，
而不考虑对其他疾病的进一步影响。通过将所有疾病的成本加在一起，而不归因于其他疾病成
本，成本组成可以估算出疾病成本加倍的最小风险。
其次,疾病的总成本也报告，该成本估算包括：成本组成和任何额外的由其他疾病发展来
的来自最初问题预测的结果的直接和间接疾病成本。如果报告的每一种疾病的总成本加在一起，
就会产生一种夸大的疾病成本估算。因此，一种疾病的总成本仅适用于讨论产品或管理改变对
一种非常特定的疾病的潜在影响，而不考虑其对其他疾病的影响。
例如：在酮病的案例中，产后早期血酮升高的出现与多种不利的健康事件有关，包括但不
限于淘汰的风险增加、死亡、子宫炎、真胃变位和将来生殖的挑战。如果把高酮血症的总成本
加到子宫炎和真胃变位的总成本中，我们就会大大高估高酮血症的成本，预测的子宫炎和真胃
变位的数量将大大超过该群体的实际病例数。然而，如果我们增加每种疾病的成本组成，那么
大的总数将更准确地反映出对群体的整体影响。
经济评估工具增加了远期、关闭、经产/新产牛的总结果成本(直接和间接的疾病成本)，并
报告了按胎次计算的关键 90 天每头产犊牛成本。要正确地将所有投资和结果成本都列在表上，
必须仔细和正确地输入。这些输入包括以下部分:
1. 一般群体参数——第一组输入涉及整个牧场输入，如：牛奶价格、劳动成本、后备奶牛
成本、浪费牛奶是如何使用的和淘汰风险等。这些输入作为计算其他许多输入和输出的基础，
如：边际价值的牛奶和治疗期间废弃牛奶的成本。
2. 预防性协议——在经济评估工具中，有一个详细的部分用来定制每一个在远期的、关闭
的和新时期发生的常规预防方案。基于当前可用的市场价格，预期成本已经嵌入到工具中，但
是可以并且应该针对每个群体进行定制。
3. 疾病发病率——为了正确地列出疾病的成本，目前各种常见的过渡疾病的发病率必须由
胎次组输入。不幸的是，许多奶牛都在这个区域有冲突。有时，畜群可能以书面形式记录疾病
问题，但未能在牧场记录系统的计算机中输入信息。不幸的是，一个更常见的问题是不能使用
一致的疾病定义，同时不能持续记录疾病的发生。如果没有适当的疾病信息，经济评估工具将
大大低估每一次分析的关键 90 天每头产犊牛成本。
4. 治疗方案——每个群都应该有一个标准化的方法来治疗常见的过渡疾病如：产褥热、酮
症、子宫炎、乳腺炎等。经济评估工具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数据输入部分，便于为每一个胎次组
的疾病问题输入和定制标准的治疗方案。与预防性方案部分一样，大多数常用的药物制剂已经
出现在该工具中，但可以根据剂量、持续时间、撤回和成本进行定制，以便更仔细、更准确地
反应牧场目前的方案。
当试图理解任何生物或经济系统时，从分析中得出的结果和结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输入和其
他参与因素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的影响。同样，经济评估工具的效用不会被优化，如果工具的输
入不完整或不准确，它的全部价值也不能实现。因此，仔细考虑牧群目前的一般参数，对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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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治疗方案的精确描述以及准确计算真正的疾病发病率是至关重要的。在开发和早期使用这
个工具的过程中，经济评估工具价值的最大瓶颈是不一致的或完全失败的，不能正确和一致地
定义和记录奶牛疾病的发生。当疾病信息没有被捕获时，这个工具将会产生比现实更低的成本
估计。要了解更多关于疾病记录的信息，请参阅题目为“关键 90 天疾病记录的有效判断”的论文。
如果在经济评估工具中，输入是仔细和准确的，那么输出将反映出在关键的 90 天内转移
一头牛的估算成本，并允许用户现在提出相关的管理问题，比如：
1)“在关键的 90 天内增加输入 X 的估计经济影响是什么?”
2)“如果疾病 Y 的发病率可以降低到 30%，这对我的牧群有什么影响?”
3)“考虑到我的群体中当前的投入水平和疾病发病率，提高我的盈利能力的最大机会是什
么?”
4)“更换母牛的成本或市场牛的价值是如何影响每一次产犊成本的?”
牧场经理和咨询师需要更好的决策工具。牧场主和经理们被要求在日常工作中考虑使用新
的或改进的产品。然而，确定这些机会的成本/效益或投资回报可能是困难的。对这类决策的一
种方法是评估所提议的改变的总体投资策略和疾病结果成本。经济评估工具是一种帮助回答这
些问题的新方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与新产奶牛相关的总投资和结果成本。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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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 90TM 天以及为何其对成功泌乳很重要
David McClary1, Paul Rapnicki, and Michael Overton
Elanco Animal Health 礼来动保
梁荣峰译 巫立新校
围产期和关键的 90 天
奶牛围产期传统上定义为产前三周到产后三周。一个扩展的时期包括整个干奶期，亦即：
产前 60 天到产后 30 天，更全面地涵盖了生理和营养调整是否成功地完成随后的泌乳这种真实
的时期。本文的目的是描述这种扩展后的关键 90TM 天。
大量的生理和代谢变化（亦即：过渡期）发生在奶牛的干奶和泌乳早期。这些变化包括:
*在干奶的时候停止挤奶
*环境和日粮成分变化
*胎儿快速生长
*产犊前干物质的摄入量减少
*激素变化，包括：孕酮下降和血液雌激素水平上升
随着与过渡期相关的生理调整，在产犊时的基本能量需求翻倍。Reynolds et al.(2003)显示：
肝脏葡萄糖输出从产前 11 天的 1356 克/天翻倍到产后 11 天的 2,760 克/天，产后 22 天的需求
将进一步增加到 3283 克（表 1）。除了泌乳早期增加葡萄糖需求，随着围产期奶牛采食量的降
低能量负平衡更加严重(Grummer, 1995; 图 1)。
伴随着葡萄糖的缺乏，围产期奶牛通常也经受可利用蛋白的缺乏。妊娠后期更多的体蛋白
用于胎儿生长，而泌乳早期则是对氨基酸和葡萄糖的需求 (Overton,2013)。Bell et al.(2000)证
明了在泌乳早期可代谢蛋白一个显著的平衡（MP）。在泌乳最初的 7 到 10 天内，高产奶牛可
能会动员多达 1000 克/天的组织蛋白来满足乳腺对氨基酸和葡萄糖的需求。Bell 的结论是：实
际评估妊娠后期奶牛的 MP 需求大约为 1000 g /天。因为产前饲料采食量显著降低，建议接近
干奶结束奶牛的 MP 需求为 1200 克/d(Overton,2013; Bell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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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渡期发生的生理和代谢变化对牛的免疫功能有负面影响。Hoeben et al.(2000)通过测
量嗜中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爆发活动来证明免疫反应，从产犊前到之后立即显著降低(图 2)。如果
免疫功能受损或受到抑制，奶牛易受到临产多种疾病的影响，如：胎衣不下、子宫炎、乳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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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力包含一系列复杂的互作，试图保护动物不受许多微生物的感染。免疫系统的特点是
有两个主要分支:后天获得性免疫和先天免疫。后天获得性免疫指的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通常
与抗体生成有关。免疫力开发是对第一次接触抗原(异体蛋白)的反应，如微生物制剂或疫苗抗
原。事实上，“抗原 antigen”一词是抗体 antibody（anti：对抗）和发生器 generator（gen：情
报，资料）的组合。免疫反应可能是细胞介导的或是由体液引导的，通常需要几天到几周发展
完全。后天获得性免疫通常是由特定的微生物制剂产生，有“记忆”或对重复暴露的制剂有特定
的耐受反应。与后天获得性免疫有关的主要防御细胞是淋巴细胞，白细胞参与抗体产生。
与后天获得性免疫相比,先天免疫是非特异性的,对先前的接触没有记忆。然而,其对微生物
暴露具有与生俱来的反应是非常迅速和十分一致的。先天免疫系统的主要防御细胞为中性粒细
胞和巨噬细胞。它们通常通过吞噬作用来消灭细菌，这涉及到吞噬和消化入侵的微生物。巨噬
细胞通常驻留在乳腺或肺部等特定组织中，作为前哨细胞,在有感染的第一个征兆时以细胞因子
的形式发出警告信号。嗜中性粒细胞则通过大量迁移做出反应,大量地从血液流向感染部位。当
免疫功能被破坏,如在围产期奶牛中所描述的,中性粒细胞显示出消灭细菌的能力。
在围产期的内分泌变化和生理应激造成免疫反应受损,但不是所有的与应激相关的神经内
分泌反应均会造成免疫抑制。事实上,儿茶酚胺是一种初期的先天反应应激源,对免疫有刺激作
用。作为一种对策,细菌在宿主体内释放出自己的神经内分泌激素,潜在地启动和增强致病过程
(Lyte,2004)。
在关键 90™天（The Vital 90™ Days）免疫抑制是多因素的, 可能与低血钙症、 升高的血
液糖皮质激素水平、缺乏能量 (低血糖症)、高酮 (酮症) 和高血液非酯化脂肪酸 (NEFA)水平有
关。在围产期适当的营养、清洁的环境和战略免疫是恢复正常免疫功能和抵抗疾病的关键组成
部分。
能量负平衡是产后早期奶牛和许多其他哺乳动物的正常生理现象。主要关注的是负平衡的
程度 (深度) 和奶牛的适应能力 (持续时间), 从而以最短的时间恢复到正平衡。成功的泌乳取
决于如何管理好能量平衡和从妊娠到哺乳期的过渡期维持免疫功能。成功的过渡期始于干奶期
以及下一次泌乳之前。
围产期疾病状况和关键的 90 天
出现在泌乳前 30 天的疾病状况通常是由之前 60 天的生理变化和管理决策造成的。这些疾
病一般可分为与能量负平衡或免疫抑制相关。与免疫抑制相关的常见围产期疾病包括：胎衣不
下 (RFM)、子宫炎和乳腺炎。与过度能量负平衡相关的疾病包括：真胃移位、酮症和卵巢功能
障碍 (卵巢囊肿疾病或发情间隔延长) (图 3)。
钙在复杂的临产疾病中可能扮演了两类角色。奶牛经历临床或亚临床低血钙症会发生损害
肌肉功能、胃肠迟缓和减少食欲增加代谢疾病风险的问题。Erb et al (1988) 证明：低血钙症与
增加代谢疾病的风险有关，包括：真胃移位。
钙在围产期奶牛的免疫功能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细胞内钙是早期免疫细胞活化作用的重要
组成部分(Kimura et al., 2006)。免疫细胞的激活, 如循环单核细胞, 是依赖于足够的细胞内钙
浓度。降低细胞内钙贮存负面影响免疫细胞反应接着影响激活刺激, 然后在这些动物身上看到
免疫抑制。产后低血钙症相应的降低单核细胞胞内 Ca, 导致免疫抑制而增加了围产期疾病的可
能性, 如乳房炎。一项涉及 2190 头奶牛的纽约研究 (Curtis et al., 1983) 显示：临产低血钙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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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褥热)与乳房炎强烈相关。与正常血钙水平的奶牛相比, 产褥热奶牛患乳腺炎的几率要高出

8.1 倍。
降低循环钙本身可以有助于临产奶牛的应激反应。在分娩时血浆皮质醇通常会增加 3-4 倍。
有亚临床低血钙症的奶牛血浆皮质醇可能增加 5-7 倍。如果奶牛出现低血钙症，与基础水平相
比血浆皮质醇水平可能增加 10-15 倍(Horst and Jorgensen,, 1982)。

研究表明：胎衣不下（RFM）的发生率也可能受到免疫抑制的影响。在一项研究比较有胎
衣滞留（RP）和没有胎衣滞留的中性粒细胞功能的研究中，Kimura et al. (2002) 证明：有胎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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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奶牛血中分离的中性粒细胞明显减少。在分娩后, 这种功能受损的持续时间为 1 至 2 周。
他们的研究结论：受损的中性粒细胞功能在奶牛患胎衣不下的可能性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临产疾病往往是多个因素。与能量负平衡和免疫抑制相关的状况有许多互作 (图 4)。一个疾病
的发展往往影响另一种疾病, 如与能量负平衡相关的状况会增加与免疫抑制相关的风险, 反之
亦然。
奶牛关键 90 天临产疾病的预防和识别
牧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力来确保奶牛的干奶期和早期泌乳阶段的顺利过渡。这些干预
措施的确切成本往往不得而知, 但当被问及细节时, 牧场很快就会意识到在关键的 90 天内的投
资是相当可观的。这一时期的失败导致疾病发生率和死亡损失的增加。这些失败给牧场运营带
来了巨大的负面负担。
围产期疾病问题造成有形和无形的后果。最明显的有形后果是经济损失。除了有形的后果,
还有无形的或情感上的后果, 如在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的牧场处理心理压力和情绪沮丧。此外,
不断与病牛打交道会对员工的士气产生负面影响。在关键的 90 天内预防疾病问题具有明显的
实在经济利益, 但也有提高自豪感、信心和平静心智的无形利益。
在围产期成功的程度直接影响奶牛和牛奶的品质。可以问牧场老板奶牛的恢复情况、未来
的生产力、和/或处置奶牛遇到任何临产疾病的几个关键问题。这些包括:
* 有多少头牛在病牛观察舍里？它们在那里多久了？有多少能出来了？
* 在病牛舍里奶牛产量如何？
* 牧场有疾病奶牛的安乐死处理方案吗？
* 如果没有安乐死的协议, 对奶牛的福利有什么影响？
* 我们是否有必要的医疗干预措施来拯救每一头临产疾病的奶牛？
此外, 围产问题也影响牧场的总体运作。当问题累积时, 挫折程度会增加, 和长期运营成功
的痛苦。在牧场层面可以问的关键问题包括:
* 兽医正常的一天工作内容是什么？
* 牧场正常的操作程序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
* 兽医会对他们的控制之外的一些治疗措施无能为力感到沮丧吗？
* 新产牛监测项目 (例如, 从产后开始到 10 或 14 天每日体温), 当事人是否有处理围产期
疾病问题的方法？
在分析疾病的发病率和相关费用时往往不充分或缺乏其中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疾病记录不
全或根本没有记录。Kelton et al. (1998) 发表了关于记录和计算八种对牧场具有经济重要性的
临床可识别疾病发病率的建议。所涉及的疾病有: 产褥热、胎衣不下、子宫炎、酮症、真胃移
位、卵巢囊肿、跛足和临床乳腺炎。本文章参考了与牛健康有关的数据报告的介绍指南和标准。
除了 Kelton et al. (1998) 所确定的八个状况外, 肺炎也应被认为是某些牛群中一个经济上重要
的疾病。
奶牛业对临床疾病数据的记录和分析仍有浓厚的兴趣, 目的是协助牧场生产者及其顾问做
出有影响力的决策。
牧场生产者和他们的顾问需要考虑两大类别的医疗决策:
1. 单个奶牛的治疗计划
2. 整个牛群的健康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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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牧场记录有助于两类问题的治疗决策, 并对个体奶牛和牧场运作产生积极的影响。作
出关键的管理决策需要准确的记录, 并可以检查和分析健康记录。该系统的关键组件能够:
* 定义要跟踪的状况 (疾病)
* 描述疾病的临床症状
* 检测和监控
* 决定 (单个奶牛): 记录和治疗
o 制定可用于治疗程序和记录的标准程序
o 利用决策工具为制定的程序选择特定的方案
* 分析可用的数据
准确和完整的奶牛记录与奶牛健康事件的记录一致。准确记录的基础是普通健康状况的标准
化。下面的列表提供了标准化的疾病定义, 如果使用一致, 应该可以提高疾病检测、记录和分析
的准确性。以下疾病通常发生在奶牛关键的 90 天:
子宫炎（METR）
* 子宫炎是在产后 21 天左右发生的，异常的(臭味和水样) 子宫分泌症状。每当直肠触诊时,
子宫出现弛缓, 不正常收缩, 充盈液体。
o 轻度临床子宫炎子宫无发热或其它临床症状, 除子宫改变外。
o 严重的临床子宫炎子宫存在临床症状, 可能包括发烧,、抑郁症和缺乏强烈的食欲。
酮病（KETOSIS）
* 酮病：奶牛血液中的酮体升高 (> 1200 µmol/升)、牛奶 (> 100 µmol/升)或在尿液中无并发
症。与过渡期相关的酮症风险期通常是开始 30 DIM, 但最常见的测试是在产犊后的 1 和 2
周, 此时风险最高。
* 临床酮症是一种更为严重的酮病, 其临床症状为：食欲下降、牛奶产量减少, 在不发生另
一个并发症或行为异常。
o 原发性临床酮病是临床酮病发生之前或没有任何其他并发疾病。
o 继发性临床酮病是临床酮病发生在另一个疾病过程中。
真胃移位(DA)
* 真胃移位 (DA)的识别，是轻敲牛的身体壁, 同时把听诊器放在第九和第十二肋骨之间的位
置在动物腹部的两侧从髋部到肘部上下听诊。DA 既可能出现在左侧也可能出现在右侧。
胎衣不下(RFM)
* 当胎衣 (胎盘) 在产犊后 24 小时或更长时间内仍明显悬挂于牛外阴时, 被认定为胎衣不
下。
产褥热(MF)
* 产褥热的症状是：如果奶牛的泌乳 2 天或以上显示临床症状，包括：肌肉无力、紧张、肌
肉颤抖、耳朵冷和最终奶牛无法站起来。这种情况是由低血钙水平造成的, 通常发生在产犊
后 3 天。
乳房炎(M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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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乳房炎可从 50kg 异常牛奶目测观察到。临床乳房炎可基于奶牛是否显示任何临床异
常牛奶分为轻度、中度、或严重。
o 严重评分 1, 或轻度乳房炎: 仅有牛奶异常
o 严重评分 2, 或中度乳房炎: 乳异常+乳房炎症 (如：红肿或肿胀)
o 严重评分 3, 或重度乳房炎: 乳异常+乳房炎症+牛病态 (如：抑郁症、食欲不振)
* 注意：临床乳房炎可以发生在关键的 90 天和其他的泌乳时间点。
卵巢功能障碍(OVDYSF)
* 卵巢功能障碍：当奶牛被检查和确定有卵巢问题时会导致异常的热表达模式 (常常显示太
热或根本没有显示热度)。
* 虽然卵巢功能障碍肯定会影响未来的生殖性能, 它不是一个特定的疾病，在关键的 90 天
期间不能被诊断出典型症状。在大多数情况下, 它不会被跟踪为独立事件。
跛足(LAME)
* 跛足：牛走路或站立异常，问题在脚、腿或臀部。
* 注意：跛行可以发生在关键的 90 天和在其他泌乳时间点。
肺炎(PNEU)
* 肺炎：奶牛改变呼吸模式或呼吸有声音是由于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大多数肺炎病例都有发
烧, 但有些没有。
* 注意：肺炎可以发生在关键的 90 天和在哺乳期其他时间点。
当准确检测疾病情况时, 可以作出适当的治疗决定。牧场管理软件的重要作用在于指导交付
正确处理奶牛和遵守规定的治疗方法。围产期疾病事件登记应该由兽医、顾问和牧场管理者督
促，因为这帮助交付正确处理奶牛。牧场管理部门必须用牧场兽医的记录确定批准治疗方案。
记录的兽医负责在牧场运作中对药物使用进行适当监督。书面记录应包括：记录名称、使用的
药物和具体的使用方法（包括：治疗持续时间和任何奶和/或肉的处理时期）。数据输入的主要
目的是：捕获所需的数据以指导批准的治疗协议的实施。兽医记录的监督, 牧场软件可协助动
物护理人员为牧场的奶牛提供最优质的医疗和支持服务。
监测疾病的后果发生在关键的 90 天，可以利用兽医记录、其他顾问和农场管理团队, 以评
估遵守当发生临床疾病时必要的药物治疗所批准的畜群策略。此外, 与过渡期疾病发病率风险
相关的补充报告，可用于向管理团队提供关于在关键的 90 天内管理能量负平衡和免疫抑制的
牧群健康计划制度的反馈。
结论
本文的目的是回顾从干奶到早期哺乳期间现代奶牛的许多概念。过渡期不是一个单一的事
件或时间，而是一个在 90 天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过程，因此是“关键的 90 天”。在这个重要
的时期，兽医和其他顾问应该与牧场老板一起制定针对奶牛的具体策略。
大 多数代谢和感染性疾病发生在泌乳早期，直接或间接地发生在关键的 90 天。牧场老板在此
期间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但在这段时间里, 他们很少量化其总的经济投资或失败的
经济损失。除了直接的成本, 还有无形的影响, 影响他们以及牛群。最后一个概念解决了识别、
治疗和记录疾病问题的一个实用过程。在高危时期的管理决策是奶牛健康、安康和产后泌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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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关键因素。关注关键的 90 天可能会带来更高的可能性、减少失望情绪、提高盈利能力, 并
在牧场长期发展中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略）

健康源自营养 创新彰显价值

围产期奶牛的营养问题
Dr. F. C. Cardoso,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IL
E-mail: cardoso2@illinois.edu
巫立新译
带回家的信息：
. 在产犊前后的营养策略和饲养管理影响高产奶牛的健康、生产性能和繁殖性能。
. 日粮配方满足奶牛的营养需求但避免能量过度摄入，可能会改善围产期的结果和繁殖性能。
. 管理以改善舒适度和确保较高的日粮采食是成功的关键。
. 在围产期和泌乳早期给荷斯坦奶牛日粮补充瘤胃保护蛋氨酸和赖氨酸改善早期胚胎的存活率。
. 围产期流程受到影响将会整体上波及到疾病的发生、生产性能和繁殖性能。
前言
从妊娠后期到泌乳早期的围产期阶段，奶牛经历巨大的新陈代谢调整(Bell,
1995) 。在围产期内分泌发生改变必需为分娩和泌乳做准备。伴随着泌乳高峰
的到来，此时的围产期奶牛又要经历更多的传染性和代谢性疾病的挑战 (Drackley,1999;
Grummer, 1995)。在妊娠后期干物质（DMI）采食量减少影响新陈代谢进而导致脂肪从皮下和
肝糖从肝脏动员。
泌乳早期合成牛奶的营养需求是增加的；若没有补充营养的摄入以满足需求，繁殖功能（亦
即：激素的合成和分泌、排卵和胚胎发育）可能受到抑制。在产后开始的 4-6 周奶产量增加的
比能量摄入快，如此，高产奶牛将经历能量负平衡（NEB）。产犊前后期的营养策略和饲养管理
影响高产牛的健康、生产和繁殖性能。日粮配方满足奶牛的而需求，但避免过度摄入能量可能
会改善围产期的结果和改善繁殖性能。管理改善奶牛的舒适度和确保较好的日粮采食是成功的
关键。围产期流程受到影响将会整体上波及到疾病的发生、生产性能和繁殖性能。
过去 20 年的研究清楚地显示反刍动物营养与繁殖的关系(Robinson et al., 2006; Wiltbank
et al., 2006; Grummer et al., 2010; Santos et al., 2010; Cardoso et al.,
2013; Drackley and Cardoso, 2014)。日粮变化会即刻和快速地引起体液因子的变化，进而改
变对繁殖功能至关重要的激素和新陈代谢信号路径的更改 (Boland et al., 2001; Diskin et al.,
2003)。
策略是通过改变营养状况而改善奶牛的繁殖性能 (Santos et al., 2008; Santos et al.,2001)。
另外，日粮中补充特定的氨基酸（比如：精氨酸、谷氨酰胺、亮氨酸、甘氨酸和蛋氨酸），通过
调节关键信号和代谢路径而对胚胎、胎儿存活和发育有裨益 (Del Curto et al., 2013; Wang et
al., 2012)。蛋氨酸和赖氨酸是泌乳牛最主要的限制性氨基酸（NRC，2001），但是不能在日粮
中补充结晶的蛋氨酸和赖氨酸，因为这种蛋氨酸和赖氨酸在瘤胃里快速和几乎都被瘤胃微生物
降解（NRC，2001）。
繁殖、营养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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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广泛的假设是现代奶牛的繁殖率在下降，尤其是荷斯坦基因，至少部分原因是无计划
持续地选育高产量基因。这种假设最近受到挑战(LeBlanc, 2010; Bello et al., 2012)。在内部和
其中的一些牛群里有广泛的繁殖成功的案例。比如：包含 5 个加利福尼亚牧场共存栏 6396 头
奶牛，产后 90 天产奶量最低（32.1kg/头日）的奶牛产后 65 天进入返情期比 39.1kg、43.6kg
和 50.0kg 产奶量的奶牛似乎要更少；产奶量对妊娠没有风险(Santos et al., 2009)。改变管理
系统和管理欠缺可能比基因更加限制现代奶牛的繁殖。
在围产期和泌乳早期奶牛对生产紊乱和疾病敏感，包括：产褥热、酮病、脂肪肝、胎衣滞
留、真胃移位、乳房炎、子宫炎和蹄病 (Mulligan et al., 2006; Ingvartsen and Moyes, 2013;
Roche et al., 2013)。有少量的证据：本质上产奶量是疾病发生率的推手。然而，疾病发生率高
峰（产后不久）与最大的能量负平衡、非酯化脂肪酸（NEFA）血液峰值和产奶量最大加速的时
间一致 (Ingvartsen et al., 2003)。奶产量峰值出现在几周之后。与产后能量负平衡有关的机能
失调也与繁殖性能受损有关，包括脂肪肝 (Rukkwamsuk et al., 1999; Jorritsma et al., 2003)和
酮病(Walsh et al., 2007; McArt et al., 2012)。奶牛体况（BCS）损失>1 个单位（1-5 分），子
宫炎、胎衣滞留和代谢病（真胃移位、产褥热和酮病）的发病率较高，在围产期比体况损失<1
个单位的奶牛第一次的繁殖间隔也更长 (Kim and Suh, 2003)。
能量负平衡的指示物高与产奶量损失、增加疾病和降低繁殖有关(Ospina et al., 2010;
Chapinal et al., 2012)。然而，能量负平衡的程度是由围产期的健康问题引起的，而不仅仅是一
种必需检测的相关的指标(Roche et al.,2013)。比如:围产期奶牛炎症反应可能会降低干物质采
食量，引起新陈代谢改变，和诱发奶牛能量负平衡更严重或增加疾病 (Bertoni et al., 2008;
Graugnard et al., 2012 and 2013; Ingvartsen and Moyes,2013)。在泌乳中期引起与围产期类
似的一定程度的能量负平衡通常不会导致生酮作用的明显增加，或其他与围产期有关的疾病
(Moyes et al., 2009)。不过，NEFA 在产后较早增加和葡萄糖浓度降低、与第一次人工授精的
妊娠率具有强相关(Garverick et al., 2013)。尽管 NEFA 和葡萄糖在排卵的奶牛间或在第一次人
工授精前不同，妊娠率降低与较高的 NEFA 和在产后 3 天较高的葡萄糖浓度增加有关
(Garverick et al.,2013)。这些结果支持早期发生亚临床酮病更有可能降低产奶量和损害繁殖。
McArt et al. (2012)报道：在产后 3-7 天发现奶牛亚临床酮病，第一次人工授精率打 7 折；与在
第 8 天或之后发生酮病的奶牛相比，在产后开始 30 天，从牛群中淘汰的概率高 4.5 倍。
奶牛成功地适应泌乳和能避免代谢病或生理不平衡，能在保持健康的同时支持更高的产量
和成功繁殖。增加产奶量面临的繁殖降低可能是由于不佳的围产期管理或增加了疾病发生率而
导致较为严重的产后能量负平衡所致。早期泌乳和随后妊娠之间的营养竞争将耽搁繁殖功能。
因为能量负平衡干扰了大多数物种的繁育，包括人类，不适当的营养管理可能诱发奶牛新陈代
谢紊乱和损害繁殖。奶牛必须做出关于资源缺乏的“新陈代谢决定”，营养在泌乳早期将直接分
配到牛奶生产，而不是孕育下一代(Friggens, 2003)。
不同的营养策略用于改善奶牛的繁殖对泌乳性能没有不利的影响。饲喂高质量的牧草、控
制日粮能量、或在日粮中补充脂肪是一些最常见的改善奶牛能量摄入的方法(Cardoso et al.,
2013; Drackley and Cardoso, 2014; Mann et al., 2015)。在围产期奶牛的繁殖可能受益于最大
化干物质采食量和最小化围产期问题的发生(Cardoso et al., 2013; Drackley and Cardoso,
2014)。
补充特定的瘤胃保护氨基酸增加产奶量、乳蛋白率和乳蛋白产量证明一些氨基酸是最优化
奶产量的限制因素。限制产奶量首先考虑的两个限制性氨基酸是蛋氨酸和赖氨酸（NRC，2001）。
有证据表明：蛋氨酸能改变第一个优势卵泡的活力(Acosta et al., 2017)、牛体内胚胎着床前胚
的转录(Penagaricano et al.,2013)及其内容物 (Acosta et al., 2016)。
产前日粮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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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奶期控制能量摄入以接近需求更有益于围产期的成功 (Grum et al., 1996; Dann et al.,
2005 and 2006; Douglas et al., 2006; Janovick et al., 2011;Graugnard et al., 2012 and 2013;
Ji et al., 2012)。来自早年的研究报道：限制营养摄入以满足奶牛的需求有利于能量的过渡摄入
(e.g., Kunz et al.,1985)。在干奶和围产期给奶牛饲喂中等能量的日粮（1.50-1.60 Mcal/kg DM）
会很容易消耗比需求多 40-80%的净能 (Dann et al., 2005 and 2006; Douglas et al., 2006;
Janovick and Drackley, 2010)。在这些研究里，奶牛在干奶时体况评分（BCS：1-5 分）都小
于 3.5，饲喂玉米青贮、苜蓿青贮、苜蓿干草和精料补充料。我们没有证据表明额外的能量和营
养摄入有任何益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数据表明：在围产期允许奶牛过多摄入能量，如果它们
面临应激或挑战而限制干物质采食量，这可能容易诱发健康问题(Cardoso et al., 2013)。
在干奶期持续过度摄入能量会降低产后干物质采食量(Douglas et al., 2006; Dann et al.,
2006; Janovick and Drackley,2010)。过度摄入能量导致新陈代谢指示物的负面反应，如：产后
血液里较高的非酯化脂肪酸（NEFA）和 β-羟基丁酸（BHB）以及肝脏里更多的甘油三酯（TAG）
(Douglas et al., 2006; Janovick et al., 2011)。在奶牛水平许多的改变潜在地解释为在肝脏中细
胞和基因水平反应以及脂肪组织的改变 (Loor et al.,2006 and 2007)。在围产期过度摄入能量
增加了产后脂肪组织酶“机构”对 TAG 的代谢，转录的改变导致脂肪合成降低，脂肪分解增加，
降低了胰岛素抑制脂肪分解的能力(Ji et al., 2012)。在干奶期控制能量摄入也改善产后嗜中性
粒细胞的功能和增强免疫功能。
允许干奶牛摄入比需求更多的能量，即使奶牛体况评分不会变的明显过高，但反应的结果
是典型的过胖的奶牛。因为奶牛摄入的能量超过了需求要么用于产热，要么贮存为脂肪，我们
猜测一些奶牛过剩的能量累积存贮在内脏脂肪组织中。非泌乳奶牛摄入中度过剩的能量 57 天，
与饲喂大体积接近能量需求的对照组日粮相比，导致腹部脂肪（网膜、肠系膜和肾脏周围）沉
积较多 (Drackley et al., 2014)。NEFA 和信号分子通过内脏脂肪组织释放直接运行到肝脏，可
能引起脂肪肝、亚临床酮病和与肝功能有关的次生问题。
我们现场观察获得的数据支持：控制干奶牛能量流程降低了健康问题(Beever, 2006)。其他
研究团队关于在干奶期控制能量摄入获得了类似的结论，尽管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显示有利
(Winkleman et al., 2008)。应用这些机理能通过控制中等能量日粮的摄入或自由采食大体积低
能量日粮 (Janovick and Drackley, 2010; Janovick et al., 2011; Ji et al., 2012)作为候选的提议
(Beever, 2006)。
必需饲喂营养完全的日粮，TMR 加工必需适当，如此奶牛不可能挑食营养成分 (Janovick
and Drackley, 2010)。TMR 中分离出的大体积牧草或牧草加工不适当，导致奶牛摄入营养的变
化，一些奶牛摄入太多的能量，一些摄入的过少。相对于需求营养不良，营养平衡也受限，导
致胎衣滞留和子宫炎发病率增加 (Mulligan et al., 2006)。仅仅增加日粮中秸秆的数量不是关键
的原则；不如日粮必需通过配方优化限制能量摄入（大约是 1.3 Mcal NEL/kg DM，典型的荷斯
坦奶牛限制在 15 Mcal/天），同时满足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的需求。饲喂“低能量”日粮的奶
牛报出围产期健康问题增加和繁殖差，必需仔细检查以辨别是否营养摄入适当。
新产牛（产后）日粮考量
关于优化产后日粮配方以实现围产期和随后繁殖成功方面知之甚少。需要在这些领域增加
研究。在干奶期或围产期适当的日粮配方将会使瘤胃在产后维持和能够适应较高的谷物日粮。
否则可能危害泌乳早期的生产成绩。例如： Silva-del-Rio et al. (2010)尝试着复制 Dann et al.
(2006)的日粮策略：在产犊前要么饲喂低能日粮 5 周，接着饲喂较高能日粮 3 周，要么在干奶
期整个 8 周饲喂较高能量的日粮。他们发现：在产前奶牛仅仅饲喂 3 周较高能日粮比饲喂 8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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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奶量少（43.8 比 48.5kg/头日）。然而，干奶期日粮包含 55.1%苜蓿青贮和 38.5%的麦秸，
没有玉米青贮。与干奶期高能量日粮相比，泌乳早期日粮都包含 35%的玉米青贮。奶牛仅仅饲
喂 3 周高能日粮，瘤胃似乎适应这种不足。
新产牛主要关注的领域是突然增加日粮能量密度导致亚急性瘤胃酸中毒（SARA），这可能
降低了 DMI 和营养消化率(Mulligan and Doherty, 2008)。日粮适当的物理有效纤维，既可以来
自日粮成分，也可以来自 TMR 混合策略，必需表现在刺激瘤胃活力和咀嚼行为(Zabeli and
Metzler-Zabeli, 2012)，尽管量化“适当的”难以实现。日粮淀粉含量和发酵能力似乎与牧草特性
和日粮的物理有效纤维构成互作。Dann and Nelson (2011) 比较了奶牛在干奶期饲喂限制能量
类型的日粮，在新产期饲喂三种淀粉含量的日粮（主要来自玉米淀粉）。当给新产牛饲喂淀粉含
量中等（DM 的 23.2%）或最低（DM 的 21.0%）的日粮与高淀粉（DM 的 25.5%）日粮相比
产奶量最高。若 SARA 降低了 DMI 和奶牛对营养的利用率，NEFA 动员和生酮作用可能接踵而
至。另外，在 NEFA 动员时又存在淀粉快速发酵导致大量丙酸到达肝脏，据肝脏氧化理论这可
能会降低采食活动和 DMI(Allen et al., 2009)。适度淀粉含量（DM 的 23-25%）伴随着适度的
发酵（例如：宁愿使用干玉米粉而不是高湿玉米或大麦粉）连同适当的有效牧草纤维可能是新
产牛最好的策略。近期的研究也证明：高谷物日粮会产生较大数量的革兰氏阴性菌如：大肠杆
菌，结果导致瘤胃里的内毒素增加，这可能降低了奶牛的屏障功能和炎性反应 (Zebeli and
Metzler-Zebeli, 2012)。
广泛的调查认为补充脂肪是一种增加日粮能量摄入和改善繁殖的方法 (Thatcher et al.,
2011)。已经有报道：新的策略是使用不饱和脂肪酸（PUFA）添加剂以改善繁殖 (Silvestre et
al., 2011)。奶牛在产犊前 30 天饲喂红花油钙盐，接着在产后 160 天饲喂鱼油钙盐，妊娠率和
奶产量都较高。作用机理相信是在产后早期提供了大量的亚油酸（Ω-6），这改善了子宫的健康，
接着来自鱼油大量的 Ω-3 不饱和脂肪酸降低了胚胎早期的损失 (Thatcher et al., 2011)。混乱
的围产期对繁殖的影响体现在产后早期，很可能在产后 10 天到 2 周 (Butler, 2003; McArt et
al., 2012; Garverick et al., 2013)。到产后 8 周，>95%的奶牛将在能量平衡以上(Sutter and
Beever, 2000)。产前产后的目标策略可能是最小化健康问题和降低能量负平衡，从而改善随后
的繁殖。
体况评分（BCS）
过度 BCS 的角色是增加围产期的问题和随后对繁殖的损害，这已经被确定并被诸多作者
所讨论(Drackley et al., 2005; Garnsworthy et al.,2008; Roche et al., 2013)。奶牛过度的体脂
贮存在接近产犊时更多体脂动员，在产犊前后食欲和 DMI 下降，免疫功能受损，血液中的炎症
指示物增加，可能遭受氧化应激 (Contreras and Sordillo, 2011)。“过度”BCS 的构成与奶牛的
生物学目标之间的关系仍有争议。Garnsworthy (2007)辩解道：平均最佳的 BCA 随着时间的推
移降低了增加产奶量的基因选择，可能与改变了体内的蛋白质代谢有关。过去的 20 年，产犊
时推荐的最佳 BCS 倾向于下降，作者的建议是在 3.0（1-5 分）目标值。平均 BCS 的调整将是
一个长期的项目和不应该在干奶期进行。
在产犊前 4 周奶牛饲喂高能量日粮（1.58 Mcal NEL/kg DM）比饲喂控制能量日粮（1.32
Mcal NEL/kg DM），在产后开始 6 周失去更多的 BCS（分别为-0.43 和-0.30）(Cardoso et al.,
2013)。BCS 变化影响奶牛的繁殖是清楚的。Carvalho et al. (2014)的研究显示：奶牛在产犊到
产犊后 21 天增加或维持 BCS 比损失 BCS（25.1%）在 40 天的人工授精率高（分别为 83.5%
和 38.2%）。以前， Santos
et al. (2009) 已经显示：从产犊到产后大约 70 天人工授精的 BCS 变化>1.0 单位（28%）比
BCS 变化<1.0 单位（37.3%）或 BCS 没有变化（41.6%）的人工授精率低。在放牧体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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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西兰的研究者建议：产犊时的 BCS 目标为 2.75-3.0，产量最佳，同时降低了肝脏的脂肪积
累和肝功能炎症的负面影响 (Roche et al., 2013; Akbar et al., 2015)。
氨基酸的重要性
补充特定的瘤胃保护氨基酸增加产奶量、乳蛋白率和乳蛋白产量证明一些氨基酸是最优化
奶产量的限制因素。限制产奶量首先考虑的三个限制性氨基酸是蛋氨酸、赖氨酸(NRC,2001)和
组氨酸(Hutannen, 2002)。另外，许多氨基酸对蛋白质合成的生理过程有积极的影响(Wu, 2013)。
受精卵和胚胎开始几天的发育在输卵管。发情后大约 5 天胚胎到达子宫角，6-7 天后胚胎发育
到囊胚阶段，9 天后从透明带到胎儿孵化，14-19 天为伸长期。伸长期胚胎分泌蛋白干扰素-牛
磺酸，这是解救黄体以维持妊娠必不可少的。25-28 天胚胎依附于子宫肉阜，开始由母体血管
通过胎盘建立联系。在所有时期胚胎附着在胎盘上自由漂浮着，依赖于子宫分泌能量和建立屏
障而发育，包括氨基酸。因此，伴随着胚胎发育的不同阶段氨基酸在子宫的浓度发生变化。
卵母细胞和早期胚胎的脂质状况受到奶牛所处环境的影响。我们团队进行的一个试验项目
以确定补充瘤胃保护蛋氨酸对 DNA 甲基化和在奶牛胚胎着床前脂质积累的影响（Acosta et al.
2016)。第二胎泌乳荷斯坦奶牛或产奶量较高的奶牛在 30±2DIM 到 72±2DIM 随机分配到两个
处理组：对照组（CON；N=5，饲喂赖氨酸：蛋氨酸为 3.4:1 的基础日粮）和蛋氨酸组（MET；
N=5，饲喂添加了斯特敏，赖氨酸：蛋氨酸为 2.9:1 的基础日粮）。人工授精 6.5 天后冲洗胚胎。
胚胎发育到第 4 或较大阶段用于分析。用脂质、Nile 红染色荧光强度比较负对照胚胎（
背景淡化）。从奶牛总共获得 37 个胚胎(MET=16;CON=21)。与对照组相比奶牛接受蛋氨酸脂
质积累较多（7.3 个单位比 3.7 单位）。处理对细胞数量和发育阶段没有影响。结论，与对照组
相比奶牛补充蛋氨酸胚胎的脂质浓度更高，这可能潜在地为胚胎的早期发育贮存了重要的能量
来源。
牛胚胎完全发育的需求还没有确定。当前的培育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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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9 天），但还不允许在体外发育到胚胎的伸长期。佛罗里达大学
(Bonilla et al., 2010)的研究确定了牛胚胎着床前（7-8 天）培育的蛋氨酸需求。胚胎发育到囊胚
阶段的 7 天蛋氨酸需求惊人的低(7μM)，然而发育到囊胚阶段的后期（7 天）蛋氨酸需求的最佳
量为 21μM(Bonilla et al., 2010)。因此，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牛胚胎正常的形态发育阶段不需
要较高的蛋氨酸浓度(>21μM)，至少在授精后的第一周。Stella(2017) 报告了奶牛饲喂瘤胃保
护蛋氨酸或没有饲喂（CON）的血浆浓度。对奶牛，当饲喂瘤胃保护蛋氨酸血浆蛋氨酸浓度高
于 20μM。
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者进行的总共 309 头（138 头初产牛和 171 头经产牛）奶牛试验：按
同胎次随机分配到两组；1）CON：奶牛饲喂的日粮赖氨酸 6.9%（MP 的%）、蛋氨酸 1.9%（MP
的%）、MP2500g。2）RPM：奶牛饲喂的日粮赖氨酸 6.9%（MP 的%）、蛋氨酸 2.3%（MP 的%）、
MP2500g。奶牛随机分配到三个栏里用颈夹锁定，每天两次饲喂单一基础 TMR 日粮。从 28128DIM，上午挤奶后，用颈夹锁定 30 分钟，CON 和 RPM 组的 TMR 上分别单独饲喂 50g
DDG 和 21g 斯特敏 M 混合了 50g DDG。然后实行双倍排卵，给奶牛输精和在 28 天检查妊娠
（血浆妊娠特定蛋白质-B 浓度），在 32、47 和 61 天复检（超声波）。每头牛的奶样每月分析
成分。奶产量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但 RPM 组乳蛋白浓度较高。奶牛饲喂富含蛋氨酸的日粮
在人工授精后的 21-61 天妊娠损失率较低（RPM 组 16.7%比 CON 组 10.0%）
。在 28 到 61 天
初产牛的妊娠损失率没有差异（CON 组 12.8%和 RPM 组 14.6%），然而，经产牛的妊娠损失
处理组之间差异显著（CON：19.6%比 RPM：6.%；Toledo et al., 2015）。
可能大多数能量负平衡（NEB）对繁殖性能的不利影响在于延迟回到发情周期(Jorritsma et
al., 2003)。显性卵泡（DF）生长和雌二醇的产生是成功怀孕的关键因素，它们损伤是由于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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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LH）脉冲减少，也降低了血液循环中的胰岛素和 IGF-I 浓度 (Komaragiri and Erdman,
1997; Canfield and Butler, 1990)。此外，随着临产期的到来 (Butler 2003; Kehrli et al.,1999)、
NEB 和脂肪肝综合症影响血液外围嗜中性细胞的功能 (Zerbe et al., 2000; Hammon et al.,
2006)而使免疫功能也受到抑制。Acosta et al.(2017)报道：蛋氨酸和胆碱的添加诱导前-炎症基
因下调，可能表现在产后第一个 DF 的卵泡细胞炎症过程较低。在围产期补充蛋氨酸也增加了
产后第一个 DF 的卵泡细胞 3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3β-HSD）的表达。非常重要的是：在奶牛
卵泡细胞中较高的蛋氨酸浓度能潜在地影响卵母细胞的质量。理解这种发现如何在商业化牧场
可能影响繁殖性能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Batistel et al.(2017) 报道：在非反刍动物研究论证，
在妊娠后期母体补充蛋氨酸对提高子宫-胎盘利用和转运营养有潜在的相关性。作者假设：奶牛
饲喂 RPM 比对照组的犊牛初生重大（42 比 44kg）可能是蛋氨酸诱导较大的营养摄入的直接
反应，实际上已经确定：氨基酸和葡萄糖诱导 mTOR 信号的不同等级是“特殊营养”高度可疑的
机制反应。

结论
适当的日粮配制和交付限制了需求的总的能量摄入，但在产前也提供了所有其他营养的完
全摄入量，能帮助降低产后的能量负平衡。这种日粮对代谢健康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建议
潜在地降低在繁殖层面上对临产期疾病的影响。在卵泡发育最后阶段和胚胎发育早期阶段奶牛
补充瘤胃保护蛋氨酸，直到繁育后的 7 天，会引起胚胎脂质积累的变化和胚胎基因表达的不同。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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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期奶牛的干物质采食量基因组可以改善健康和繁殖能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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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牛管理

新产牛的精确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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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Kentucky
Department of Animal and Food Sciences
407 WP Garrigus Building
Lexington, KY 40546-0215
Phone: 859-257-7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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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立新译
前言
奶牛的健康是多方面和复杂的。高产奶牛被称为“新陈代谢的运动员”，但 30-50%的奶牛在
产犊前后受到代谢和疾病感染的影响 (LeBlanc, 2010)。在围产期间（产犊前后各 3 周），奶牛
对代谢和疾病感染是高度易感的 (Huzzey et al., 2007,
Mulligan and Doherty, 2008)。围产期明显表现出一系列适应泌乳的需求。这些适应表现为自我
平衡、或长期的生理性适应变化的状态（亦即：从干奶到泌乳的过渡，DeGaris and Lean, 2009）。
过渡期奶牛免疫抑制，常常不得不会有突然的日粮变化而引起代谢问题。这个脆弱的群体也可
能经历环境应激，如与干奶和泌乳的牧场管理相关的日常分群。这些效应与分娩的压力相结合
导致了一段时间的巨大风险以及分娩后的生产疾病。奶牛生病意味着奶牛无力应对高产的新陈
代谢需求。不幸的是这些疾病导致奶牛业经济上的损失和动物福利的担忧 (Mulligan and
Doherty, 2008)。
酮病、脂肪肝、低血钙症、胎衣不下和真胃移位病因不明。不幸的是，这种有规律的“一连
串”的互作增加了传染病和生产疾病的发病率、降低了繁殖力、减少了产奶量和增加了蹄病的发
生。过渡期奶牛疾病的复杂互作与营养、社会行为的影响、预防的态度和控制疾病的难度相关
(Mulligan and Doherty, 2008)。新陈代谢活动启动于产犊前两周影响到数月之后的繁殖性能
(LeBlanc, 2010) 。 因 此 ， 在 该 时 期 尽 早 鉴 别 疾 病 是 非 常 有 益 的 (Huzzey et al., 2007,
LeBlanc,2010)。
初产和经产奶牛在泌乳第一个月死亡率非常高。在该时期奶牛经受巨大的代谢压力和可能
更易感疾病。在这个时期的死亡风险因素包括：胎衣滞留、产褥热、真胃移位和经产牛的乳房
炎。初产牛在泌乳第一个月的死亡风险因素包括：乳房炎、胎衣滞留和真胃移位。产褥热、酮
病和真胃移位增加淘汰的风险，有趣的是胎衣滞留降低了淘汰的风险 (Hertl et al., 2011)。
使用精确的奶牛监控技术侦测疾病
随着牧群规模的增加，用在每一个动物上的人工时间减少了(Schulze et al.,2007, Ipema et
al., 2008, Bewley, 2010, Brandt et al., 2010)，同时生产者的管理、技术、组织和后勤工作量增
加 了 (Berckmans, 2004) 。 当 前 的 畜 牧 业 生 产 要 求 超 越 经 济 目 标 (Frost et al., 2003,
Berckmans,2004)。消费者的压力和关注动物福利和健康、高效和可持续农业、食品安全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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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动物传染病的控制、病原体和药物治疗已经改变了牧场的决策流程 (Berckmans, 2004,
Schukken et al., 2008, Bewley, 2010)。由于政府较少地介入农产品的价格调整，牧场的边际利
润比以往也变窄了。因为这些主要的产业变化，牧场的决策也随之而变，牧场的检测工具将很
可能有重大的增加以帮助以前基于生产者个人经验和判断的决策 (Berckmans, 2004, Schulze
et al., 2007, Ipema et al., 2008, Bewley, 2010)。不幸的是牧场的决策是个复杂的谜题，许多的
效果生产者不得不预测或推测 (Frost et al., 2003)。一个方法是通过使用自动化检测系统抵消
这些问题 (Chagunda et al., 2006b)。
纵观历史，农业技术已经发展到支持大规模的群体，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非农人口在增长，
农业的角色和功能已经发生改变 (Marchesi, 2012)。精确的农业求助于使用技术以提高效率和
减少作物对环境的危害。精准的畜牧业应用精准的农业原理于动物上，聚焦于单个动物的生产
和对环境的影响(Laca, 2009)。精准牧场的一个目标是发展在线系统客观、连续和自动以及没
有应激地监控动物(Berckmans, 2004)。精准奶牛监控（PDM）是应用技术测量单个动物的生理
的、行为的和生产的指标以改善管理和农产业绩 (Bewley, 2010, 2012)。这种管理模式系统依
赖于观察动物自身重要的生物生产过程的支持 (Berckmans, 2004)。
动物对环境压力的客观生理反应的检测可以用来评估压力的等级和随之而来调整这种压
力 (Hahn et al., 1990)。动物是复杂的，与它们同群体相比在不同的时刻反应不同。在精准牧
场的外部，动物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群体的平均”由此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系统。在精准牧场的内
部，不管怎样，每一个动物能被自有的 CIT 系统所对待（复杂的、个别的和多种时段的）
(Berckmans,2004)。当多种数据源是必需的，来自 PDM 技术真实-实时的数据能被整合到决策
支持系统中以帮助做出决策(Bewley, 2010)。PDM 的目标是最大化每一个动物的潜力、早期疾
病侦测和用最大化预防照料替代药物治疗。领会到 PDM 技术的益处包括：增加效率、降低成
本、改善乳质、最小化环境的影响和改善动物的健康和福利。另外，来自 PDM 的技术信息能
潜在地合并到基因评估的性状中，以此改善随后基因的健康、福利和寿命 (Bewley, 2010)。
Marchesi (2012)阐明：实施动物检测系统对生产是道德和盈利的，因为它帮助了满足动物的需
要。
至 今 ，PDM 评估主要聚焦于发 情检测的自动化，目的是补充或替代视觉发情 侦 测
(Dolecheck et al., 2015)。PDM 技术也已经有潜在地早监测疾病，最大化单个动物的潜力。以
往疾病监测依赖于生产人员观察临床症状，但临床信号的显示常常到有效行动已经太晚。临床
信号通常领先于生理机能的变化而不能被人们感觉发现到，但应用 PDM 可能让生产者提前介
入。技术可能帮助生产者警觉奶牛的疾病风险，替代现有的奶牛已经得病的识别检测模式 (Itle
et al.,2015)。
许多疾病案例被忽略，因为兽医检查是疾病检测的黄金标准，在多数牧场相当少地在管理
中使用 (Urton et al., 2005)。反而奶牛生产者常常依赖于他们的经验和判断识别生病的动物，
但人类对奶牛状况的感知是有限的。另外，一些疾病不会呈现明显的信号(Weary et al., 2009)。
有时甚至更糟，对动物显示的外部疾病或应激信号干涉的太迟。即使在临床症状出现之前具有
典型的生理变化。如果生产者能够检测这些生理变化，就可以提前介入。甚至当个体监测在牧
场应用，行为指示器用于检测疾病经常是基于简单的经验、生产者的直觉和倾向于靠不住
(Weary et al., 2009)。
生产者能检测实时真实的数据和报告基于基准反常的偏差(Bewley, 2010)。然而，自身的数
据是无意义的，除非将其转换到好的决策管理流程中。因此，生产者仍然是一个好的动物管理
的关键因素，将得到技术的支持，而不是替代生产者 (DeGaris and Lean, 2009,Bewley, 2010,
Marchesi, 2012)。有能力将计算机系统与生产者的强项和才能合并是 PDM 系统展现的潜在益
处 (Marchesi, 2012)。然而，应用精确牧场管理流程取得成功涉及三个条件。第一，动物变量
应当连续监测和数据应该一致地分析。定义“连续不断”取决于有益的动物变量，如：体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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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饮水和采食行为、采食量和体温等。第二，怎样可靠地预测或预期动物的反应变化将必须
是有用而连续不断的。最后，这些预测应该联合技术测量值的计算以自动检测和管理动物、监
控动物的健康或福利或获得想得到的系统变化 (Berckmans, 2004)。
常常每一个单独的流程参与到畜牧生产中是分别控制的。整合管理系统能多重控制，理想
化介入生产的所有相关流程。在牧场中每一个各种各样的流程通常被一个或更多个操作控制流
程所控制，这已经限制了其他流程的效率。使各种管理系统集成，形成整个管理系统的闭环运
营是解决当前牧场系统运营问题的创新 (Frost et al., 2003)。
传感器有两种类型，穿戴式和非穿戴式。穿戴式传感器将会在奶牛体表或体内。非穿戴式
传感器将会脱离牛体当步行经过或穿过时实施测量，或一个样本带回进行分析。成熟的传感器
系统达到了四个不同的水平：(I)能测量奶牛的行为（如：活动）； (II)诠释和汇总传感器数据的
变化（如：活动的增加）以提供奶牛的状态信息（如：发情）；(III)集合信息（如：经济信息）
和产生建议（如：是否给奶牛人工授精）；(IV)生产者或传感器自主决定（如：呼叫输精员）
(Rutten et al., 2013)。每日牛奶生产记录、乳成分监控、计步器、自动温度记录装置、乳电导
性显示器、自动发情检测器和体重日报系统等已经应用于牧场生产中。PDM 系统可能也能测
量：下颌运动、瘤胃 PH、网胃收缩、心率、动物位置和活动、阴道粘液和电阻、采食行为、躺
卧行为、气味、血糖、声音、孕酮、个体乳成分、颜色、红外线乳房表面温度和呼吸率。因为
新的 PDM 快速发展和实用性的增长，对生产者应用于牧场变得更加切实可行。
虽然从技术上实现全自动化奶牛系统是可能的，多学科的和创新的研究是实现这种应用所
必需的。应用的瓶颈是有效而可靠的传感器系统，因为要求算法走到发展的前沿 (Berckmans,
2004)。不幸的是，奶牛业相对较小，限制了投入发展奶牛专有技术的合作意愿。因此，技术的
发展反而受到其他行业技术的实用性驱动，然后转移到奶牛行业，不顾及奶牛业实际的需求。
精准奶牛监控技术提供了很大的机会以改善奶牛管理系统和可能改进个体动物的管理
(Bewley, 2010, Singh et al.,2014)。然而，自身的数据不能使用除非经演绎和有效地用于决策
(Bewley, 2012, Singh et al., 2014)。大多数数据管理系统当前不能很好地发挥他们的潜力。PDM
其他的局限性包括：较慢的采用率、错误的动物读取、设备故障、数据的数量在数据传送期间
可能淹没系统、研究结果缺乏验证和奶牛正常所处的区域空间受到限制 (Singh et al., 2014)。
精确奶牛监控系统技术变量测定
温度：体温受健康、环境、周围温度、采食行为、饮水行为、发情和动物妊娠状况的影响
(Bewley et al., 2008) 。 发 烧或 体 温超 过预先 确 定的 阈 值， 这是一 个 疾病 的 指标 (Leon,
2002,Burfeind et al., 2010)。发烧是对感染和炎症一个复杂的生理反应。一旦身体察觉到病原
菌的入侵，巨噬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即释放细胞因子给下丘脑信号增加热量设置点。虽然细胞
因子活动的机理通过老鼠的研究仍然不清楚，这个反应引起体温上升与增加热量设置点匹配
(Leon, 2002)。
生 产 者 常常测量直肠温度作为记录它们的疾病检测系统 (Schutzand Bewley, 2009,
Burfeind et al., 2010, Vickers et al., 2010)。商业化可使用的电子直肠温度计的精确度在 0.1°C
(Vickers et al., 2010)。然而，记录直肠温度存在几个局限性。首先是动物紧张可能影响温度记
录 (Simmons et al., 1965, Bewley and Schutz, 2010)。其他的限制包括：直肠的气体、不能插
到测量的深度和强力的插入物引起直肠溃疡。环境温度也有影响，其准确度与记录的资质有关
(Aalseth, 2005)。
发烧表明体温上升到了“正常”范围值之上。发烧是常见的，但复杂，是对感染、炎症和创伤
的生理反应，目的在于宿主的生存(Leon, 2002)。一般地，牛的日均体温变化范围在 3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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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court et al., 1999, Aalseth, 2005, Benzaquen et al., 2007)。温度会在个体动物同样的状态
下和在牛群一天内变化(Simmons et al., 1965, Lefcourt et al., 1999)。
在实践中人工收集直肠温度是最常见的获取体温的方法，是因为温度计测量的易用性和较
低的采购成本(Aalseth, 2005)。此外，因为人工绑定动物记录体温可能引起应激而改变温度，
记录体温最可靠的方法是不通过人为介入，有望提供一个更加准确的测量奶牛体温的方法
(Hahn et al., 1990)。当四个研究奶牛站立直肠旁侧温度上升，躺卧温度降低。温度计放置在肩
后的皮下温度出现相反的情况 (Simmons et al., 1965)。
Firk et al. (2002)提出：温度测量值较高地取决于位置。体温用于监控奶牛的几个解剖学的
位置包括：直肠、耳部鼓膜和皮肤、阴道、网胃、腹腔孔、乳房皮肤和牛奶。内部温度测量可
能对指示体温更加有用，因为其更不易受环境状况的影响 (Hahn et al.,1990)。然而，临时饮用
的水会显著地降低网胃的温度 (Simmons et al., 1965, Brod et al., 1982, Bewley et al., 2008)。
给瘘管羊瘤胃内灌注 2 升 0℃的水微生物活力降低，灌注 10、20 和 30℃的水没有出现该现象。
灌注 0、10、20 和 30℃的水温，瘤胃温度没有在 108、96、86 和 72 分钟后回复到基准瘤胃
温度±0.5℃以内(Brod et al., 1982)。
Simmons et al. (1965)引用：直肠旁侧、皮下和网胃在四天中的均值温度分别为 38.4±0.3℃、
35.6±0.8℃和 38.8±1.2℃。直肠旁侧和皮下温度在下午 6:00-7:30 始终是下降的，很可能与饮
入水有关。试验中有一头牛的直肠旁侧和皮下温度比其他牛显示较大的变化。根据观察，这头
牛一整天饮水更多，比其他三头牛更加神经质，这是作者给出的温度变化大的理由。
在一个加拿大研究评估直肠温度的测量中判断内部和外部的变化，以及确定深入直肠和肛
门更深测量对体温的影响，固定的研究者重复测量的数据是一致的（39.5±0.1℃）。两个研究者
的相关度很高(r=0.98;P<0.001)。然而，当探针插入直肠较深时温度变化较大 0.4℃±0.2℃
(P<0.001)。排便前后的温度有变化，有些牛排便后差异≧3℃，同时有些在排便前差异≧3℃，
有些在排便前后没有差异(Burfeind et al., 2010)。当奶牛饮水后体温错综复杂地降低，采食 1.53.5 小时后回到饮水前的温度。Simmons et al.(1965)观察到在饮水后温度低到 32℃。
自动温度记录可能允许生产者察觉疾病、发情、热应激和可能更早地分娩 (Bewley et
al.,2008)。体温应用于察觉发烧、热应激和分娩多年。然而，想得到核心体温基本上是困难的，
直肠温度仅仅是大约的核心温度。获得直肠温度可能引起应激而改变温度，因此可靠的方式是
非人工干预可能测定的更加准确。尝试测量牛的体温设定了各种各样的解剖学的位置包括：直
肠、耳朵（鼓膜）、阴道、网胃和牛奶(Bewley and Schutz, 2010)。
Adams et al.(2013)阐明：在诊断的 4 天内网胃温度比基准温度高 0.8℃的奶牛与对照组相
比罹患临床乳房炎的几率高 6.7 倍（76.9%的特异性和 67%的敏感性）。然而，诊断为子宫炎的
网 胃 温 度 与 对 照 组 是 不 同 的 。 胎 衣 滞 留 的 温 度 比 配 对 的 对 照 组 的 平 均 高 0.1 ℃
(P<0.001)(Vickers et al.,2010)。奶牛在有产后临床子宫炎信号前的 24 小时经历一个显著的直
肠温度上升（临床诊断这天达到 39.2±0.05℃）(Benzaquen et al., 2007)。
在加拿大的一个研究中，1393 头牛的温度记录中有 29 头新产牛直肠和阴道温度高度相关
(r=0.81;P<0.01)。然而，在这个研究中 556 头牛的温度记录中来自 13 头泌乳高峰牛的直肠和
阴道温度仅是中度相关 (r=0.46;P<0.01)。相关度的不同可能是因为新产牛显示的温度变化幅
度（37.7-40.5℃）比泌乳高峰牛（37.9-39.6℃）大(Vickers et al.,2010)。健康的和有胎衣不下
的奶牛在日间的阴道和直肠温度都显示下午增加和上午降低的韵律 (Vickers et al.,2010)。日间
温度变奏曲也许归因于个体牛或品种特性和周围环境状态(Bewley et al., 2008)。一些阴道温度
检测的局限性在于记录器的移动（尤其在接近产犊，阴部凹陷放大）、周围空气涌入、从阴道排
出 (Vickers etal.,2010)。
错综复杂的温度最低在中午至下午 4:00 之间（39.4℃）和上午 8:00 至中午之间（39.5℃）
。
相比较：错综复杂的温度最高在下午 8:00 至午夜（40.2℃）和午夜至凌晨 4:00 之间（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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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ema et al., 2008)。乳房内接种乳房炎大肠杆菌，瘤胃温度高达 40.5℃和 41.0℃，保持在
40.0℃以上 2 小时 (AlZahal et al.,2011)。在另一个研究中 45.7%的奶牛诊断乳房炎温度偏离
基准温度超过 3 个标准差(Bewley and Schutz,2010)。
躺卧时间和活动：加速器测量三个不同的运动：从一边到另一边、起立和躺下、前到后、
由此比电子计步器提供更多的信息。活动降低可能是疾病的信号 (Marchesi,2012)。
对于奶牛而言躺卧是一个高度优选的行为，以保证必要的时间休息和反刍。丹麦研究者限
制接近饲料的时间，表明：这种限制降低了花在所有活动的时间，但花在采食和社会交往时间
的比例保持恒定。花在躺卧的时间增加了。因此，作者的结论是：研究躺卧行为优先，接着是
采食和社会交往 (Munksgaard et al., 2005)。每头牛每天躺卧时间在 10.5-11 个小时 (Ito et
al.,2009, Bewley et al., 2010c, Cyples et al.,2012,MedranoGalarza et al.,2012)。
研究者主张：有病动物显示的许多行为信号预示着一个与疾病战斗的开始 (Hart, 1988,
Dantzer,2004)。行为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受能量消耗的而影响。改变躺卧行为可能与慢性应激
的状态有关 (Ladewig and Smidt,1989)。流动性减少和增加休息可能是保存能量的策略以允许
更多的能量消耗在于感染搏斗上，允许发烧充分发展可能帮助动物恢复(Aubert,1999)。
Cook et al. (2007)视频记录了 14 头奶牛所有季节的躺卧行为发现：躺卧时间从最冷的 10.9
小时/天降低到最热的 7.9 小时/天（因为热应激，P<0.01）。此外，奶牛蹄病评分越高（用 1-4
分，1 分表示没有跛足，4 分表示严重跛足）躺卧时间越长（移动评分 1、2、3 躺卧时间分别
为 2.9、4.0 和 4.41 小时/天，1 和 2 分之间 P<0.01;1 和 3 分，P=0.02），表明：疼痛可能增加
躺卧时间。
加拿大研究者用大肠杆菌脂多糖给 19 头奶牛诱导接种，基准躺卧时间（乳腺炎诱导前两
天的平均值：707.7 分钟/天）比诱导日更长（633.3 分钟/天）。在灌输两天后躺卧时间增加（灌
输第一天和第二天分别为 743.1 和 726.3 分钟/天），但差异不显著 (Cyples et al., 2012)。在一
个奶牛自热而然出现临床乳房炎的行为研究中，有临床乳房炎的奶牛在检测到乳房炎当日躺卧
时间比对照组长（742.5 分钟比 707.5 分钟/天，P=0.04）。然而，观察到的乳房炎奶牛用抗生
素治疗其躺卧时间比对照组动物没有差异(Medrano-Galarza et al., 2012)。
当身体不适时可能降低奶牛躺卧时间，有乳房炎的奶牛躺卧在坚硬的地面可能也会使疼痛
恶化，在乳房炎期间躺卧时间降低 (Cyples et al.,2012)。 Chapinal et al.(2013)阐明：在最严
重的时候躺在地上局部发炎会引起疼痛，在乳房炎期间迫使奶牛站立时间更长。在产犊前一周
临床诊断出酮病的奶牛（14.3±0.6 比 12.0±0.7 小时/天）和产犊当天（17.2±0.9 比 12.7±0.9
小时/天）总的日站立时间比没有酮病的奶牛长 20%和 35%，但观察产后的奶牛没有差异。稍
后诊断出临床酮病的奶牛站立时间较短(14.6±1.9 比 20.9±1.8 起卧次数/天)，比没有诊断出酮
病产犊的奶牛站立时间要长(71.3 分钟/起卧比 35.8 分钟/起卧)(Itle et al., 2014)。有酮病的奶牛
变现为从属地位(Itle et al., 2014)，使他们不太有动力去参与积极的行为就像从躺卧到站立的转
变 (Susenbeth et al.,2004)或竞争采食(Goldhawk et al.,2009)。酮病是一种渐进性疾病，与逐
渐发生变化的非酯化脂肪酸和血糖有关，从产前开始，不断进展到更严重的脂肪肝疾病(Bobe
et al.,2004)。引用其他的研究者：诊断出亚临床酮病的奶牛产后活动减少(502.20±16.5 比
536.6±6.2) (Liboreiro et al., 2015)。诊断出子宫炎产后活动也减少(512.5±11.5 比 539.2±6.0 任
意单位) (Liboreiro et al.,2015)。
采食时间.干物质采食量、反刍时间和采食时间对监控疾病是重要的参数。为了增加产奶量
能量需求必需满足。研究者指出：发酵和瘤胃活动的紊乱会导致亚临床和临床疾病
(Nocek,1997,Maekawa et al.,2002)。持续监测采食行为是跟踪牛群和单个牛健康状况的工具
(Hansen et al.,2003)。Edwards and Tozer (2004)解释：到 5DIM 有酮病的奶牛比健康的牛活
动低，但实际上到 12DIM 后变得更加积极。活动力低的差异可能是由于生病的奶牛食欲低，在
饲槽花费的时间更少，花费在卧床的时间更多。在产犊一周前、一周后和两周后，有亚临床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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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奶牛干物质采食量（DMI）分别比没有亚临床酮病的牛低 18、26 和 20%（P<0.01）。 在
产犊前两周、产犊前一周、产犊后一周和产犊后两周有亚临床酮病的奶牛光顾料槽的时间也少
18、27、28 和 16%，同样的周期花在料槽的时间也较少(Goldhawk et al.,2009)。
有严重子宫炎的牛从产犊前两周开始比健康的牛采食就少，并且干物质采食量少一直持续
到产后三周。有轻度子宫炎的牛在产前一周比健康的牛干物质采食量少，并且持续到产后三周。
在产犊前一周，DMI 每降低 1kg 严重子宫炎的发病率增加 2.87%，采食时间每降低 10 分钟严
重子宫炎的发病率增加 1.72%。在产犊前两周，健康的牛从饲槽移动到其他位置的时间为
16.8±1.74 分钟/天，严重子宫炎的牛平均仅为 12.2±1.58 分钟/天(P = 0.06) (Huzzey et al.,2007)。
Urton et al. (2005)也阐明：在产前 12 天到产后 19 天，有严重子宫炎的牛花在饲槽的时间比没
有的少 24 分钟（P<0.01）。在这个研究里，平均每天采食时间少 10 分钟子宫炎的发病率增加
1.97%。Hansen et al. (2003) ：饲料采食量与血浆钙水平呈现负相关而诱导低血钙症。
反刍时间。反刍定义为摄食的纤维食物从瘤胃到口腔的回流、再咀嚼、之后吞咽再回到瘤
胃的过程。视觉观察奶牛每天正常反刍 8-9 小时。美国佛蒙特州的研究者在研究期间给肉牛定
制一个面罩一天 10 个小时限制所有的下颌运动。当面罩被移除后给肉牛提供干草，动物反而
选择反刍(Welch, 1982)。一个最近由 Kaufman et al. (2016)进行的使用反刍项圈的研究显示：
初产牛和经产牛分别反刍 7 和 8 个小时。
反刍受日粮、饲料的消化率、NDF 摄入、饲料的质量 (Welch and Smith, 1970)和颗粒大
小(Welch, 1982)的影响。严重应激(Herskin et al., 2004)和疾病 (Welch, 1982, Hansen et al.,
2003)反刍时间降低。研究者基于直接的视觉观察已经评估了反刍，但现在系统的存在是为了实
现自动化过程 (Schirmann et al., 2009)。通过对自动化的反刍监测系统的验证将一种反刍的记
录装置与人类观察者的 51 个小时的观察时间进行比较，对 27 个荷斯坦奶牛进行观察。来自电
子系统的反刍时间与人类观察高度相关 (R = 0.93)，表明自动系统准确监测奶牛的反刍
(Schirmann 等，2009)。
堪萨斯州研究者研究 9 头安格斯-海福特奶牛：较高的皮质醇水平（组平均高于 22ng/ml）
与花在反刍的时间较少高度相关(r=-0.85,P<0.01)。当动物应激时释放皮质醇，因此在应激和降
低反刍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Bristow and Holmes, 2007)。一个增加饲养密度与行为变化的研究
报告：饲养密度在 100%时，95.1%的牛出现反刍停止，但饲养密度增加到 142%，仅有 87.3%
的出现反刍停止。然而，在任何饲养密度整个的反刍时间不降低 (P > 0.05)(Krawczel et al.,
2012)。
奶牛被诊断为子宫炎产后每天的反刍时间降低了（416 比 441 分钟/天）(Liboreiro et al.,
2015)。诱发低钙血症导致反刍时间降低，可能与在反刍时抑制了食道蠕动运动有关 (Hansen
et al.,2003)，或降低了瘤胃的收缩，因为肌肉收缩需要钙(Hansen et al., 2003)。
Kaufman et al. (2016)阐述：奶牛在产犊前一周有更长的反刍时间与酮症的发病率下降有
关。当奶牛在产前和产后一周反刍时间降低，患酮病和出现其他健康问题的几率增加。产前两
周初产和经产牛反刍时间降低，产后 1-2 周开始增加。产后增加可能表示干物质采食量变化。
Clément et al. (2014)解释：反刍是微小的，但意义重大，寓意对干物质的贡献。然而，几周内
的反刍时间和奶牛的变化，难以用反刍时间预测干物质采食量。在产后 3-4 周初次产犊的牛比
经产牛反刍少 (Kaufman et al., 2016)。Maekawa et al.(2002)视觉观察反刍时间阐明：初产牛
每天反刍 52 分钟少于泌乳中期的经产牛。
产奶量和成分。在诊断出临床酮病前 6 天产奶量即开始降低，与健康的牛（奶牛没有酮病、
真胃移位，或消化失调）相比维持较低产量（P<0.01），至少直到诊断出疾病后的 10 天 (Edwards
and Tozer, 2004)。引用康奈尔州的研究者：在诊断出临床酮病前 4 周产奶量开始降低，至少持
续到诊断出临床酮病后 2 周。诊断出临床酮病后的前 2 周日产奶量损失最大：1、2、3 和 4 天
分别损失 3、4、3 和 5kg/天。在泌乳期间每头牛整个的产量损失在 126 和 535kg。没有临床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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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奶牛第一胎和第 4 胎相比少产奶 1kg/天，同样胎次有临床酮病的奶牛少产奶 2kg/天(RajalaSchultz et al., 1999a)。另一个研究，有临床酮病的奶牛 305 天的产量比没有临床酮病的多
141.1kg，但诊断出疾病后的 17 天产量少 44.3kg (Detilleux et al., 1994)。然而，引用 Rowlands
and Lucey (1986)：高峰产量降低 7%，但 305 天的整个产量没有差异。形成对照，Dohoo 和
Martin (1984)解释：临床酮病增加产量 2.5%。用麦芽或丙二醇对临床酮症初始治疗是有效的。
然而，很可能有酮病的奶牛产量较高，甚至酮病后可以继续产奶，有这种案例 (RajalaSchultz
et al., 1999a)。
有亚临床酮病与没有的相比在产犊后开始 21 天平均日产奶量没有差异 (Goldhawk et al.,
2009)。高产牛酮病风险较大，伴随着短暂的产奶量降低，如若不发展为酮病它们的产奶量甚至
更高 (Detilleux et al., 1994, RajalaSchultz et al.,1999a)。
加拿大研究者发现：在产犊后的开始 3 周，鉴定为严重或中度子宫炎的奶牛产量较低。严
重或中度子宫炎的产犊奶牛产量降低很可能是干物质和饮水降低的结果(Huzzey et al., 2007)。
Mahnani et al. (2015)阐明：子宫炎降低了每头泌乳牛 305 天的产奶量 129.8±41.5kg。相反，
Wittrock et al. (2011) 指出：有子宫炎和没有子宫炎产奶量没有差异。
敏感度和特异性。Reneau (1986)概述了理想的临床试验，以建立在没有任何假阳性或假
阴性的情况下，在每个病例中都有疾病的存在或没有。他还建议，理想的测试将提供正确的诊
断、数据帮助预测、亚临床疾病的迹象、数据可能表明疾病复发，并将也能监测治疗的效果。
正确识别事件被认为是真实的阳性（TP）、非警报事件是假阴性（FN）、非警报非事件是真实的
阴性（TN）和警报非事件是假阳性（FP）(Firk et al., 2002)。特异性是一个阴性样本来自疾病
阴性奶牛的概率。敏感性是一个积极警报作为疾病真正标志的概率(Hamann and Zecconi,
1998,Sherlock et al.,2008, Hogeveen et al.,2010b)。因为特异性和敏感性是相互依赖的，阈值
应该设置于两者的最优化值(Hogeveen et al.,2010b)。特异性=TN/(TN+FP)×100。敏感性
=TP/(TP+FN)×100(Sherlock et al.,2008, Hogeveen et al.,2010b)。精确度，可以据疾病流行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与否计算，可以确定为：[(TP+TN)/(TP+TN+FP+FN)×100。精确度取决于与事
件相关的测量参数的强度和密度，如何准确地测量参数，和怎样更好地设计出算法以更好地处
理数据来创建有用的警报(Dolecheck et al.,2015)。
阳性预测值是真实阳性对表面阳性的比值(Hamann 和 Zecconi,1998)。当从自动检测系统
出现一个警报事件一个真实阳性即出现了(Hogeveen et al., 2010b)。阴性预测值是真实阴性对
表面阴性的比值(Hogeveen et al.,2010b)。当事件没有出现和一个警报没有产生一个真实阴性
即出现了(Hogeveen et al., 2010b)。假阳性或Ⅰ型错误会引起财务损失，因为健康动物可能被
治疗。相反地，假阴性或Ⅱ型错误可能遗忘疾病动物被治疗，引起动物福利的问题和降低产奶
量以及整个泌乳期的健康(Burfeind et al.,2010)。因此，即使 90%的敏感性在研究环境中似乎
可以接受，当应用在牧群设置中就不合适了(Sherlock et al., 2008)。Steeneveld et al.(2010)阐
明：应用机器人挤奶系统生产者一般的抱怨是假报警的数量“相对较大”。甚至大多数敏感性和
特异性测试仍然需要可应用和能够负担得起(Reneau,1986)。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商业化管理
工具，奶牛性能将会与潜在的亚临床疾病的管理改善有关(Nielen et al.,1995)。
疾病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检测工具取决于对疾病的定义(Nielen et al.,1995)和报警能给予的
时 间 窗 口 (Mollenhorst et al.,2012) 。宽的时间窗口将会产生 一 个较高的敏感性和 特 异 性
(Hogeveen et al., 2010b, Kamphuis et al.,2010)，但它们也将丢失在商业化设置中的实用性
(Kamphuis et al.,2010)。
139 个荷兰生产者自有自动挤奶系统的调查结果显示：奶农喜欢临床乳房炎检测系统产生
几个假的报警和提供严重案例的报警以便有足够的时间有效地采取治疗行动。生产者偏爱时间
窗口设置在临床症状出现前的 24 小时最大化。然而，反应的变异对调查变化很大，建议：检测
系统应该与每个牧场的状况相适应(Mollenhorst et al.,2012)。Kamphuis et al.(2010)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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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24 小时，但作者不确信：这个用在其他研究中是否是正确的窗口。决策树的使用和这个
狭窄的时间窗口导致 40%的敏感性和 99%的特异性。Rasmussen (2002)提出：临床乳房炎系
统将提供 80%的敏感性和 99%的特异性，临床乳房炎事件的时间窗口为 24-48 小时。
新测试与黄金标准相比敏感性和特异性较低。黄金标准和新测试之间的不一致常常解释为
缺乏测试能力。然而，在检测阴性、导致真实阴性到显示假阴性方面检测可能较好(Nielen et al.,
1992)。这个问题在环境的影响下更加复杂，既不是新测试也不是黄金标准测试模式理想
(Vickerset al.,2010)。尽管普遍接受黄金标准而不是现存的。另外一个自动疾病检测模式的限制
是临床传染病是罕见的，导致统计分析的“无力”(Mein and Rasmussen,2008)。
结论
奶牛疾病，尤其在围产期，是花费昂贵的和危害奶牛福利和奶产量的。当前疾病检测模式
依赖于视觉观察。然而，早期疾病检测可能允许生产者介入（如：抗生素治疗），因此，降低疾
病负面的经济和福利的影响。精确的奶牛技术，或检测单个奶牛生理的、生产的和行为的技术，
可以能预测和检测疾病以及警惕生产者监控奶牛的变化。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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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牛—最好的管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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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立新译
前言
通过促进泌乳牛饲料的摄入，特别是那些在泌乳早期的奶牛，这对改善和维持奶牛的生产
和健康至关重要。在泌乳早期能维持营养摄入许多奶牛有能力产生更多数量的牛奶。对奶牛营
养管理的研究已经促成了许多奶牛健康和生产的发现和改进。尽管在这方面有很多进步我们仍
然面临着确保充足的干物质摄入(DMI)以最大化生产和预防疾病的挑战，特别是在泌乳早期。
实地观察，增加的经验证据表明：饲养、管理与营养在生产性能和泌乳早期奶牛的健康中
一样可以发挥大作用。通过这些因素影响奶牛行为，这许多影响因素是相互协调的。本文将因
此描述对泌乳早期奶牛行为理解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知道这些领域的科学能应用于评估营养管
理和饲养策略。尤其将聚焦于允许奶牛花时间去执行它们需要的行为、日粮过渡、饲喂管理、
存栏密度和群体策略。期望改善对这些奶牛行为模式的理解，联合适当的营养，奶牛生产者能
管理他们的新产牛以最优化健康和生产。
奶牛有时间正常表现吗？
奶牛有许多它每天需要完成的事情。奶牛饲喂 TMR、在散栏舍，将花 3-5 小时/天在饲喂
栏、0.5 小时/天饮水、10-13 小时/天躺卧、2.5-3.5 小时/天在栏舍外（挤奶）和 7-9 小时/天反
刍。每天 24 小时奶牛有足够的时间做这些事情，我们知道有些因素可能侵犯奶牛的能力以致
力于这些活动，可能产生负面的结果。尤其在泌乳早期有问题，如产犊、休息和反刍活动都减
少，同时站立时间增加。
奶牛有积极性花大约半天时间躺卧；Jensen et al. (2005)证实：奶牛需要 12-13 小时/天休
息。其他研究者表明：当执行的行为有机会被限制，躺卧行为比采食和社会行为优先
(Munksgaard et al.,2005)。适当的躺卧时间不仅仅关系到确保奶产量(Grant, 2004)，而是预防
奶牛花太多的时间站立并也与蹄病 (Proudfoot et al.,2010)和跛足的预防有关。实际上，与激励
奶牛休息时间有关的因素，如：大栏位、较少的限制栏、使用较好的维修、深卧床，这所有的
都与较低的蹄病发病率有关(Chapinal et al.,2013)。因此，任何限制奶牛需要躺卧的情形都可能
造成负面的影响。
一个奶牛面临的行为挑战是突然增加时间挤奶和到栏外去。奶牛被要求离开它们的栏舍和
资源（饲料、水和休息），结果它们被迫减少用于休息和采食的时间。牧场研究显示：奶牛常常
在栏舍外 4 个多小时/天(Espejo and Endres, 2007; von Keyserlingk et al.,2012)。Espejo and
Endres (2007)报告：高产栏蹄病的发病率与花较多的时间在栏外呈负相关。Matzke(2003)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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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成年奶牛和头胎牛获得 2 小时和 4 小时/天休息，它们在栏舍外仅有 3 和 6 小时/天，产
量为 2.3 和 3.6kg/天。
奶牛的采食行为也是考虑的重要因素，与奶牛的 DMI 水平直接相关，也关系到瘤胃健康和
消化。奶牛的饲料采食是一个简单的采食行为功能。奶牛总的 DMI（kg/天）是日粮采食次数（次
数/天）和这些进食（kg/一餐）数量的总和。同理，DMI 可以表示一头奶牛每天花在采食总的时
间所采食（kg DM/分钟）的饲料的总数量。因此，如果一头奶牛消耗更多的饲料，它需要调整
它的采食行为。最近的分析我们已经证实：奶牛花更多的时间在饲喂栏获得的 DMI 可能更加一
致，消除了更频繁的采食(Johnston and DeVries,2015)。如此，最大化采食时间，确保高水平
的 DMI 是关键。这对新产牛尤其重要，通常在泌乳早期不能保证它们的营养摄入以匹配生产和
维持需要。在产犊后过多的降低或拖延 DMI 可能导致不能适应的能量负平衡，进而导致亚临床
酮病（SCK），估计这会影响 40%多的奶牛(McArt et al., 2012)。
最大化在饲喂栏的时间，少量多餐，避免大量快速采食也对保持瘤胃稳定很重要，瘤胃 PH
与大量采食和造成亚急性瘤胃酸中毒的风险有关(SARA)(Krause and Oetzel,2006)。不仅仅是
奶牛怎样吃，吃多少也很重要。奶牛 TMR 的排序会导致日粮实际的消耗比预期的大不同。结
果，奶牛不能采食预期水平的有效纤维，从而增加了降低瘤胃 PH 的风险(DeVries etal.,2008)
和低乳脂(DeVries et al., 2011)。进一步若营养摄入不平衡和改变了瘤胃发酵，作为排序的结果
潜在地影响了消化和生产的效率(Sova et al.,2013)。
充分反刍时间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奶牛依赖于反刍的过程完全消化食物。反刍帮助崩解
颗粒，这也不仅仅是为了更好的微生物活性，如此也提高了发酵速率(Welch,1982)。这也协助
物料经过瘤胃。因此，反刍也有助于奶牛最大化 DMI。反刍也刺激唾液产生，所以帮助缓冲瘤
胃和维持瘤胃环境稳定(Beauchemin, 1991)。同时采食日粮（和它的数量）占据大量反刍时间，
影响奶牛每日活动的模式潜在地影响反刍。奶牛在时间上典型的每日反刍模式不是在活动时
（采食、挤奶），而是在休息时（躺卧）。这样大多数的反刍活动出现在夜间，其他主要反刍发
生在日间中段的活动时期(DeVries et al.,2009)。结果，由于其他因素（如：较差的卧床舒适度
和有效性，增加步行的需要，与社交有关的活动）打破奶牛正常的休息时间，可能导致反刍时
间降低。
监控行为的益处是什么？
采食行为与 DMI 相关，有证据表明：监控采食行为可能对察觉奶牛健康的问题是重要的。
Goldhawk et al. (2009)阐述：奶牛在产犊后一周诊断出 SCK 显示不同的采食行为和 DMI，有
趣的是这些不同显示在早于产犊前一周。这些研究者估计：在产犊前一周每降低 10 分钟采食
时间就降低 1kg DMI，SCK 的发病率分别增加 2.2 和 1.9 倍(Goldhawk et al.,2009)。
监控围产期的反刍行为可能是重要的。较短的反刍时间可能表明 DMI 低 (Clement et
al.,2014)，在新产牛时期有能量负平衡的风险。如：Calamari et al.(2014)研究一小群奶牛（n=23）
报告：在产后一周反刍时间少，至少诊断出一头临床疾病，在产犊后增加的反刍时间比健康牛
也低。Liboreiroet al.(2015)进行的大群研究：从产犊到产后 8 天诊断出 SCK 的奶牛比健康的
反刍时间减少。我们团队近期的研究证实：发展为 SCK 的经产牛比健康的奶牛不仅仅是在产
犊后第一周反刍减少，也在产犊前一周 (图 1; Kaufman et al., 2016)。不仅仅是被诊断为亚临
床酮病的奶牛，而是也加重了产后出现一种或更多种健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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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显示：仔细监控产后新产牛的行为也包括产犊前，可能有助于识别正在经历疾病
的奶牛，或有疾病风险的奶牛。这正在成为许多牧场发展、验证和各种各样技术商业化的现实，
自动化捕获这样的行为变化(Schirmann et al., 2009; Bikker et al.,2014)。
日粮如何影响行为？
在产犊大多数值得注意的变化之一是从干奶到泌乳日粮的过渡。奶牛需要 7 到 14 天的时
间来调整它们的 DMI 作为对日粮变化的回应(Grant et al., 2015）。
给予干奶牛和新产牛不同成分的日粮，DMI 延后不总是令人惊奇的。在泌乳早期奶牛对 SARA
的敏感度也最高(Penner et al.,2007)，但在奶牛间变异较大，尽管饲喂管理和转移策略类似
(Penner et al.,2007)。从高饲草干奶牛日粮转移到低饲草，较高的 NFC 新产牛日粮将不仅直接
影响瘤胃环境，也影响奶牛采食行为。所说的泌乳早期日粮一些变异可能是由于采食行为。这
是可信的：与干奶牛日粮相比，新产牛日粮采食的更快和更多(DeVries et al.,2007)。这种日粮
也分较多的等级(DeVries et al.,2007;2008)，纤维含量和颗粒大小较低，采食每单位饲料的反
刍时间较短。所以，新产牛日粮配方的目标在于通过提供适当的有效物理纤维，同时限制使用
高可发酵淀粉原料以最小化对奶牛这种采食行为的影响。
新产牛仍然需要大量的高可发酵饲料原料以确保足够的 DMI 和满足营养需求，需要探索其
他改变饲喂模式的因素和奶牛反刍的日粮。饲料添加剂对瘤胃环境有积极的影响，对采食和反
刍行为有一致的益处。我们证实：给高产奶牛补充酿酒活酵母菌对采食模式有有益的影响
(DeVriesand Chevaux,2014)：奶牛少量多次频繁地采食。这项研究支持了先前 Bach et al.(2007)
类似的对采食行为影响的工作，也看到了对采食量积极的影响和稳定了瘤胃 PH。DeVries and
Chevaux (2014)：奶牛补充活酵母倾向于反刍更久和瘤胃温度上升的时间较短，可能与抑制瘤
胃 PH 而较短时间发酵有关。很可能这些改善营养流动、反刍、稳定瘤胃和补充活酵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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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奶牛倾向于乳脂含量和产量更高。Yuan et al.(2015)已经证明：在干奶期和产后早期给奶
牛饲喂酵母培养酶水解（酵母提取物）产品影响采食行为，干奶牛出现少量多餐的采食行为。
类似的结果也被证实：其他饲料添加剂--包括莫能菌素。Lunn et al.(2005)已经证明：提供
莫能菌素增加了泌乳牛的采食频率。同样地，Mullins et al. (2012) 发现：在奶牛过渡到泌乳日
粮头几日饲喂莫能菌素，结果增加了采食频率和降低了采食之间的时间。
所有这些研究的共同思路是有益的饲喂模式和降低瘤胃 PH 变化的联合。而饲喂模式本身
可能会影响瘤胃 PH，很可能饲料添加剂如：活酵母或莫能菌素，有潜在地稳定瘤胃 PH 和发酵
的功效，影响采食模式的次级作用。尤其是始终如一的发酵模式将令挥发性脂肪酸的产生变异
更小、改善纤维的消化率和返回采食更快。饲料添加剂促进了健康的采食模式和对瘤胃环境以
及反刍有积极的影响，尤其对泌乳早期的奶牛有帮助，有可能经历较大的瘤胃酸中毒（SARA）
风险。对这些奶牛而言，使用这些添加剂增加了适当的饲喂槽管理（见如下描述），将允许奶牛
在这个关键时期最优化潜在的饲料供给和保持健康以及生产。
饲料的有效性如何影响行为？
除了提供日粮，新产牛的管理必须聚焦于刺激采食活动以帮助奶牛满足它们泌乳的需求。
我们一系列的研究表明：TMR 饲喂牛，饲料的撒放就担当了最初刺激奶牛每日采食活动模式
(DeVries et al.,2003; DeVries and von Keyserlingk, 2005; King et al.,2016)。因此，新鲜饲料
的频繁和定时撒放是刺激新产牛采食重要的因素。
更频繁的撒放饲料（>1×/天）的结果是奶牛在全天更平均地分配采食饲料 (DeVries et
al.,2005;Mantysaari et al.,2006)，也提高了从属地位奶牛接触新鲜饲料的机会(DeVries et
al.(2005)。提供更频繁的撒放饲料（>1×/天）也证明减少了挑食饲料的数量 (DeVries et al., 2005;
Sova et al., 2013)，这也进一步使全天营养的摄入保持更加一致。这种合适的饲喂模式有助于
保持瘤胃 PH 的一致性和很可能带来乳脂(Rottman et al.,2014)和纤维消化率的改善 (Dhiman
et al.,2002)，以及观察到当饲喂更频繁提高了生产效率(Mantysaari et al.,2006)。改善 DMI 和
奶产量也可能通过更加频繁的饲料发放；然而，期望略小。
在一些牧场转到更频繁地发放饲料操作起来可能困难，有潜力改变饲料发放时间以增加全
天采食饲料的分配。发放新鲜 TMR 对刺激采食活动影响最大，奶牛也倾向于在挤奶前后采食，
以及在全天其他管理活动附近采食。全天这些大量的管理活动可能刺激更多摄食，例如：通过
改变饲喂时间远离挤奶。King et al. (2016)最近转移饲喂（2×/天）在挤奶前 3.5 小时发现：奶
牛全天采食饲料更慢量更少更频繁(图 2），改善了泌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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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料是另外一个确保全天饲料有效利用的重要因素。无论如何必需提醒,我们没有研究证据
说：推料有如同新鲜饲料发料一样的刺激影响采食活动 (DeVries et al., 2003)。也没有科学证
据显示：频繁推料将会刺激更多 DMI。这是说，推料需要足够频繁如此任何时候奶牛都可以决
定去料槽吃到饲料。这确保了 DMI 不受限制。推料把不再够的饲料混合在一起也将有助于最小
化采食饲料的变异。因此，频繁推料是必需的，尤其在发放饲料后最初的几小时，当在料槽上
大部分采食活动出现时。
奶牛有足够空间正常表现吗？
确保奶牛将适当的时间花在行为上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们每天需要执行的任务是为奶牛
提供所渴望的资源（如：饲料、水和躺卧区域）。特别是奶牛之间相互学习模仿，在同样的时间
它们喜欢执行类似的行为（即：同步化）。
当牛过度拥挤（如：有太多的奶牛采食和/或躺卧），它们不仅仅是简单地转变采食和躺卧
模式以适应，而是宁愿减少这些活动时间。
有几个研究已经表述了减少躺卧时间与可使用卧床较低有关。例如：Fregonesi et al.(2007)
证明：存栏密度从 100%增加到 150%（1.5 头一个栏位），减少了每天躺卧时间 2 个多小时。
类似 Krawczel et al.(2012)证明：存栏密度在 100%奶牛每天的卧床时间为 13 小时，散栏和饲
槽密度同时从 100%增加到 142%导致躺卧时间减少 42-48 分钟/天(Krawczel et al., 2012)。减
少卧床时间与过度拥挤迫使奶牛花更多的时间潜在地艰难站立有关，湿地面损伤蹄部健康和可
能增加跛足风险(Westin et al.,2016)。进而过度拥挤可能导致反刍行为减少。Krawczel et
al.(2012)证实：散栏和头部颈夹存栏密度从 100%增加到 142%导致反刍时间减少 0.4 小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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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的变化与更多的时间花在站立时反刍和较少的时间花在躺卧时反刍有关。这些所有可能的
累计降低了产奶量；Bach et al. (2008) 证明：对 47 头奶牛的组合研究，所有基因和饲喂的 TMR
类似，奶牛的卧床和奶产量正相关（r=0.57）
。
同样地，料槽过度拥挤导致争斗行为增加，当采食动机高时可能限制某些奶牛接近饲料的
时间，尤其在刚分发新鲜饲料时 (DeVries et al., 2004; Huzzey et al.,2006)。结果，增加饲喂
栏的竞争将增加全天奶牛的采食率，导致每天奶牛较少的采食，而倾向于大量和长时间采食
(Hosseinkhani et al.,2008)。饲槽竞争也可能迫使一些奶牛转变采食模式在后面一天采食更多
的饲料，出现更多的挑食。或者减少饲槽竞争提供适当的饲槽空间，尤其在分群后（如：颈夹
或饲槽）将增加与饲料的接触，尤其处于从属地位的奶牛(DeVries and von Keyserlingk, 2006;
Huzzey et al., 2006)。这种转变将有助于更加一致的 DMI 模式，在动物内和动物间也促进了健
康采食的行为模式。Sova et al. (2013)在加拿大一个待挤厅挤奶、散栏牧群的组合研究发现：
每增加 10cm/头饲槽空间（平均 53cm/头；范围 36-99cm/头）牛群乳脂平均增加 0.06 个百分
点、体细胞降低 13%。较大的可利用饲槽空间，奶牛能采食饲料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助于保持瘤
胃发酵稳定，这样乳脂产量更高。这对泌乳早期的奶牛尤其重要，如上所述，这个时期经历 SARA
的风险最大。并且更大的饲槽空间（和躺卧空间）奶牛不至于在挤奶后选择躺卧太快，去争夺
饲喂和躺卧点(Fregonesi et al,2007)，由此减少了来自环境病原体感染乳房炎的风险(DeVries
et al.,2010)。最后，减少饲槽空间也与繁殖性能有关(Caraviello et al.2006; Schefers et al.,2010)。
如今，研究围产期奶牛更多的工作聚焦于在产前期可利用的饲喂空间，限制饲槽空间会限制
DMI(Proudfoot et al.,2009)和增加产后疾病的风险(Kaufman et al.,2016)。关于新产牛栏这方面
的研究很少。然而，这个时期的奶牛比较脆弱，这些影响在这个时期可能会放大。因此，所有
的努力应该是管理新产牛棚，同时为所有奶牛提供足够的空间（如：每头牛的饲喂空间 0.75m）。
除了接近饲喂和躺卧点，也必须考虑其他特别容易忘记的营养：水。水可能是最重要的营
养，然而水的质量和有效性常常被忽略。最近 Sova et al.(2013)的一个牧场散放牛研究发现：
增加 2cm/头饮水槽的可利用空间产奶量倾向于增加 0.77kg/天（平均 7.2cm/头；范围：3.811.7cm/头）。虽然这项研究里没有涉及因果关系，这个结果凸显了舍饲牛可利用饮水的重要性，
提供的进一步证据表明可利用资源对生产力有潜在的重大影响。
分群和移动栏舍如何影响行为？
最佳的分群，尤其是产后新产牛仍是个问题。多年来有许多研究强调了初次产犊的青年牛
行为与成熟奶牛的差异。Krohn and Konggaard (1979)发现：初次产犊的青年牛独自舍饲在与
成年牛分开的散放栏内增加了采食时间和提高了 DMI。Phillips and Rind (2001)报告：初次产
犊的青年牛与成年牛在牧场上混群放牧比任何一个胎次牛群单独呆在一起的时间要少。最近，
Neave et al. (2017) 发现：与成年牛相比初产青年牛在混合胎次群里花更多的时间采食，更加
慢，拜访饲槽更频繁，探索饲喂环境更多，在短时间内躺卧更频繁，更常更换饲喂线。考虑到
这些不同，保持初产青年牛与成年牛分群更有益。Phelps (1992)报告：初产青年牛组群比与成
年牛混群每个泌乳期多产奶 729kg。Bach et al. (2006)观察到：初产青年牛单独饲养，比与成
年牛混群经历更少的体重损失和在第一个泌乳期产奶效率更高，在机器人系统挤奶更频繁。在
商业牧场的一个研究 Østergaard et al. (2010) 发现：在产犊后（一个月）保持初产青年牛群与
成年牛分开饲养对生产和这些动物的健康（减少酮病的治疗）有积极的影响。基于这些数据，
建议：在泌乳早期初产青年牛群与成年牛分开饲养以确保这些头胎泌乳牛的健康和生产。然而，
由于牛群大小和设施的设计，这不总是可能的。 Espadamala et al. (2016)最近在加里佛尼亚
对 45 头牛的研究：50%的初产青年牛没有保持在头胎青年牛群里。这些牛不能保持与群体分
开，有足够的躺卧、采食和饮水空间，和躺在栏舍里，设计成适合最大的动物使用的栏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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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有关新产牛群另外重要的因素是频繁和定期地移动动物到新的群体（重新安置）。已
经确定：每次奶牛移动到新的栏舍，都会打破群体复杂的社会关系，移动的个体有特殊的负面
影响。重新安置的负面影响会在新栏舍随后的 3 天看得到，包括增加接近饲料的竞争、较高的
采食速率，以及降低产量、DMI 和反刍时间(von Keyserlingk et al., 2008; Schirmann etal., 2011)。
Torres-Cardona et al. (2014)也证明：重新安置会降低安置日的奶产量，对初产青年牛影响比成
年牛大。Talebi et al. (2014)证明：重新安置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在引入时降低存栏密度而降低。
Tesfa (2013)进一步证明：泌乳牛成双成对地引进新的群体显示产奶量没有降低，这与先前的研
究结果类似。因此，新产牛在产后不可避免地要移入新的栏舍，可能晚些时候再进入另外一个
泌乳栏舍，应该最小化这种重新安置的影响。这些列证包括：栏舍不过度拥挤、可能的话熟悉
的伙伴一起移动、或者在一天较为安静的时间移入新牛(远离管理的时间，如采食或挤奶）。
总结
栏舍和管理对新产牛的生产成绩和健康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更多的影响是通过影响奶
牛的行为因素来协调的。奶牛需要时间和有效的资源来实现这些行为以保持好的生产和健康。
新产牛日粮应该设计成最大化采食时间和 DMI 以及最小化挑食。饲料管理应该聚焦在全天奶牛
去料槽机会最大化，增加饲料发放的频率或改变饲料发放的时间，同时在采食时频繁地推料以
确保奶牛始终能接触到饲料。必需避免新产牛舍过度拥挤，奶牛能有最大化的机会采食和躺卧。
进而，保持初产青年牛分群，尽量减少牛群变化，帮助减少社会应激。最后，在产后行为监控
可能也是泌乳早期识别健康问题非常重要的，也有必要评估牛群标准的管理策略和项目。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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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乳牛管理

饲养管理单产 45.5/头日-考虑外部常规的模式
Stephen M. Emanuele, Ph.D., PAS
Senior Scientist-Technical Advisor
Quality Liquid Feeds
semanuele@qlf.com
巫立新译
如果你希望你的奶牛每天生产 45.5kg 牛奶，那么你必须考虑以下原则：
1、 整个 305 泌乳日的高峰奶产量将额外增加 108.5kg。
2、 头胎牛的产量达到成乳牛产量的 75%。
3、 第二胎牛的产量达到成乳牛产量的 90%。
4、 头胎牛仅占泌乳牛的 35%。
5、 三胎及以上的泌乳牛平均产量必需在 52.21kg/头日。
6、 二胎牛平均产量必需在 46.76kg/头日。
7、 头胎牛平均产量必需在 36.32kg/头日。
8、 产前的干物质采食量将影响产后的干物质采食量。最大化产前的干物质采食量，也会最大
化泌乳开始 28 天的干物质采食量。
分配牛的目的依赖于对牛群的统计。多少比例的牛是成乳牛是一个重要的
因素。成乳牛是牛群的发动机，拉动其余的牛。成乳牛能产生 45.5kg 以上的奶，就能抹平第一
胎牛的低产。考虑到随后的奶牛群体。从数值上容易假定，我们有 100 头泌乳牛，35%是头胎
牛。成乳牛占牛群的 40%。二胎牛占 25%。据这些统计数据，你可以计算出达到 45.5kg 奶量
的目标。成乳牛需要产 52.21kg 奶。它们贡献了每天产奶的 20.88kg（52.21kg*0.4）或 45.9%。
二胎牛必需产奶 46.76kg。它们贡献了每天产奶的 11.69kg（46.76kg*0.25）或 25.7%。一胎牛
贡献了每天产奶的 12.83kg（36.65kg*0.35）或 28%。自从第一胎泌乳牛占牛群的 35%始，它
们就必需产 36.32kg 奶（28/0.35）。若你要增加产奶到 45.5kg（20.88+11.69+12.83），这种计
算就要求每一头牛有其独特统计数据。若你的牛群包含 40%的头胎牛，你就要达到 45.5kg 单
产，在我们的案例中老年的牛必需产更多的奶。
给你的牛群设定生产目标就需要反复做这种练习。应当开始关注头胎牛的产量。已经知道
头胎牛的比例，就能评估它们对产奶量的贡献。当知道头胎牛的贡献，就可以设置二胎及以上
胎次牛群的目标。头胎牛将分配大约摄入营养的 20%用于生长，仅产生成乳牛产量的 75%。如
果你想达到 45.5k 的单产，就需要聚焦于从成乳牛获得更高的产量。要优化成乳牛的产量，就
必须从干奶牛的流程开始。成乳牛在围产期摄入多于 13.6kg 的干物质，将会在产后采食更多。
这将会减少在泌乳开始 30 天的体况损失。在泌乳开始两周过度的体况损失将会导致肝脏脂肪
堆积。脂肪在肝脏堆积会降低肝脏葡萄糖的产生。这些牛胃蠕动迟缓和泌乳开始的产量差。若
要维持产量在 45.5kg，就不能有胃蠕动迟缓和泌乳开始产量差的问题出现。
优化围产牛干物质采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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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牧场的饲喂试验显示：给围产牛饲喂低淀粉、高糖和可溶性纤维日粮可以增加干物
质采食量。在头胎牛和经产牛混栏里，当饲喂低淀粉、高糖和可溶性纤维产前新鲜日粮干物质
采食量每天增加 0.77kg（Dort College Trial）。产犊后以胎次分为两群，头胎牛和经产牛。泌乳
30 天内两群饲喂高糖和可溶性纤维日粮。经产牛在泌乳开始 30 天的干物质采食量增加 1.18kg，
头胎牛比产前增加 2.04kg。密西根的奶牛场他们的新产牛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干物质采食量。在
围产期，头胎牛消耗了 14.5kg 的干物质。在这个时期的头胎牛日粮包含了 4.08kg 的切短麦秸。
该时期当头胎牛饲喂低淀粉、高糖和可溶性纤维日粮时，在日粮包含 5.0kg 切短麦秸，干物质
采食量增加到 15.9kg/头日。这两个实验证明：在围产期饲喂 1.8-2.3kg（1.14-1.36kg DM）液
体可溶性纤维刺激干物质采食量。该试验没有对照组，但有一个 Swisslane 奶牛场试验有对照
组。Swisslane 奶牛场产后有三个处理组：对照（不添加液体可溶性纤维）、高糖和可溶性纤维
（QLF）和高糖和可溶性纤维+NutriTek（QLFNT）。在围产期两个基于糖蜜的液体添加剂和基
于酵母产品的 NutriTek 组显示干物质和产奶量大幅上升。另外，NutriTek 包含生物发酵成分，
包括：抗氧化剂和多酚，可以促进围产期奶牛的免疫功能和帮助它们更好地应对代谢应激和炎
症。任何应激都会减少围产牛的采食量。
Swisslane 奶牛场试验设计
Swisslane 奶牛场在 Alto，存栏 2450 头奶牛，有传统的和机器人挤奶两种方式。8 台 Lely
机器人挤奶机为 480 头奶牛挤奶。试验自 2016 年 7 月 6 日到 2017 年 1 月 31 日。当饲喂 1.8kg
QLF 液体物时补充 19g NutriTek。这个液体添加物包含 6%的粗蛋白和 27%的总糖。所有成年
牛在围产期饲喂基于干物质的低淀粉（16%）、高糖（8.6%）和高可溶性纤维（6.5%）的日粮。
这种日粮在产前饲喂 21 天。产后泌乳早期成年牛在机器人挤奶站中随机分配到对照组、QLF
或 QLFNT 处理组。处理组在 Lely 机器人挤奶站料槽饲喂。处理组，1.82kg 液体料投到颗粒料
上饲喂奶牛。每头奶牛每天在机器人上挤三次奶，如此 QLF 和 QLFNT 由泵添加到料槽里，每
次挤奶饲喂 0.6kg（看下图）。处理组泌乳期饲喂 100 天。
结果：Swisslane 奶牛场机器人奶牛
与对照组相比在泌乳早期饲喂 QLF 增加 5.27kg 产量，QLFNT 组增加 7.15kg 产量。能量
校正乳 QLF 和 QLFNT 分别增加了 3.81kg 和 5.58kg。反刍时间，一种反刍状态和奶牛健康的
标志，QLF 和 QLFNT 分别增加了 25 和 33 分钟。在围产期增加干物质采食量对增加产奶量可
能有贡献。当围产期奶牛采食低淀粉、低糖日粮，干物质采食量为 13.17kg。当围产期奶牛采
食低淀粉、高糖和高可溶性纤维日粮，干物质采食量为 16.3kg。新产牛总的发病率与 3 个对照
组类似。
经济分析
在围产期饲喂 QLF 或 QLFNT 的费用如何？应用较好控制研究的 Swisslane 奶牛场机器
人牛群观察泌乳反应，饲喂 QLFNT 在奶价 1.12 元/kg（$16/100kg）大体的净回报为 6.16 元/
头日。在 Dordt 大学的试验，在计算了产前产后新产牛添加干物质后奶价在 1.12 元/kg 的净回
报为 8.89 元/头日。改善了每头新产牛的健康，来自 Parmount 奶牛场的数据显示：QLFNT 的
总体回报在 1：3.85，每 1000 头奶牛节省了 181,846 元。头胎牛饲喂低淀粉、高糖和可溶性
纤维日粮，接着饲喂中等量淀粉（24-26%）、高糖（7-8%）和高可溶性纤维（6-8%），使用 QLF
和 QLFNT 总体上有积极的回报。更为重要的是，在泌乳期一开始正面的影响将持续影响整个
泌乳期和提供长期的积极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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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若你的牛群想得到 45.5kg/头日的奶产量，就必须从头胎牛新产期开始一直到产后泌乳 150
天做到干物质采食量最大化。本文呈现的饲喂策略是在围产期和泌乳早期增加干物质采食量。
这是奶牛泌乳高峰期产量较高的基础，较少的新产牛有问题和开始的产量较高。该策略成功的
要素是饲喂较少的淀粉和较高的糖以及可溶性纤维。给瘤胃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以提升纤维的
消化。除了提高纤维的消化外，瘤胃充盈度降低和奶牛能消耗更多的干物质也很重要。这个计
划开始于高质量的牧草和牧场应该应用技术改善青贮的质量和发酵，应用增加干物质采食量的
技术和给高产牛供应葡萄糖。也有必要防止挑食。通过补充糖蜜液体消除日粮成分的分离，如
此奶牛可以采食更多的瘤胃有效纤维。这将回报以更健康的瘤胃环境而减少瘤胃酸中毒的风险
和纤维消化率更好。较好的纤维消化率将会是更高的乳成分。目标是得到 2.95kg 的乳成分回
报。要求 45.5kg 奶、3.6%的乳脂率和 3.0%的乳蛋白（真蛋白）。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求消除
奶牛的瓶颈——高干物质采食量和实现高质量的饲料消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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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的牛奶分析技术改善奶牛生产成绩
D. M. Barbano and Caterina Melilli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Y
巫立新译
前言
两年前我们介绍了应用新的中红外（mid-IR：MIR）技术对牛奶乳脂肪进行快速分析
(Barbano，et al., 2014)，报告了高产牛奶罐测试的乳脂与奶罐中短链脂肪酸浓度呈正相关。来
自中红外的脂肪酸构成数据提供了牛奶中中短链脂肪酸（C4~C14）相对比例、混合来源（C16:0、
C16:1、C17:0）
、预成型（C18:0 和更长链）脂肪酸的信息。我们也能提供每 100g 牛奶中 g 数
单位的信息。自那时起，我们持续收集不同奶罐乳脂肪酸的数据，这与饲喂和牧场管理有关。
2014 年，在牧场做了各 20 头荷斯坦和娟姗牛的比较试验（Woolpert et al., 2016），2015 年随
访了 40 个荷斯坦牧场比较以确定牧场饲喂和管理操作与乳脂肪酸成分和奶罐乳脂以及乳蛋白
浓度的关系。从 2016 年 2 月开始，奶罐乳脂肪酸成分信息提供给单一的生产商 St Albans 合
作社（佛蒙特），他们支付奶样的测试数据。
另外，过去两年我们也在康奈尔和纽约城市 Miner 学院展开了单个奶样脂肪酸分析研究。
另外的工作是与滨州和密西根州立大学合作的。今天，我们将聚焦于在奶罐水平奶牛饲养管理
的乳脂肪酸（FA）信息和报告我们所做的单个奶牛数据的状况、尤其是围产牛。
实验方法
首先自中红外光谱发展出了部分最少平方（PLS）化学统计法预测模型。奶校正样品修改
的光谱（Kalylegian et al., 2006a,b）、奶罐奶和单个奶牛的奶被用于脂肪、总蛋白和借助真蛋
白计算的差异获得非蛋白氮的联合化学测试，脂肪酸无水乳糖和气液层析法应用 Varian CPSIL88 毛细管柱[（100m*0.25mm*0.2um 膜厚度），ID 编码#CP7489；
Varian，
Inc.,Lake Forest，
CA]，自动液体样品和火焰离子检测器安装在 Hewlett Packard6890 GC 系统的装备上（Hewlett
Packard Co., Wilmington,DE）。更多脂肪酸分析模式和 PLS 脂肪酸预测模式的完整描述参考
Wojciechowski 和 Barbano(2016)的报告。
主要乳成分和乳脂肪酸成分的实验室化学计量预测模型已经开发出了 Lactoscope FAT 和
Lactoscope CombiScope FTIR 600/300(Delta 仪器，德拉赫滕市，荷兰）。可以测单个 FA 的
变化和 FA 的组合。中红外可以测定如下单个脂肪酸：C16:0；C18:0；C18:1 顺 9、顺 12；
C18:1 反 10 和 C18:1 反 11。可以测脂肪酸组合：总 FA、中短链脂肪酸（C4:0~C14:0）、混合
来源（C16:0、C16:1、C17:0）、预成型（C18:0 和更长链）、总的不饱和 FA、总的顺 FA、总
的反 FA、单不饱和 FA 和多不饱和 FA。所有来自 IR 测试产生的结果为 FA g/100g 奶。一些研
究者已经将 FA 的组合作为短、中和长链 FA，但这些组合系列精确的定义还在研究中。中短链
脂肪酸、混合来源、预成型 FA 的组合定义更加清晰和一致，因为它们是基于 FA 合成的生物化
学途径，与生物学、新陈代谢和奶牛饲养有更好的潜在相关性。
除了 FA 浓度的测定外，两种脂肪浓度的测定依赖于对每一个样品的 FA 结构的测定：平均
FA 链长（表示每个 FA 平均碳个数）和平均 FA 不饱和度（表示每个 FA 双键个数）。测定 g/1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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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的总 FA（不是脂肪）常常以牛奶中更精确的测量总脂肪含量为新的基础。这种方法消除了通
过 IR 利用脂肪 A（C=O 延伸）和脂肪 B（C-H 延伸）的传统脂肪测量的大多数缺点，因为当
尝试评估牛奶的总脂肪酸含量与乙醚提取物比较时，样品在 FA 成分上的差异补偿了样品
（Kaylegian et al., 2009a,b）。牛奶总 FA 的相对比例可以由单个或 FA 的组合基于样品中总 FA
的百分比来表达。因此，可以产生一个模拟的气体色层进行乳脂的 FA 分析，直接从同样的奶
测试脂肪、蛋白和乳糖浓度。
脂肪酸、真蛋白、无水乳糖和所有 FA 基于 IR 乳分析仪的校准调节，由 Kaylegian et al.,
（2006a,b)应用 14 组修饰奶每月进行一次。参考 FA 测试的每一个单个或 FA 组合的值（FA
g/100g 奶）作为参考。校准样品的设置在康奈尔每月产生，在每月核对校准。
结果
2014 年牧场研究（Woolpert et al., 2016）
这个研究调查关系到管理操作、日粮特性、乳成分和泌乳性能与荷斯坦、娟姗和杂交奶牛
的奶罐中短链 FA 浓度的相关性。假设农场愿意更加普遍地应用已知的优化瘤胃状态的管理和
营养措施以增强中短链脂肪酸的合成。牧场（n=44）坐落于佛蒙特和纽约东北部，选择基于历
来 奶 罐 中 短 链 脂 肪 酸 高 的 （ HDN ； 26.18±0.94g/100g FA; 平 均 ±SD ） 或 低 的 （ LDN ；
24.19±1.22g/100g FA）。在 2014 年 3 或 4 月期间每个牧场评估一次。收集 TMR 日粮样品和
应用近红外光谱分析化学成分。牧场水平的奶没有差异。
HDN 比 LDN 牧场每头牛每天的乳脂产量、真蛋白和中短链 FA 高。HDN 比 LDN 牧场的
存栏密度（牛/栏位）低。另外，栓系饲喂通常 HDN 比 LDN 高。HDN 和 LDN 牧场之间的日粮
DM、粗蛋白、NDF、淀粉、或日粮中的牧草比例没有差异。然而，日粮乙醚提取物 HDN 比 LDN
牧场低。每头牛的收益差异将取决于当时的奶价。不过，联邦奶订单 1#的平均乳脂和乳蛋白价
格 2014 年 3 月和 4 月分别为 4.62 和 10.17 美元/kg，因此，每头牛每天 25kg 奶，HDN 牧场
平均乳脂和乳蛋白挣得毛利分别为 5.5 和 7.72 美元/头日。每头牛每天 25kg 奶，LDN 牧场平
均乳脂和乳蛋白挣得毛利分别为 5.26 和 7.29 美元/头日。这种 HDN 和 LDN 牧场乳脂和乳蛋白
的不同，每 100 头牛每头牛每天 25kg 奶，结果毛利将会有乳脂 8544 美元和乳蛋白 15695 美
元的差异。这个研究表明：过度拥挤的饲养，降低了饲料的采食频率，较大的日粮乙醚提取物
含量与商业化牧场较低的中短链 FA 合成和降低乳脂和真蛋白产量有关。
2015 年牧场研究（Woolpert et al., 2016）
这个研究的目的是评估管理操作和日粮因素与商业化荷斯坦奶牛场奶罐中短链脂肪酸的
相关性。在拜访牧场前 6 个月选择基于中短链脂肪酸浓度的牧场，分类为高中短链脂肪酸（HDN；
24.71±0.75g/100g FA, 平均±SD；n=19）或低短链脂肪酸（LDN；23.10±0.88g/100g FA, n=19）。
2015 年 2、3、4 月各拜访牧场一次，评估基于已知的管理和设施设计对奶牛行为的影响，从
牧场营养师获得日粮的物理和化学参数、日粮配方和牧草分析值。HDN 和 LDN 牧场的平均乳
成分显示于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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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N 和 LDN 牧场的产奶量、乳脂、真蛋白产量没有差异，但 HDN 牧场（表 1）的乳脂和真蛋
白含量较高（P<0.01）
。这种中短链 FA 和乳脂以及真蛋白率之间的正相关与先前 Barbano et
al.(2014)评估的 400 多个商业化牧场奶干乳成分的结果一致。HDN 牧场的中短链 FA 使用
g/100g FA 和 g/100g 乳表达都较高（P<0.01），HDN 牧场的预成型 FA 使用 g/100g FA 和
g/100g 乳表达都较低（分别为 P<0.01 和 P=0.02）。这些结果与先前始终一致（Woolpert et al.,
2016）表明：
HDN 牧场奶罐的乳脂和真蛋白较高；以 g/天表示的中短链 FA 产量较高（P<0.01），
奶产量没有差异（P=0.91）显示：HDN 牧场奶牛合成更多的中短链 FA。然而，每头牛的奶产
量没有直接测量，但间接评估了基于拜访牧场日的泌乳数量和在拜访牧场月份期间每天运输的
平均奶罐奶量。因此，奶量的不确定数据高于奶成分的不确定数据。所以，将来的研究需要在
每天每头牛产奶量可以准确测定的情况下进行，随后确定乳成分是否中短链 FA 的分析值较高
总是与较高的乳脂肪和真蛋白量有关。
HDN 与 LDN 牧场的规模、从栏舍到挤奶的时间、泌乳天数、或体况评分没有差异。检测
的 HDN 与 LDN 牧场的产奶量、乳脂或真蛋白产量没有差异；然而，HDN 牧场每天的乳脂肪
和蛋白含量以及中短链 FA 产量较高，每单位奶固形物的毛利较高。
假设当中短链 FA 产量高时，瘤胃微生物的生物量也高，在瘤胃里提供了较高水平的必需
氨基酸。当每个脂肪酸的双键增加时，测试的奶罐乳蛋白降低（数据没有展示）。
HDN 和 LDN 牛群每头牛的收益差异取决于当时的奶价。然而，2015 年 2-4 月联邦奶 1#
订单（2015 年美国农业部）的平均乳脂和乳蛋白价格分别为 4.19 和 5.74 美元/kg。因此，每
天每头牛 30kg 单产的 HDN 牧场，平均每头牛乳脂和乳蛋白分别挣得 5.0 和 5.49 美元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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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每头牛 30kg 单产的 LDN 牧场，平均每头牛乳脂和乳蛋白分别挣得 4.75 和 5.30 美元毛
利。30kg 单产的 HDN 和 LDN 牧场之间的乳脂和真蛋白的这些差异，若是 100 头泌乳牛每年
毛收益将在乳脂和真蛋白上分别相差 9125 和 6935 美元。每天饲喂两次新鲜饲料比一次中短
链 FA 更高，存栏密度比 110%更低或相同，提供比 46cm/头更宽或相同的饲喂空间。没有检测
到牧草质量或日粮 DM、粗蛋白或淀粉含量的不同。然而，HDN 比 LDN 牧场的乙醚提取物低
和物理有效 NDF 较高。这个研究结果表明：饲养管理、存栏密度、日粮乙醚提取物含量和日粮
的物理特性与高产荷斯坦奶牛牧场奶罐的中短链 FA、脂肪和蛋白浓度有关。
奶罐奶测试摘要
与奶罐乳脂和真蛋白浓度呈正相关的关键 FA 参数是中短链 FA（g/100g 奶）。FA 链长度
（碳的数量）和总不饱和脂肪酸（双键/FA）的结构参数与脂肪和蛋白（g/100g 乳）呈负相关。
这对荷斯坦和娟姗牛都是真实的。一般来说，荷斯坦牛牧场需要中短链 FA 浓度高于 0.85g/100g
奶和混合来源脂肪酸高于 1.35g/100g 奶，以实现奶罐脂肪测试高于 3.75%。当脂肪酸双键增
加乳脂和乳蛋白将会降低（参见图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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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的双键可能是日粮不饱和脂肪酸效果的指数。保持乳每个脂肪酸双键在 0.3 或更低，奶
产量和蛋白较高。栏舍奶牛过度密集、较低的中短链 FA 和混合来源 FA 较低与较低的乳脂和乳
蛋白有关。总之，当中短链 FA 产生量较高时，奶产量等同或高于当中短链 FA 较低时，但两者
的乳脂和乳蛋白测试值（g/100g 奶）均较高。这将会增加每单位奶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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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牛的测试（Barbano et al., 2015）
当每头牛奶产量增加时，每一头牛的身体和代谢系统需求更多。更加注意通过自动信息收
集系统以监测每头牛的代谢和身体状况，并保持每头牛的健康和生产性能。因为每头牛单独为
牧场成本和收益做贡献，尤其在大型牧场管理成为了一个挑战，让每一头牛有利润和在健康以
及繁殖上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实现改善整个牧群的生产成绩。
实现聚焦于单个奶牛的状态，乳中所测量的中短链 FA、混合来源 FA 和预成型 FA 也用于
个别奶牛的乳测定，尤其在围产期。中短链 FA 的变化与总脂肪酸的比例相关性反映了奶牛能
量平衡的状态。最近，我们开发了新的中红外方法通过测试乳以评估血液 NEFA 水平。这种测
试将使用中红外乳分析仪对同样的奶样在同样的时间分析如：脂肪、蛋白、乳糖、固形物、MUN
和脂肪酸。
血液 NEFA 高表示：奶牛代谢体脂和增加代谢疾病的风险。泌乳的前三周每周一次收集 60
头荷斯坦泌乳牛的奶和血液样品。奶牛每天挤奶三次。从其中的一次收集血液样品，奶样用 Delta
中红外牛奶检测仪（型号 FTA）分析。用 Wako NEFA HR 试剂盒在体外以酶法酯交换气体自
动比色计方式对血清 NEFA 定量，这些值用于作为制作 PLS 回归模型以预测来自中红外光谱
血液 NEFA 的参考值。牛奶没有 NEFA，因此一个从奶样中预测血液 NEFA 的模型应用于从一
个样品到另外一个样品奶光谱的差异与血液 NEFA 的变化相关。最终 PLS 模型有 9 个因子，
用如下的波长范围（3000-2800,1800-1700,1585-1000cm-1），交叉验证的标准误为 172uEq/L。
校验奶和血液样品配对从不同的荷斯坦奶牛收集。血清参考测试均值为 713uEq/L，奶基于血液
NEFA 预测均值为 703uEq/L，53 个验证样品的标准误（SDD）为 218uEq/L。血液 NEFA 检测
反映 NEFA 浓度在时间上是一瞬间的，然而来自奶分析对血液 NEFA 的预测表示在挤奶时间段
总的平均值。FTIR 奶分析评估血液 NEFA 迅速（大约 10 秒），同时测定所有其他奶成分和脂
肪酸，不用试剂。该方法能用于快速评估酮病、真胃移位和可能的繁殖疾病风险。奶评估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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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FA 水平和改变中短链乳脂肪酸之间的相关性可能有能力预测以提供一个预警：奶牛将要有
真胃移位。
可以考虑中红外奶分析理念直接进入大型牧场的挤奶系统。奶重量和成分浓度（亦即：脂
肪、蛋白、乳糖和奶 NPN/尿素含量）的组合将可以计算牛奶中能量的输出和饲料输出的数据，
进而可以评估单个牛或牛群的能量和蛋白的平衡。
除了乳 BHB 和丙酮浓度，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些其他用于测定单体牛奶的方法测定血液
NEFA 以预测酮病。当前我们正在开发乳评估血液 BHB 方法。在围产早期通过奶分析测量和评
估血液 NEFA 变化的比率，将提供一个联合能量平衡评估代谢状态。通过奶分析间接测量瘤胃
PH 是开发和可能提供对奶牛瘤胃营养复杂混合互作的洞察，随后影响乳成分。
由当前 PLS 模型分析奶样而衍生出的个体参数的组合，提供了更多饲料效率、酮病和繁育
成功可能性的预测指数。将来，模型的发展可以确定妊娠的状态和怀孕的损失，中红外奶检测
的应用将给牧场实时管理乳测量带来更多的利益。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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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乳脂率低
Kevin J. Harvatine1
Departmentof Animal Science
The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巫立新编译
引 言
乳脂浓度在牧场内和牧场之间是变化无常的，受基因、一年中的季节、生理状态而变化，尤
其是对日粮反应敏感。乳脂合成是一个能量需求过程，但也代表乳制品的营养价值和经济上的
重要部分。首先在一个半世纪前被评述，日粮导致乳脂率低（MFD）被定义为乳脂产量降低超
过 50%，而奶产量和牛奶的其他成分的产量没有变化。在反刍动物饲喂高发酵日粮或日粮含有
高植物油时，经常发现乳脂率低。在今天通常经验丰富而深入和广泛的奶牛群管理中，不同程
度的 MFD 表示奶牛脂肪生产水平在奶牛遗传潜力以下。MFD 也是一个评估牛群管理的有用可
变因素。许多日粮导致 MFD 的案例中显示瘤胃发酵的限制，在更显著的案例中发现与瘤胃酸
中毒和降低瘤胃功效有关联。因此，保持理想的乳脂合成超出了乳脂销售的价值。虽然过去的
20 年已经提供了起因的大量知识和 MFD 的机制，因为高能量日粮的需求和渴望维持理想奶生
产令我们继续经历这种状况。另外，许多日粮因素常常互作导致难以预测 MFD。我们已经调查
了一段时间关于诱导和恢复 MFD 的过程，提供了洞悉辨别的起因和设定修正 MFD 的预期。我
们也证明：瘤胃可利用蛋氨酸类似物降低了 MFD 的风险，饲喂管理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MFD 过去的理论
日粮导致 MFD 的调查研究有丰富的历史记录，包括许多解释降低乳脂合成的理论。多数的
这些理论假设合成乳脂的底物供应限制导致 MFD，通常基于吸收代谢物的变化结果改变了瘤
胃发酵，包括降低了乙酸/丙酸的比例(Bauman andGriinari,2001)。这形成了著名的基于底物供
应限制的理论被提出来，在日粮导致 MFD 时，乙酸的供应限制了乳脂合成。然而，高发酵日
粮降低了乙酸/丙酸的比例主要是由于瘤胃产生的丙酸增加了(Davis andBrown, 1970)。大致上，
几十年的研究已经检测了大量的基于底物限制的理论，没有证据支持与高度发酵和高不饱和脂
肪相关的经典日粮导致 MFD(extensivelyreviewed by Bauman and Griinari, 2003; Shingfield
and Griinari, 2007; Bauman etal., 2011)。在经典的日粮导致 MFD 期间，乙酸供应量没有显示
是限制的；不过，乙酸供应可能对乳脂合成有小的影响。Sheperdand Combs (1998)给瘤胃灌
输 2.2kg/天中和了的乙酸增加了乳脂产量 230g/天。我们最近观察到：灌输 420g/天中和了的乙
酸增加了乳脂 178g/天(Urrutia et al., 2015)。重要的是这些增加令乳脂到正常的水平以上
（>3.55%）。乙酸似乎提供了一个在经典日粮导致 MFD 条件之外的小的改变乳脂的机会。
Davis andBrown (1970)承认：在低乳脂综合症时，反式-C18:1 脂肪酸（FA）增加了奶牛的
乳脂。他们认为：反式脂肪酸来源于不饱和脂肪酸在瘤胃的不完全生物氢化，可能是 MFD 发
生的原因之一。随后的研究已经证明特定的反式脂肪酸与 MFD 之间有明确的关联性(see
reviews by Bauman andGriinari,2003; Shingfield and Griinari, 2007; Bauman et al., 2011)。以
往 20 多年的研究已经清楚的确认：日粮导致 MFD 是与来自日粮的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
瘤胃代谢产生的独特 FA 相关。提及生物氢化理论是基于日粮导致 MFD，把日粮多不饱和脂肪
酸（PUFA）生物氢化的中间体即特定的 FA 与乳腺脂类合成的抑制作用关联起来，这些只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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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瘤胃发酵变化的确定状况下（图 1, Bauman and Griinari, 2003)。反式-10，顺式-12 共轭
亚油酸（CLA）是这些 FA 中第一个被认识到的，它在整个动物界和分子水平已经被广泛研究
(reviewedby Bauman et al., 2011)。试验中在胃里灌注 CLA，其剂量与降低乳脂分泌之间存在
曲线相关性(R2= 0.96)；仅仅小于 2.5g/天的 CAL 进入瘤胃就会造成 20-25%的降低(de Veth et
al., 2004)。在乳脂中包含的 CAL 与降低乳脂之间也存在曲线相关性（R2 =0.93;de Veth et al.,
2004)。乳 FA 的配置提供了一个瘤胃流出 FA 灵敏的指示器，自肠道直接吸收乳糜微粒起始形
成了 85%的 FA(Palmquistand Conrad, 1971)。

瘤胃生物氢化
反刍动物日粮含总脂肪低，然而牧草、含油种子、脂肪添加物和一些副产品会导致 PUFA
摄入的显著增加。日粮 FA 在瘤胃中代谢造成在日粮的 FA 配置和吸收之间的巨大差异。多数日
粮中的 FA 被酯化、在瘤胃里被水解、导致不饱和 FA 被异构化（双键位置变化）和生物氢化
（双键被移除，图 1）。生物氢化的程度和中间产物的形成是由脂肪来源的特性、在瘤胃里保持
的时间和微生物种群的特征决定的(Allen,2000, Palmquist et al., 2005)。日粮因素改变瘤胃发
酵（如：高淀粉、高油、莫能菌素），也通过联合微生物数量的组合效应利用 PUFA 生物氢化的
可替代途径改变瘤胃 FA 代谢。
瘤胃生物氢化可能是简单地描述了作为一个可利用 FA 池大小的功能、瘤胃保持时间和细
菌生物氢化能力(HarvatineandBauman, 2007)。微生物的生物氢化是一个多步骤的过程，其动
力学没有很好的证明。Harvatineand Allen (2006b)用池子和流量的方法(Firkins et al., 1998)观
察到一个以棉籽为基础并包含脂肪添加物的日粮体内瘤胃 FA 动力学。日粮 FA 瘤胃通过率缓
慢(6.4 to 7.4%/小时)表明一个长的平均瘤胃保持时间。形成对比，很少部分生物氢化的亚油酸
通过率是高的(14.6to 16.7%/小时)。有趣的是，生物氢化的反式 C18:1FA 通过率也是非常高的
(33.4 to 48.4%/小时)，虽然反式 C18:1FA 的生物氢化降低了是与增加了十二指肠生物氢化中
间体的流量和日粮导致的 MFD 有关。体内瘤胃 FA 动力学清楚地证明：瘤胃 FA 代谢对日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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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因素和在瘤胃里长的保留时间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代谢脂肪来源而不是快速地利用是反应敏
感的。
乳脂在牧群之间和内部变化
在牧场之间乳脂是可变的，因为日粮、管理的做法和牛群的基因等这其中的其他因素不同。
Baileyet al. (2005)指导了一个变化的奶产量和奶成分的经济分析，超过两年时间在中东牛奶市
场每月记录所有奶牛产的奶，报告了一个广泛分布的乳脂浓度，1/3 的奶牛在 1-3 个月中经历
了乳脂的降低。在牧群中乳脂成分存在的显著变化是由于泌乳阶段、基因、生理状态、管理以
及这些因素的互作。905 头奶牛样本存在低乳脂（牛群平均乳脂为 3.2%）是这种变化的很好证
明。25%和 75%的乳脂浓度分别为 2.6%和 3.6%。我们也观察到了：乳脂浓度和奶产量之间的
相关性，高产奶牛的乳脂浓度低。虽然牛奶产量没有显著的变化，乳脂浓度有一个大的斜率回
归线：34kg 产奶量平均乳脂率 3.81%、34-43kg 产奶量平均乳脂率 3.19%、43kg 以上产奶量
平均乳脂率 2.90%。增加产奶量可能降低了乳脂率是由于在产量较高时稀释了乳脂，但也可能
是由于一定程度日粮导致的 MFD。
乳脂率低的日粮风险因素
出现 MFD 的预测是复杂的，因为它不是简单的日粮因素直接引起的；而是多种因素互作的
结果:生物氢化的比率减少和转移生物氢化到其他替代途径。这更合适考虑日粮风险因素，即：
连续移动日粮从低风险到高风险。如下是主要风险因素的摘要。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清单，但是
多数重要问题的要点。
日粮发酵性能
微生物数量是由可利用底物和瘤胃环境所驱动的，是直接依赖于淀粉、NDF 及其比率和瘤
胃消化的程度。发酵能力的最大化对能量摄入是重要的，但应当注意考虑到最小化亚急性瘤胃
酸中毒。相比半干青贮草基础日粮，乳脂低更普遍地出现于玉米青贮；相比干玉米，高水分的
玉米是更快速消化的淀粉来源。低乳脂通常与亚临床和临床瘤胃酸中毒有关，但 MFD 时常观
察不到瘤胃 PH 降低(Harvatine and Allen, 2006a)。瘤胃 PH 值是取决于挥发性脂肪酸（VFA）
的状况、产生的比率和吸收的比率、缓冲液的分泌、日粮缓冲的呈现和一天中大约 1-1.2PH 单
位的变化(Allen, 1997)。提供多种多样的淀粉和纤维的来源具有消化能力的重叠率是最安全的
方法。另外，糖替代日粮淀粉可以减少消化率不足的风险(Mullinsand Bradford, 2010)。
日粮多不饱和脂肪酸
多不饱和脂肪酸对瘤胃生物氢化有双倍的影响，他们改变了微生物的数量和增加了必需成
为生物氢化底物的数量。了解总的不饱和脂肪酸数量和来源、确定 FA 的轮廓和 FA 有效利用率
是重要的。鱼油影响最大，但通常不会在日粮里超量。棉籽、大豆、玉米和许多其他的植物油
含 C18:2 高（见表 1-1），这些谷物、油和他们的副产品联合使用增加了 MFD 的风险。瘤胃不
饱和脂肪酸负荷的概念(RUFAL, Jenkins, 2011)是一个简单的和富有洞察力的考虑到脂肪来源
添加物的预测。瘤胃 FA 有效利用率有显著的差异，例如：棉籽和完整的烘烤大豆比谷物蒸馏
物、磨细的原料或油添加物在瘤胃里释放的 FA 更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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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是增加日粮能量密度和许多可利用保护性脂肪通常的补充物。补充高饱和脂肪（棕榈
油和硬脂）不会增加 MFD 的风险；然而 FA 钙盐在瘤胃里可利用和会降低乳脂(Lundy et al.,
2004;Harvatine and Allen,2006b)。FA 钙盐在瘤胃里缓慢地释放不饱和脂肪酸，比游离油减少
了这些油的影响，但没有提供高水平的瘤胃保护。钙盐的影响取决于 FA 的状况和与其他因素
的互作(Harvatine and Allen, 2006a; Ricoand Harvatine, 2011)。
瘤胃改良剂
许多添加剂对瘤胃微生物数量有大的影响。莫能菌素是最常见的与 MFD 有关的瘤胃改良
剂(Jenkins, 2011)。然而，它仅仅是一个风险因素，可以安全地用于许多日粮。其他瘤胃改良
剂可能降低风险，虽然支持他们有效性的证据级别不同。我们在两个独立试验中发现 2-羟基-4
甲硫基丁酸（HMTBA）降低了日粮导致的 MFD 风险(Baldin et al.,2014; Baldin et al.,2015)。
虽然机制不清楚。另外，直接饲喂一种微生物产品显示在高发酵能力挑战日粮中使瘤胃生物氢
化稳定(Longuskiet al., 2009)及其他可能类似的影响。
饲喂策略
饲喂谷物太多通常与亚临床瘤胃酸中毒和 MFD 有关。多数人认为 TMR 饲喂消除了该问题，
因为每一口的营养成分都一样。然而，由于种类和摄食的速率变化每天可发酵的有机物的摄入
率是变化无常的。通常，在一天的较早时间奶牛挑食更多的可发酵饲料颗粒，但也在提供新鲜
饲料后和在下午较晚时高速度采食大约四次(Niuet al., 2014)。我们观察到：给奶牛一天每 6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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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饲喂四次等量的饲料比每天两次乳脂产量高(Rottman etal., 2014)。提供新鲜饲料强烈刺激采
食及采食次数可能选择转移采食到每天的低采食时期。
奶产量水平和日粮反应的互作
在几个试验里我们已经观察到个别奶牛对日粮导致 MFD 的变化，高产奶牛对 MFD 风险因
素更敏感。比如：Harvatine and Allen (2006a)做了饱和（高饱和游离脂肪酸颗粒，Energy
Booster 100)和不饱和（脂肪酸钙盐，Megalac R）FA 添加剂与没有脂肪添加剂的对照组在低
产和高产奶牛的对比（对照组 39.4 比试验 47.0kg/天）。当在同样的牛舍饲喂同样的对照组日
粮，低产奶牛平均乳脂率 3.45%,高产奶牛平均 3.05%。另外，当饲喂不饱和脂肪酸钙盐低产奶
牛处理组的乳脂率低了 6%，但没有显著差异；同时高产奶牛乳脂降低超过了 20%。一个类似
的反应也被观察到(Rico et al., 2014)，当比较高棕榈油脂肪酸添加物（87%C16:0；Berga-Fat
F100）与脂肪酸钙盐（Megalac）时，低产奶牛两个处理组从数据上增加了乳脂，但高产奶牛
降低了乳脂，当饲喂不饱和棕榈油 FA 时增加了乳脂中的反式-10 C18:1。这些共同的研究证明：
在奶产量的水平和日粮导致 MFD 之间有一个强的相关性。精确的机制不清楚，但高产奶牛也
有高的采食量。增加采食量预期会增加过瘤胃率，可能改变微生物数量和增加瘤胃在完全生物
氢化出现之前的反式中间物流出量。另外，高产奶牛可能在饲喂上、反刍行为和增加食物大小
上有差别，或者在提供饲料后大量的采食可能导致瘤胃酸中毒。
如何预测乳脂低的发生
日粮发酵能力的复杂性和相关的影响令预测 MFD 很困难。没有许多风险因素的组合以平
衡日粮实现最大化奶产量和能量摄入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连续不断地试验监控奶牛对日粮修改
的反应是反刍动物营养的最佳实践(Allen,2011)。比较营养浓度、预测基准模式和类似日粮的试
验是重要的。不过，甚至最好的饲料分析、软件、日粮成分互作的经验和日粮的风险是对奶牛
最佳的决定。书本的价值在于大致地描绘多数原料的 FA 轮廓。副产品的 FA 浓度应当严密监
控，我们也注意到玉米青贮的 FA 浓度显著变化。若 MFD 在牧场是经验丰富的，明智的做法是
对主要牧草谷物原料进行 FA 分析。
诱导和恢复的时间过程
传统上，日粮因素引起的低乳脂差不多有通过 MFD 的归纳法专门地研究。这是有用的因为
它告诉我们什么日粮因素导致 MFD，但是它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当有了 MFD 时怎样恢复或加速
恢复。在真胃灌注 12 个小时内观察到乳腺敏锐地感觉到 CLA 的吸收并减少了乳脂合成
(Harvatine and Bauman,2011)。我们做了用时间过程描述日粮导致 MFD 的诱导和恢复时间的
试验，反复观察饲喂高风险日粮乳脂产量逐渐降低和在 7-10 天达到最低点(图 2，Rico and
Harvatine, 2013)。当给奶牛恢复日粮，乳脂逐步增加恢复到主要的部分大约需要 10 天。识别
什么可能导致 MFD 这一时间过程非常重要，并能设定预期和监控从状态中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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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乳脂变化到低于牧群目标，靠谱的方法是系统地消除风险因素。挑战是消除风险因素不
会带来奶和能量摄入的损失。一个多元综合的方法可能是最好的。首先，确定日粮的不饱和脂
肪酸水平和可利用率。在短期内，最小化不饱和脂肪酸摄入可能是最佳的第一步。第二，确定
日粮的发酵能力是否比最理想的高。在一些案例中减少发酵能力可能减少亚临床酸中毒和改善
瘤胃功能而无损失奶产量之虞。若日粮发酵能力显示在安全范围之内，可能导致奶产量降低的
结果，所以要在修改了日粮后密切监视产量。最后，确定若对瘤胃做一种修饰可能增加发酵的
稳定性。对恢复的时间过程有合理的预期是非常重要的。日粮改变期望在 10-14 天可以观察到
改善的结果，但完全恢复需要近 3 周，更多的日粮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对乳脂其他的重要影响
乳脂的季节变化
多数奶牛从业者和营养师认可乳脂季节的变化，有时归因于牧草来源的变化、气候、或在
一天内奶的变化。在佛罗里达所有奶市场观察到的极其可重复的季节模式是乳脂和蛋白（图 3）。
美国多数区域，乳脂浓度的顶点在 12 月或 1 月，最低在 7 月。每年的周期波动范围在 0.2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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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这种高度可重复模式是合理地独立于年复一年的牧草品质和季节的差异。当设定生产
目标和排出乳脂生产故障时，这种季节变化应纳入对乳脂浓度的预期。

生理节律模式
生理节律是奶牛的模式，奶牛有每天的饲料摄食和乳合成模式。奶牛场从业者通常意识到早
晚的奶产量和成分有差异。Gilbertet al. (1972)报道：早晨奶产量比间隔 12 个小时的晚上高
0.64kg，但乳脂和乳蛋白分别高 0.32 和 0.09 个百分点。最近，Quist et al. (2008)进行了一个
对 16 个牧场每天挤奶的奶产量和成分变化的大型调查。每天挤奶 2 次和 3 次，5 天的样品奶
产量和乳脂浓度显示一个清晰地每天重复模式。我们也观察每次挤奶的奶产量和乳成分，每 6
小时挤 1 次奶、8 小时饲喂 1 次；或每 6 小时饲喂 1 次(Rottman et al., 2014)。我们观察到了
每天乳脂合成的节律，每天饲喂 4 次降低了节律的波幅。这表明：每天的节律部分地取决于
采食的时间。我们探索到基于这些节律包括全天饲喂时间和饲喂多种日粮的营养机会。
结论
乳脂率低是由瘤胃发酵过程和乳腺组织代谢之间互作的结果。过去 100 多年乳脂合成的研
究已经产生数量庞大的学说。直到今天，生物氢化理论是唯一的提供起因证据和经得起严格
检验的机制。生物氢化机制的中间体降低了乳脂的合成，已经和将继续提供富有洞察力的乳
脂合成规则。乳脂率低继续是一个降低奶牛效率和生产能力实际存在的状况，但理解它的基
本原理将使我们能有效管理和采取干预策略。与 MFD 有关的风险因素的管理必须达到产奶和
乳脂两个目标。诱导和恢复的时间过程可以从识别贡献因素和设定恢复预期两个方面着手。
最后，乳脂合成的季节和生理节律模式阐明了夏季和冬季以及挤奶观察到的变化。应当考虑
监控和设置生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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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控制乳脂率低—不要让他控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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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立新译
摘要
日粮导致的乳脂率低（MFD）持续对乳业有重大经济影响。寻找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当
务之急。通常认为：MFD 与来自瘤胃中混合微生物种群的脂类代谢所产生的确定类型的共轭亚
油酸（CLA）有关。这篇文章将讨论一个系统的方法去理解和处理引起 MFD 的营养互作。
前言
因为在多数联邦的订单中奶价是基于成分而确定的。因此，在奶牛场乳脂产量持续降低将
造成显著的经济损失。幸好，多数牧场的经验足以应付 MFD 的小问题，因为他们的配方师开
发和保持了一个持续的、好的配方饲喂程序。即使最好的营养师，在饲料价格变化、可利用的
饲料成分限制或饲料成分的营养组成发生始料不及的变化后做出反应，无论如何都有可能成为
MFD 的受害者。显然饲喂流程合乎逻辑的变化在短期内能引起乳脂率几个百分点的降低。这需
要花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以确定找到营养的原因使乳脂恢复正常。
CLA-饲料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在瘤胃微生物的作用下合成的生物活性脂肪。
MFD 是在瘤胃中营养驱动变化所引起的。饲料中的脂肪被瘤胃微生物群代谢形成生物活性
脂肪。“生物活性”通过脂肪方式影响活的细胞和组织。这些生物活性脂肪就是前面提及的共轭
亚油酸或 CLA。瘤胃微生物产生超过 20 种已知的 CLA，但有三种引起 MFD。这里的讨论将提
及这三种 CLAMFI，因为这些 CLA 充当乳脂肪抑制因子（MFI）。CLAMFI 在瘤胃中产生通过血液
流到乳腺，在乳腺里他们损害几种合成脂肪必需的酶而抑制乳脂的合成。CLAMFI 也存在于奶牛
体内形成合适的乳脂水平，但浓度太低会引起 MFD。
CLAMFI—在瘤胃产生的三种 CLA 是乳脂的抑制剂和引起 MFD 的原因。
奶牛采食饲料的类型影响瘤胃状况的底线是影响 CLA 产生的数量和类型。当在瘤胃里
CLAMFI 生产过剩会导致 MFD、过量的 CLAMFI 和因 MFD 可能引起的值得关注的几种关键的营
养风险。该文的要点在这些风险和由此导出的营养师对乳脂合成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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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师在尝试着防止或解决 MFD 最担心什么？
我是否有在营养上控制 MFD 的案例？
在任何时候为任何奶牛考虑乳脂状况时，营养师在着手改变日粮可能或不可能改善乳成分
之前将需要思考几个最基本的问题。这几个问题是：
. 我是否满意奶牛的乳脂产量和是否有将好事搞乱的风险？
. 我看到乳脂降低的百分点，但乳脂降低的量真的大到足以影响我核查牛奶吗？
. 最近我看到乳脂降低，但这是持续的趋势还仅仅是乳脂检测中正常的波动？
. 乳脂检测降低，是营养问题亦或是每年经常出现的泌乳季节变化？
引起 MFD 的营养因素是什么？
五个独立的营养因素是当前影响奶牛 CLAMFI 和 MFD 发生的指标（见图 1）。我们将逐个
讨论。更多已知的影响因素是粗饲料、淀粉和日粮脂肪。本文将考虑到更细节的、被少量的测
试和证明到的酵母和管理影响因素。

脂肪
在奶牛日粮中太多的脂肪是导致 MFD 的一个经典。营养师清楚地意识到脂肪必须限制在
比蛋白或碳水化合物较低的水平以避免损害瘤胃发酵、减少饲料采食量和 MFD。当高脂副产品
的价格有利时，推动饲喂脂肪是诱人的；当谷物价格达到创纪录的水平时生产商业化的脂肪更
有竞争力，或牧场从周边的食品加工厂获得高脂废料（表面上廉价）。防止 MFD 来自这些高脂
成分的关键在于充分地理解这些成分对瘤胃微生物和奶牛的营养和化学影响，选择一个对产奶
量和乳成分危害风险最小而利益最大化的饲喂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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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添加剂造成不同程度的 MFD 风险。低风险脂肪导致瘤胃微生物群少许的破坏，由此
保持正常的发酵，限制 CLAMFI 低风险脂肪产生是高饱和脂肪酸或脂肪酸钙盐总的特征。多数
商业化的过瘤胃脂肪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或两个特征。因此 MFD 的风险是低的。过瘤胃脂肪饲
喂率通常受成本和有效性限制。另外，过瘤胃脂肪是干燥固体产品，因此比液体脂肪容易包装、
运输，在牧场混合无需特殊设备。过瘤胃脂肪也被称为瘤胃惰性脂肪，突出表现在他们对瘤胃
破坏的低风险。
高风险脂肪添加剂包含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表 1），常常包含在粗饲料、谷物和油籽中（棉
籽、大豆、油菜籽、葵花籽等）。在瘤胃中来自一种或更多种这样高浓度的不饱和脂肪酸会抑制
一些瘤胃微生物种类。这种变化会促进产生 CLAMFI 的种类导致 MFD 积累。这些不饱和高风险
脂肪添加剂涉及到瘤胃活性脂肪，着重在他们有破坏瘤胃环境的倾向。
表 1.

用于奶牛日粮能量供给的脂肪原料单个
和总的不饱和脂肪酸（UFA）数值

瘤胃不
饱和脂肪酸
负
荷
（RUFAL）
是一个便利
的监控不饱
和脂肪酸的
工 具 。
RUFAL 反
映了每天从
饲料到瘤胃
总的不饱和脂肪酸的量。RUFAL 反映的是不饱和脂肪酸占所有饲料成分的比例而不仅仅是脂
肪的添加量。RUFAL 比简单计算日粮添加脂肪的百分比能更好地显示瘤胃发酵降解的潜力。研
究表明：增加 RUFAL 致使发酵中断，会影响动物生产成绩。过多的 RUFAL 能导致 MFD。然
而单一的 RUFAL 临界值得以防止 MFD 的出现，其值低于 500g/天头被认为是低的脂肪摄入量，
同时在 500g/天头之上预示脂肪酸的摄入可能在较高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牛群的乳脂率在
3.8%之上 RUFAL 超过 1000g/天头，所以该工具仅仅是一个辨别日粮脂肪高低的指南。
奶牛饲喂脂肪的诸多策略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在饲料中完全准确也十分困难。
与脂肪添加相关而又完全准确的饲喂量通常能防止 MFD。有效地使用大量的可利用的脂肪产
品、切实可行的指导方针一定能开发出完全匹配脂肪资源的营养补充品。许多的建议是限制瘤
胃活性脂肪，推荐在奶牛日粮里添加脂肪单个饲喂。
这些单一数量容易记忆和计算，但是没有解释来自基础日粮的脂肪酸贡献量或调整与脂肪添加
成分相关的脂肪饲喂率。可以选择以下的两种计算法：
1、限制来自所有原料（基础成分+脂肪添加剂）总的脂肪消耗量，如此：
总的脂肪酸摄入量 kg=乳脂产生的量 kg
2、限制瘤胃活性脂肪，如此：
瘤胃活性脂肪酸 kg=4*NDF*DMI/UFA*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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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NDF: 奶牛 TMR 的%
DMI：奶牛干物质采食量（kg/天）
UFA：在瘤胃活性脂肪添加物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用于计算包括案例的详细指导可以参阅：http://virtusnutrition.com/。点击窗口标签“What’s
Your Fat Feeding Strategy?”（你的脂肪饲喂策略是什么？）

淀粉
高谷物日粮也引起 MFD。淀粉的快速发酵会导致瘤胃酸积累和较低的 PH 值。在 24 小时
内引起瘤胃 PH 值明显变化的因素包括：日粮碳水化合物轮廓和受原料来源影响的碳水化合物
碎片的降解率、加工处理和水分；受原料来源和颗粒大小影响的物理有效 NDF（peNDF）供应；
以及作为 peNDF 供应和来源的功能所产生的唾液缓冲液。尽管总体上我们理解这些因素，但在
瘤胃中 CLAMFI 的积累所要求的低瘤胃 PH 值持续的时间和程度并不知道。即使数据有限，瘤
胃 PH 值变化多数可能与 MFD 有关，因为他们倾向于通过生物氢化的可替代途径改变细菌的
数量。

研究显示：低 PH 值改变了瘤胃微生物数量和导致 CLAMFI 的积累。Fuentes et al. (2009)
的一个研究，瘤胃培养物的 PH 从 6.5 降低到 5.5 导致产生 CLA 的改变：CLAMFI 增加（见图
2）。虽然瘤胃 PH 降低通常乳脂率下降，但仍然有很多的点围绕着线散布开（见图 3）。这表明：
瘤胃 PH 值不是控制 CLAMFI 和乳脂率的唯一因素。并且瘤胃酸中毒没有观察到是 MFD 的必要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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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中淀粉碎片的降解率也决定了 MFD 的风险。现场观察和研究推断显示：淀粉快速发
酵的能力与 MFD 的风险关系很大。高谷物含量的发酵饲料比如玉米青贮和高水分的玉米具有
最高的风险。玉米品种的差异、贮存的时间和植物生长的气候条件都可能会影响淀粉降解的速
率。Nowbold et al. (2006)的一项研究，用体外测试瘤胃流动超过 3 个小时，发现玉米青贮贮存
2 个月比 10 个月的降解度增加 30%。若贮存的高降解度玉米是疑似引起 MFD 的原因，通常就
有一些补救的改进措施。其一是用一些可降解的饲料稀释青贮，但通常是不可行的。一个可供
选择的替代方案是专注于其他风险因素（比如瘤胃 PH 和日粮脂肪）以最小化 CLAMFI 的产生。

粗饲料
/纤维
在奶牛日粮中保持足够的粗饲料水平以降低 MFD 的风险。如同前面的解释，粗饲料能帮
助维持瘤胃 PH 值和限制 CLAMFI 的合成。这种方法主要是 peNDF 维持奶牛的反刍和产生唾液
缓冲液。营养师以特殊的粗饲料为准则为奶牛定制化特殊的饲草需求。在这些准则里，维持一
个一致的粗饲料计划是预防 MFD 问题的第一线路。
此外，粗饲料中淀粉的降解率也影响 CLAMFI 产生。在青贮中高降解率的淀粉与增加 MFD
的风险有关。意即：单是青贮中的 NDF，作为粗饲料水平的代表和假定的 peNDF 是不足以解
释所有的 MFD 现象。
不为人知和常常被忽视与 MFD 关联的粗饲料品质是他们贡献给奶牛的总的脂肪摄入量。
比如：在青贮玉米中脂肪酸通常平均占 DM 的 1.5-2 .0%，但能达到 3.5%或更高。切记这是重
要的：当做粗饲料分析时，脂肪酸含量与粗脂肪含量不同（图 5）。脂肪含量传统上是由饲料的
乙醚提取物成分确定的。除了提取脂肪外，乙醚也提取一些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色素。因此，
在谷物、粗饲料和总的混合日粮中的粗脂肪通常包含少于 60%的脂肪酸。粗饲料包含 3.5%总脂
肪酸可能包含 5-6%的粗脂肪。

考虑到在一些运营中大量的玉米青贮饲喂奶牛，单从青贮中就摄入了大量的脂肪。已经有
报道在放牧草中摄入了高的脂肪酸，但也面临正确的分析挑战。从 2009 年 3 月到 11 月，在克
莱蒙森大学奶牛放牧的黑麦草 DM 中脂肪酸的含量从最初的 6.8%降低到放牧结束的 4.7%。重
要的是:干草分析不代表放牧摄入的草。收割和晒干的植物物质在晒干草的过程中导致大量的脂
肪酸和其他营养损失，因为牧草在收割后的一段时间植物代谢仍在继续。在克莱蒙森大学奶牛
放牧研究中，最好的方法是：奶牛实际放牧所吃的黑麦草样品，剪切后立即浸入液氮中以停止
所有的植物代谢。然后，在分析前样品冻干并保持冰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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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母和
霉菌

管理

酵母/霉菌和管理被认为是 MFD 显著的两个风险因素，但是它们怎么影响瘤胃功能和积聚
CLAMFI 知之甚少。理论猜测霉菌和酵母可能产生抗生素类物质作为它们代谢的一部分，由此可
能对瘤胃微生物细菌带来负面影响；无论如何许多遗骸证明这种看法。发酵饲料中不希望有高
数量的酵母和霉菌，不仅仅是 MFD 的风险，但也因为它会减少饲料采食量，负面影响动物健
康和降低整个泌乳期的生产性能，加之因营养成分缩水而招致增加饲料的损失。保存良好的青
贮，通常的酵母数低于 10,000CFU/g。定义不适合的数量影响动物的健康和生产性能，可能特
殊的酵母和霉菌菌种感染植物。作为总的原则，酵母数量在或大于 100 万 CFU/g 应当引起关注。
管理的因素也与 MFD 风险的增加有关。包括卧床空间、饲养密度和 TMR 混合均匀度。这
些因素都能引起排序和谷物饲喂的问题而导致瘤胃低 PH 值，随后在瘤胃中产生 CLAMFI 。
即使当我们完全按照指南去做了为什么有时还有 MFD 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图 1 中显示的圆圈在图 6 中做了比较好的描述。替代单个独立的因
素，MFD 的营养风险是互相关联的。一个营养参数不易察觉的变化，即使在指南可以接受的范
围内，会导致整个瘤胃环境失衡
和引起 CLAMFI
积累。因此，如若你遵守了指南，
但仍然有 MFD，
则所有参数的平衡已经打破。

图 6 在单个因素中一个相互
描述与增加 MFD 风险有关。圆
表一个 MFD 风险因素与另一个
作。

作用可替代的
圈暗的部分代
风险因素的互

实例：培养瘤胃微生物既可
或高大麦的日粮，在里面添加或

以饲喂高玉米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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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豆油（0 和 5%），和添加或不添加莫能菌素（0 和 25ppm）。脂肪化合物称为反式-10 C18：
1 作为检测 CLAMFI 的代表（两者的产生有高度的相关性，在这次的研究中分析反式-10 C18：1
更可靠）。在玉米和大麦两个日粮中添加豆油增
加培养物中反式-10 C18：1 的浓度（Jenkins et al.,
2003)。在一个较小的范围，莫能菌素也增加了玉
米和大麦两个日粮的反式-10 C18：1。然而，当莫
能菌素和豆油两者都添加到日粮里联合互作，当
是玉米基础日粮，添加莫能菌素和豆油没有提高
反式-10 C18：1。当是大麦基础日粮，添加莫能菌
素和豆油提高了反式-10 C18：1，在任何风险因
素以上。
类似于谷物、莫能菌素和脂肪的互作在泌乳
牛上已经得到检验(Van Amburgh
et al., 2008) 。80 头荷斯坦奶牛被随机分配到高（27.7%）或低（20.3%）任一个淀粉日粮组 21
天，随后添加莫能菌素（13ppm）或玉米油（1.25%）21 天。然后，在最后 21 天切换相对的玉
米油水平日粮饲喂奶牛，提供 8 个处理。相比莫能菌素而言油水平是 MFD 高风险因素：降低
乳脂玉米油从 3.32%到 2.99%，莫能菌素从 3.20%到 3.11%。饲喂高淀粉日粮对 MFD 有临界效
应：乳脂率从 3.25%降低到 3.06%。在该研究中淀粉降解率可能对 MFD 有贡献，因为日粮包含
蒸汽压片玉米，其固有的特性是瘤胃淀粉降解率很快。因此降解性配合高干物质采食量可能是
比单一采食淀粉更强有力的 MFD 风险因素。
小

结

发现 MFD 出现的突破点与瘤胃里 CLA 的产生有联系。饲喂管理中控制 MFD 需要通过限
制瘤胃中 CLAMFI 积累。总体上，不是单一的日粮因素为 MFD 负责，在日粮中各种各样的成分
互作会增加 CLAMFI 从瘤胃中流出。所有的风险不得不考虑在给出的日粮配方中组合因素所扮
演的角色，以及考虑管理和物理性的植物限制因素。进一步的研究必须是更好地理解推动
CLAMFI 形成可能触发 MFD 的奶牛状况。改善对这些事情的理解将提供更好的分析解决 MFD
的关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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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管理

饲养管理：日粮特点、饲养环境和奶牛饲养行为
R. J. Grant1 and M. A. Campbell
William H. Miner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巫立新译
前言
提供一个最佳的喂养环境可以增强奶牛对食物的反应。确保饲料的可获得性是特别重要的
-畜群例行饲喂和始终如一的推料比没有这样做的平均多产奶约 1.4 至 4.1 公斤/天(Bach et al.,
2008)。很少有管理因素能引起这么大的响应，任何对饲养管理的评估都应该从饲喂的有效性开
始。
当牛群聚集在一起时，饲料槽上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有无限的饲料供应，奶牛之间
的互动方式也会让某些奶牛比其他奶牛更有优势(Olofsson, 1999)。因此，管理目标不是消除饲
料槽上的竞争，而是控制竞争。必须优化关键因素，以鼓励理想的饲养行为和良好配方日粮的
最佳摄入量包括:
⚫ 充足的饲料供应和可获得性;
⚫ 不妨碍获取饲料的竞争;
⚫ 不限制休息或反刍活动。
此外，基于迄今为止的研究和实际的农场观察，推荐的饲养管理实践包括(Grant, 2016)：1)
在整个料槽的长度上提供一致的饲料质量和数量；2)保持料槽密度≤100%(≥60cm /奶牛)；3)日饲
喂全混合日粮(TMR) 多于 2 次/天；4)确保饲料在饲喂后 2 小时内推料；5)除了头胎舍外，牛群
剩料约为 3%，头胎牛这一比例应接近 7%；6)确保料槽的空料不超过 3 小时/天。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1)马里兰研究所最近进行的关于饲养密度的影响及其与日粮和饲养环
境的关键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以及 2)重新评估饲养管理的行业规范。
过量饲养和奶牛的反应
影响饲养行为和采食量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饲养密度。在美国奶牛行业，饲养密度过大是一
种常见现象。美国国家动物健康检测系统（USDA-NAHMS）对自由散栏奶牛场的调查显示，
58%的奶牛场提供的饲槽位宽度小于 0.60 米/头(即，目前奶业对饲养空间的建议；美国农业部，
2010)，提供给 43%的牛饲槽少于一个标准位置(美国农业部，2010 年)。在美国东北部的一项调
查中，料槽的饲养密度平均为 142%，范围为 58-228% (von Keyserlingk et al.，2012)。存栏过密
的持续存在反映了与每个卧床利润最大化的关联(De Vries et al.，2016)。目前的经济分析表明，
如果只关注盈利能力，一定程度的存栏过密可能是最优的。De Vries et al.(2016)使用已发表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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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建模：存栏密度(卧床位和料槽位)、躺卧时间和利润($/卧床位/年)之间的关系。这一经济分
析报告称，在美国，由于生产成本和牛奶价格的普遍上涨，每个卧床位的利润实际最大化的存
栏密度为 120%左右。存栏过密的盈利能力是通过增加每栏产量、增加或减少每头牛产量的成
本、可变成本(即：成本随着牛奶产量的变化而变化)和奶价（De Vries et al.，2016)实现的。然
而，过量的饲养会降低奶牛惯例的自然行为能力(Wechsler, 2007)，这是与奶牛福利相关的一个
主要因素。
过量的饲养会干扰奶牛正常进食和休息的能力，而正常进食和休息约占奶牛一天的
70%(Grant and Albright, 2001)。奶牛被迫在休息、进食和其他行为中做出选择时，会优先考虑
休息(Metz, 1985;Munksgaard et al.，2005)，这表明过量的存栏可能会限制它们满足每日时间预
算的能力，即：每天 3 至 5 小时的采食、10 至 14 小时的躺卧和 7 至 10 小时的反刍(Grant and
Albright, 2001; Gomez and
Cook, 2010)。Bach 等人(2008)观察 47 个奶牛场，这些奶牛场属于同一合作社成员，饲养相同
的 TMR，能够隔离管理环境对奶牛性能的影响。尽管有着相似的遗传基因和相同的饮食习惯，
牧群牛奶的平均日产量从 20.6 公斤到 33.8 公斤不等。房屋环境有 56%的变异和自由饲养密度
占农场间变异的 32%。
较高的饲养密度会减少采食时间，增加在料槽的攻击性(Huzzey et al.，2006)，可能会减少
反刍(Batchelder, 2000)，减少躺卧着的反刍(Krawczel et al.，2012a)，并减少躺着的时间(Fregonesi
et al., 2007; Krawczel et al., 2012b)。密度过大也会增加饲料消耗和进食量(Collings et al.，2011)。
饲养密度是亚临床应激源
亚临床应激源的概念表明，两个应激源的总和，如牛舍和喂养管理，将大于任何一个孤立
的。一个亚临床应激源消耗动物的生物资源而不产生可检测的功能变化，这使得动物处于后来
的压力源没有资源作出反应 (Moberg, 2000)。因此，动物可能表现出行为上的变化，而这些变
化并不总是导致临床或可见的结果，如产奶量降低或健康状况改变。然而，存栏密度亚临床应
激源会降低奶牛抵抗额外压力的能力，使其处于痛苦的状态。由于饲养和奶牛管理的不断变化，
可能会产生额外的压力。
实验 1. 密度过大和有效的物理纤维
在我们的第一个研究中，48 头经产和 20 头初产荷斯坦奶牛被分配到 4 个栏中的 1 个(n=17
头/栏)。每栏被分配到一个 4×4 拉丁方的 14 天周期使用 2×2 阶乘安排的处理。两种饲养密度
(STKD;100 或 142%)和 2 种日粮(有稻草，S 和没有稻草，NS；表 1)，结果有 4 个处理(100NS,
100S, 142NS, 142S)。饲养密度通过禁止行动颈夹和自由栏来实现(100%，17 个自由栏和颈
夹;142%，12 个自由栏和颈夹)。每个栏作为一个实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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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S 日粮中有一部分草料青贮饲料替代切碎的麦秸和豆粕外，其他日粮基本相同。每种
日粮都是为了满足代谢能 ME 和代谢蛋白 MP 的需求而制定的。TMR 是混合的，大约每间隔 6
小时饲喂一次，每天大约推 6 次料。设计的日粮物理有效中性洗涤纤维(peNDF)和未消化的 NDF
上有显著的不同(uNDF)，分别在体外发酵 30、120 和 240 小时时测定。此外，这两种日粮在分
析化学成分上是相似的。
采用 12 头经产牛和 4 头初生牛安装瘤胃瘘管组成 4 个重点群用于收集瘤胃发酵数据。每一
重点组在泌乳时间、产奶量和胎次方面都是平衡的。使用留置瘤胃 pH 测量系统测量瘤胃 pH 值
(Penner et al.，2006;LRCpH;Dascor, Escondido, CA)，每一周期的第 12、13 和 14 天，每隔 1 分
钟连续监测 72 小时。每日瘤胃 pH 值的测量平均间隔超过 10 分钟。然后，将测量结果在几天
内取平均值，并将奶牛每段时期的平均数据放入围栏中。
瘤胃 pH 值结果见表 2。正如所料，增加饲料中 peNDF 的含量可以减少 pH

5.8 以下的时间(P = 0.01)，并通过降低 pH 5.8 以下曲线下的面积(P=0.03)来降低亚急性瘤胃酸中
毒(SARA)的严重程度。饲养密度越高，花在 pH 5.8 以下的时间越长(P<0.01)，SARA 的严重程
度越高(P=0.06)。
此外，有一个饲养密度和日粮相互作用之间的趋势，表明奶牛的饲养密度较高和饲料纤维
含量较低时，SARA 更严重。重要的是，饲养密度越大，对瘤胃 pH 值的影响比日粮改变大，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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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密度在 100 ~ 142%之间相差 1.4 小时，而日粮改变之间仅相差 0.9 小时。在两种饲养密度下
(100%为 0.4-小时的差异和 142%为 1.4-小时的差异)通过添加稻秸弱化了 SARA，虽然在较高的
饲养密度下，增加日粮 peNDF 或 uNDF 似乎有更大的益处。
奶牛每天挤 3 次奶，产奶量在每个周期的 8 到 14 天以电子方式记录。在每个周期的第 13
天和第 14 天，对每头奶牛连续 6 次挤奶收集牛奶样本，并分析其成分。所有奶牛在每段时间的
第 8、9、10 天(Mitlohner et al.，2001)每隔 10 分钟进行 72 小时直接观察，评估摄食、反刍、躺
卧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发生的位置(饲料槽、卧床、走道、站立或躺卧)。
不同处理间的进食时间(238 分钟/天, SEM=4)和反刍时间(493 分钟/天, SEM =9)无显著差
异(P>0.10;表 3)。然而，当饲养密度较高时，自由栏反刍率占总反刍

率的百分比有所下降。由于休息和反刍是产生缓冲的重要因素(Maekawa et al.， 2002b)，反刍
地点的这种变化可能会影响产生缓冲的数量或速度，部分解释了在较高的饲养养密度下 SARA
风险的增加。日粮之间瘤胃 pH 值的差异可能是由于日粮在进食和反刍过程中产生的缓冲量增
加所致，Maekawa 等人(2002a)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较高的饲养密度增加了消耗新鲜饲料的潜伏期。在美国，奶牛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接近料
槽，并开始以更高的饲养密度进食。此外，较高的饲养密度减少了躺卧时间，但增加了躺卧在
卧床中的时间，这表明卧床的使用效率更高。总的来说，由于存栏过密，在小通道里站立的时
间明显增加。虽然与预期一样，秸秆饲料增加了 peNDF 和 uNDFom240 的摄取量，但不同处理
间 DM 摄取量没有差异。牛奶产量的变化很小，考虑到本研究使用的时间很短(14-d)，这是可
以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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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实验 2

存栏过密和减少饲料摄入量

营养模型计算营养需求，假设奶牛可以随意获得饲料，而且没有过量储存。现实情况是，
美国的大多数奶牛都是在存栏过密的条件下饲养的，而且越来越多的农民为了尽量减少昂贵饲
料的浪费，正以较低的日剩料量喂养奶牛。因此，我们需要了解饲养密度和饲料利用率对瘤胃
pH 值、行为和生产效率的相互作用。
48 头经产和 20 头初生荷斯坦奶牛被分配到 4 个栏中的 1 个栏中(每栏 17 头奶牛)。被分配
到一个 4×4 拉丁方的 14-天周期使用 2×2 阶乘安排的处理。在实验 1 中，使用了两个 STKD(100
或 142%)。在实验 2 中，我们评估了两种水平的饲料限制(0-小时或无限制；NR)，和 5-小时的
饲料限制（FR），结果有 4 个处理(100NR，100FR, 142NR 和 142FR)。在实验 1 中，通过禁止
移动颈夹和自由栏(100%，17 个自由栏和颈夹栏；142%，12 个自由栏和颈夹栏)来达到放养密
度，每个栏作为实验单位。
通过在下一次喂食前约 5 小时将饲料从颈夹上撤出，实现了对饲料的计算。以前的研究表
明，每天阻断 5 到 6 小时对料槽的接触，模拟了所谓的“清洁料槽”管理(French et al.，2005)。采
用 16 头经产瘤胃瘘管奶牛作为瘤胃发酵数据的 4 个焦点群。每一焦点组在牛奶、产奶量和胎
次上平衡天数。
饲养密度和取食途径对瘤胃 pH 特性的影响见表 5。更高的饲养密度，如实验 1，在 pH 值
5.8 (P=0.02)以下的时间越长，SARA 的风险越大(P=0.02)，而且往往会加重(P=0.09)。尽管饲喂
处理对瘤胃 pH 值的反应没有差异，饲养密度与采食量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P=0.02), 这表
明，当奶牛被饲养在较高的饲养密度并限制了获得饲料的途径时，SARA 的风险会加剧。与实
验 1 相比，与膳食纤维水平的差异相比，饲料分离时对瘤胃 pH 值的影响没有那么大。然而，
当与高饲养密度相结合时，饲料可获得性的降低比低纤维日粮的影响更大。这些结果对商业奶
牛场的影响需要更好地理解，因为在商业奶牛场中，过量的饲养和低次数的推料是普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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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粮的考量。重新评估行业饲养管理规范
竞争饲料。奶牛有一种天生的攻击性进食驱动力，当它们接近饲料时，会对饲料屏障施加
226 公斤的力(Hansen and Pallesen,1998)。从这个角度来看，102 公斤的外力会造成组织瘀
伤。如果我们不正确地管理饲养系统，以确保饲料的可获得性，奶牛在尝试进食时会受伤。更
重要的是，长期阻碍奶牛获取饲料的喂养环境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训练奶牛成为一个不那么
好斗的采食者(Grant and Albright, 2001)。
从奶牛的角度来看，每头奶牛 24 英寸(60 厘米)的料槽空间(行业标准)是否足够? Rioja-Lang
等人(2012)的一项研究通过给从属奶牛一个选择来解决这个问题: 它们可以选择只吃低适口性
的饲料，也可以选择高适口性的饲料，这些饲料来自于 20、45、60 或 76 厘米以外的优势奶牛。
当进食空间受到高度限制时(即,20 或
45cm），大多数下级奶牛选择单独吃适口性较差的饲料。但是,即使有 60 或 76 厘米的饲养空间
约 40%的从属奶牛仍然选择单独进食。这项研究表明，即使料槽空间超过了当前的行业标准，
一些奶牛也会选择不那么理想的饲料，以避免竞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息事宁牛！”）。
喂食的频率。送出新鲜的饲料比从料槽返回或饲料向上推更能刺激饲喂行为。在一项调查
畜牧管理和牛奶生产的研究中，Sova 等人(2013)发现了两次以上发放新鲜饲料的好处，每日干
物质采食量增加 1.4 kg/天，产奶量增加 2.0 kg/天。使用 TMR 的 2 次饲喂，可以在一天中获得
更多的饲料，并且可以减少对饲料的挑食。其他研究发现，更多的饲喂 TMR 频率改善瘤胃发
酵，促进反刍，延长进食时间。在热应激条件下，更多饲喂频率的正向反应更明显(Hart et al.，
2014)。
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在较高的频率下，如每天 4 或 5 次，对更大的饲料投送的积极反应
可能会减少(由 Grant 评价, 2015)。在这些情况下，更频繁的喂食增加了进食时间，但也减少了
多达 12%的休息时间。加强喂养时间不应以牺牲休息时间为代价。
推料。有效的饲喂推料策略对于确保日粮在奶牛的触手可及的范围内是至关重要的，它是
由每天饲喂次数和何时推料决定的。亚利桑那大学(Armstrong et al.， 2008)进行的一项研究评
估了饲料投放后最初两小时每半小时推一次的效果，而不是每小时推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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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饲喂后的两小时内，饲喂次数越高，泌乳量越高，效率越高，对卧床休息时间无影响(表
6)。一天中推送饲料的次数很重要，但是这项研究强调了推送饲

料的时间的重要性。当决定一个推料策略时，我们需要集中精力确保在饲料交付后两个小时内，
在奶牛高度竞争的情况下是容易接近饲料的。
剩料和饲料的可用性。对于竞争性饲养情况，每 2%的剩料单位增加与 1.3%的挑食增加相
关(Sova et al.，2013)。同样，每增加 1%的挑食就降低 3%的奶料比。研究发现，在 2.5 - 16%的
范围内，剩料对牛奶生产效率几乎没有影响。在农场的经验表明，约 3%的剩料目标对泌乳栏很
有效，但新产栏应该接近 6%或 7%，以确保饲料供应永远不会受到限制。
料槽能空多长时间? 仅在不饲喂 3 小时后，奶牛的进食动机就会显著增强(Schutz et al.，
2006)。此外，当每天采食时间限制在 10 小时以内，从晚上 8 点到早上 6 点，采食量减少 1.6
kg/天，同时采食位移增加一倍(Collings et al.， 2011)。当这个时间的饲料限制与过度拥挤(每一
个料槽有 1:1 或 2:1 的奶牛)相结合时，在发料后的头 2 小时内（比如：采食迟缓），饲喂率会增
加 25%。
结论
饲养密度对瘤胃 pH 值呈负相关，增加了 SARA 的发病风险。额外的压力源的存在和饲养
密度加重了这些对瘤胃 pH 值的负面影响，尽管其大小取决于应激源的类型。控制饲养环境可
以帮助减轻饲养密度的负面影响，例如增加饲料中的 peNDF 或 uNDF240om 或尽量减少无法获
得饲料的时间。
随着新信息的发布，我们需要不断重新评估我们的喂养管理建议。如果我们通过精心设计
的研究和实地观察来征求奶牛的意见，我们就能设计出最佳的饲养环境。根据最新研究建议的
饲养管理包括:
⚫ 加强休息和反刍的管理
⚫ 按需供应饲料
⚫ 沿料槽长度一致的饲料质量和数量
⚫ 放养密度≤100%(≥60cm /奶牛)
⚫ 推料集中在发料后的 2 小时
⚫ 约 3%的剩料目标
⚫ 每天空料槽不超过 3 小时(最好不超过 3 小时)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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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人安全、生产效率和规章问题
Reynolds, Steven J1, Douphrate D2, Hagevoort R3, Brazile B1, Root K1.
1、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环保和放射健康科学系，1681 校园投递 Ft. Collins, CO 80532
电话 970-491-3141 ; 传真 970-491-2940 ;stephen.reynolds@colostate.edu
2、德克萨斯圣安东尼奥校区公共健康 UT 学校
3、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克洛维斯农业科学中心
巫立新译
前言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牛奶在大型牧场生产。美国牛奶的 50%产自少于 3%的奶牛场--这些
1000 头或更大的奶牛场。扩大生产规模必需更多的劳动力，主要是由具有极少农业生产经验的
非英语拉丁裔工人（>90%）构成。在奶牛场多数是危险的职位，受伤、疾病和员工周转比例高。
许多的牧场主和管理者没有正规的员工管理或职业健康和安全的培训。遵照健康和安全规章标
准同时培训一个非英语为主的劳动大军是一个令人畏惧的挑战。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全球市场这
是关键的：牧场主和管理者具有知识、工具和支持，需要有效地对付这些挑战和维持一个健康
和富有成效的劳动力。
挑战的背景和范畴
在美国奶牛业的生产和技术趋势
在美国牛奶生产由于相关的规模效益已经稳定地转移到大规模、高效率模式[Reinemann,
2001] 。当前在主要的牛奶生产国中美国排名第二（在欧盟-27 国之后），920 万头奶牛供应了
全球 14.6%的牛奶[International Dairy Federation, 2010] 。自 1944 年以来，美国的牛奶产量
基本上翻了两番，仅仅 36%的奶牛生产了多于 59%的牛奶[USDA, 2012b] 。在美国当前牧场
的平均规模在 246 头，
从宾夕法尼亚州的 122 头/场到新墨西哥州的 1906 头/场[USDA, 2009] 。
在 2005 年到 2009 年期间，存栏 1000 头或更大规模的牧场增加了 20%，是受显著的低生产成
本的驱使。在 2005 年，1000 头或更大规模的牧场平均生产成本为 13.59 美元/100 磅（2.27 元
/kg，现汇：1 美元=7.59 元），比平均 400-999 头/场和 100-199 头/场规模的牧场生产成本分别
低 15%和 35%[MacDonald et al., 2009] 。在 1998 年，美国近 70%的牛奶产自小规模的牧场
（<500 头/场）。截止 2011 年，美国近 63%的牛奶产自大规模的牧场（>500 头/场）,34.6%的
牛奶产自 2000 头或更大规模的牧场[NASS, 2012] 。综上所述，仅仅 2.7%的美国牧场，即大
于 1000 头的规模化牧场生产了美国 50.3%的牛奶[NASS, 2012] ，尽管规模仍然在增加，在美
国几乎所有（94%）的牧场归家庭拥有（79.1%）或合作关系（14.8%），同时仅仅 6.1%的结构
是股份制和其余的 0.5%要么是信托或是地产商的。大型牧场雇佣许多的劳动力是牧场运营显
著的变化。在美国大型牧场通常雇佣一个人平均管理 80-100 头奶牛，不包括需要种植牧草的
牧场劳动力。这些雇佣的劳力多数移民自墨西哥和中南美地区。多数没有牧场经验和不讲英语。
最近的技术进步已经导致整个挤奶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包括挤奶机器人的应用。奶牛科学研究
已经导致奶牛业操作重大意义的进步，由此产生牛奶生产和效率的最优化。然而，涉及工人的
健康和安全或生产能力和效率的研究很少。
奶牛业的损伤、疾病和死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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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农、林、渔业（AgFF）的死亡事故率始终最高，大约是所有行业国家平均水平的 8
倍（2009 年,在全职工人中每 100,000 人中有 26.0 人）[BLS 2010] 。据国家统计，2009 年农、
林、渔业（AgFF）的非致命损伤率为 5.1 人/100 人[BLS 2010] 。在奶牛和畜牧行业非致命损
伤率甚至更高分别为 5.4 和 6.5 人[BLS 2010] 。从 2003 到 2009 年，在美国奶牛场工作的人
总共有 110 人被致死[BLS 2009] 。在牧场一个最常见的被致死和严重受伤的原因是必须运行
在牧场的重型设备。高农业的死亡人数是由于拖拉机的失误。其他的死亡原因包括：青贮窖倒
塌、肥料深坑、拖拉机动力启动（PTO）和大型动物如公牛。最近的研究显示两个工人受伤（致
命和非致命）主要的原因是：机械和动物事故[Mitloehner 2008] 。与机械相关的事故包括：拖
拉机翻转、拖拉机碾过和被卷入转动轴。与动物相关的事故包括：踢、咬和工人被顶在动物和
固定物之间。研究发现：奶牛场是美国所有农业集群中伤害率第二高的行业 [Boyle 1997,
Crawford 1998, NIOSH 1993] 。大多数的伤害源自在挤奶活动期间奶牛的互作[Pratt 1992,
Boyle 1997, Waller 1992] 。其他伤害的原因包括：化学危害、空间限制、堆肥泻湖、动力工具
的使用或不当使用或个人保护装备的缺乏[Mitloehner] 。
在高平台农业健康和安全中心(HICAHS) 的研究人员完成了两个在科罗拉多奶牛场工人的
补偿数据分析[Douphrate 2006, Douphrate 2009] 。结果显示：奶牛场工人的伤害率为每 20 万
小时工作时间 8.6 人次，比 2003 年劳动统计局（BLS）报告的国家平均伤害率高（6.2 人/20
万小时）[Douphrate 2006] 。最高的上限为 33.5%，是由在动物搬运活动期间引起的（28.9%）
。
第二个研究聚焦于家畜处理伤害[Douphrate 2009] 。接近 50%的家畜操作伤害发生在执行挤
奶任务的奶厅。最高的伤害比率（27%）是手腕、手和手指。大多数的家畜操作伤害与大型运
作（超过 10 人）、男性、年轻人和工作经验少的人有关。
最近的研究聚焦于大规模现代化牧场工人的呼吸道疾病，持续的历史上的研究证明：肺部
疾病与在牧场持续暴露的粉尘和范围有关[Chaudemanche 2003, Eastman 2013, Basinas
2012, Reynolds 2012] 。牧场工人经历的肺部疾病有哮喘、慢性障碍性肺炎、过敏性肺炎和慢
性支气管炎。随着牧场生产规模的增加，技术和工人的操作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牧场工人在空
气中的暴露模式也发生了改变。有一些证据表明：随着牧场的现代化，职业暴露以吸入有害物
和肺病的发病率可能减少。也有强烈的证据表明：新的、缺乏经验的工人患肺病的风险较大，
只是他们受伤害[Reynolds 2012] 。
HICAHS 研究者开展了第一个研究检验，包含微生物气雾的暴露（比如：来自革兰氏阴性
菌的毒素）、交叉-变换肺部功能、潜在固有的（遗传的）和外表的（行为的）影响暴露-反应的
改良剂之间的相关性[Reynolds 2012] 。观察到在奶牛场和肉牛场的工人比种植谷物的工人影
响强烈。抽烟和农药或除草剂的使用增加了粉尘吸入的影响而降低了肺部的功能。也有有限的
证据表明：肥胖、现存的呼吸道状态、与炎症反应相关的基因多态性的出现会潜在地改变这种
影响。新工人没有暴露在这些类型的微生物环境，也降低了肺部功能受损的较大风险。来自大
型牧场大量的牧场工人的数据评估还在进行。结果建议：介入协助减少牧场工人肺病需要包括
更多地理解身心健康程序附加减少暴露策略[Reynolds 2012]。
压力也显示在一个主要的关心：牧场工人和管理者[Fetsch 2009]。自杀是合作牧场和大
规模牧场致死的居首原因，这是遍及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持续问题[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 2008] 。西部高山有一些州自杀水平最高。引起的因素如经济压力和孤独、
工人和牧场主之间有财产上的犯罪杀伤。当回顾美国监狱中心数据发现，这突出显示在 2000 年
中期，接近一半的死亡事故来自 Mycoti （一种牛的注射药物）被用于自杀[Von Essen 2003,
NIOSH 2003, Oakes 2008] 。在奶牛行业疾病、损伤和死亡事故对人和经济的影响是显著的。
在一个低利润的行业和高不确定的全球市场，减少雇员的周转，直接和间接的成本可能会使得
幸存的几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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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AHS 和 NIOSH 农林渔中心
流程和路径
1990 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职业安全和健康国家研究所(CDC/NIOSH) 成立，倾国
家之力对付农林渔业（AgFF）的高职业死亡危害。一个关键的构成是创建使命为指导研究预防
损伤、疾病和死亡事故的区域中心。这些中心通过高度竞争的科学同行评审检查国家授权的流
程。高平台农业健康和安全中心(HICAHS)是一个最早的机构，创建于 1991 年，主要负责科罗
拉 多 州 、 蒙 大 拿 州 、 北 达 科 塔 州 、 南 达 科 塔 州 、 犹 他 州 和 怀 俄 明 州
[http://www.hicahs.colostate.edu] 。NIOSH 农林渔中心联合各种各样不同的专家，包括：职业
医学、暴露评估、农业、工程学、教育、经济、人类学、兽医医学、奶牛科学和其他提供多学
科方法以解决农林渔领域挑战的专家。HICAHS 在合作和参与协作拓展方面尤其知名。
HICAHS 奶牛程序
在过去的 10 年尤其在过往的 5 年，HICAHS 与奶牛业紧密合作以理解与工作伤害和疾病
相关的病因和影响，发展和评估有效的教育和工程干预方法，建立奶牛领域必须的有能力应付
全球健康和安全的协作网络。所有项目和干预方法的核心已经聚焦于参与方的约定和合作关系
建立。HICAHS 对付奶牛场健康和安全的方法是通过倾听奶牛业参与者的呼声，对他们所表达
的合理的、密切相关的研究和延展服务效果的需求和关心给予正确的反应。
建立有能力的网络
HICAHS 研究者已经积极地与奶业利益相关者从事建立研究、外展服务和转化/传播成果的
合作关系。和美国奶牛业和生产组织已经建立战略合作。HICAHS 研究者也联合行业领先服务
者和设备公司应对奶牛场的健康和安全问题。HICAHS 已经形成协作伙伴以应对美国乃至国际
的健康和安全需求。我们与行业伙伴紧密工作以构思挤奶工具使工人能更有效率地完成挤奶任
务，富有成效地发展骨骼肌肉以减少风险。
研究伙伴已经联合了国内和国际的奶牛研究者目的是增强研究能力和优化资源。我们已经
与如下机构或大学形成合作伙伴：德克萨斯大学泰勒分校健康科学中心、德克萨斯（西南农业
中心）、爱荷华大学（巨大平台农业中心）、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农业健康和安全西部中心）、
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农业健康和安全中部州中心）、威斯康星州农场医学中心（农业健康和安
全国家儿童中心）、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农业健康和安全上中西部中心）和很多州的奶牛扩展项
目包括新墨西哥州。另外，我们已经联合在瑞典阿尔纳普的瑞典农业科学大学，建立国际奶牛
研究联盟以应对美国、欧洲和其他牛奶生产国家的奶牛场健康和安全问题。联盟的新成员还有
意大利、德国、丹麦、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新西兰和爱尔兰。
奶牛业的外展服务已经直接通过发展和整合三个集团的专家协助 HICAHS 研究者布局和
分发材料。多种研讨会协助这个进程。
HICAHS 与西南农业中心的伙伴于 2009 年和 2011 年在丹佛、科罗拉多举办了两场高规
格的区域奶牛健康和安全研讨会。参与者包括来自美国和瑞典大学的老师、奶牛专家（CO, TX,
NM, SD, ND, IA 和 UT）；奶牛场主和管理者（CO, TX, NM 和 SD ）；牛奶设备商、工人补偿
提供者和牛奶生产组织（CO, TX, and NM ）。研讨会发布了奶牛场工人健康和安全鉴定和优化
处理方案，产生了处理应对工人健康和安全的推荐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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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利益相关者的约定，HICAHS 奶牛顾问委员会已经形成。由奶牛场生产者、专家、设
备生产商构成，委员会辅导和指挥所有的 HICAHS 奶牛相关的项目，也作为散播研究结果的服
务中介。
回应这些研讨会和协商 HICAHS 奶牛顾问委员会，主要的工作是发展地区奶牛健康和安全
网络。目标包括：1、在研究者和生产者之间创立改进多种方向性交流的机制；2、发展组织机
构以在实践证明的基础上到改进牧场的健康方面有效地传布信息（研究者到实践-R2P）。网络
由 10 个州众多的生产者和扩展的专家、设备生产商、其他农业中心的合作研究者和生产机构
组成。
上述确立的这些合作伙伴清单已经为奶牛场所有者、管理者和工人外展服务提供了机会，
增强 HICAHS 研究机会和使得 R2P 成功实施并散播更有效。
需要评估
从两个区域研讨会反馈，顾问委员会议，奶牛管理者和工人的调查已经发现大量的关键优
先问题或需求，包括：
. 发展健康/健康养生程序的资源（比如：免疫接种）。
. 社团整合和认可。
. 相关化学品和药品的交流、意识和培训。
. 所有者和工人意识到设备和动物管理的危害。
. 关于个人卫生的意识和培训。
. 传染病从动物到人传播的意识。
关心清单的主题是四个主要领域：
. 应激影响管理者和工人
. 需要有效的工人训练
. 移民问题
. 需要管理培训和工具
HICAHS 已经重新聚焦于研究者和程序以应对这些问题，包括引来新的能力专家（与文化
有关的人类学、职业健康心理学）和建立新的合作伙伴。短期的工作包括：为生产者提供职业
安全和健康管理和精益 6 西格玛管理方法培训。长期的工作在于发展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体系
和有效的工人培训程序。HICAHS 继续聚焦于建立合作伙伴以促进知识和资源的分享。
当前少 量的 HICAHS 程序实例 描述 如下 。进一 步的 信息包 括 链接的 资源 可以浏览
www.HICAHS.colostate.edu
研究
当前的项目聚焦于更好地理解与健康成效相关的风险因素，以及发展与预防和控制有效干
预的测试。当前干预工作聚焦于特定的挤奶作业和怎样与最大化有效地降低成本相关的人体工
程学的风险暴露问题。研究者也与牛奶生产者、设备生厂商和扩展专家合作以发现特定的人体
工程学干预法（比如：轻量化挤奶集群，乳房预备工具，变化的深坑高度）从而减少在挤奶厅
的风险因素，发展骨骼肌肉以减少风险。
知识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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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AHS 与行业伙伴共同努力实施一个更加直接的需求回应，为职业安全和健康行政管理
的监管活动提供管理培训和信息(OSHA) 。HICAHS 连同 1-29 个奶牛联盟伙伴发起 5 个健康
和安全研讨会，为区域奶牛业提出：在 OSHA 需要了解你之前，你需要了解 OSHA。HICAHS
授权犹他州大学和犹他州奶牛分部合作伙伴举办了题为“应用 6 西格玛进行农业安全管理”的研
讨会。HICAHS 也同奶牛设备的领导者合作举办了题为“奶牛场工人安全：怎样应用 OSHA？”
的研讨会。
HICAHS 研究者通过时事通讯(比如：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奶牛简讯、犹他州立大学简讯）、
农业中心简讯（比如：农业连接）和生产者商业刊物（比如：利拉伐环保、健康和安全通讯）
散播与牧场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信息给生产者。另外，HICAHS 研究者也在几个高影响力、
获得同行优评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与奶牛相关的研究结果。
HICAHS 也与西南农业中心和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分部合作开发和评估一个题为“考虑人类
和动物安全--新墨西哥牛奶生产者奶牛场安全培训”的 DVD（英文和西班牙文）。HICAHS 提供
基金和人员与科罗拉多家畜协会合作开发和评估题为“在畜牧生产中创造安全文化”的英文和西
班牙文 DVD。另外为奶牛行业所做的重要工作是会同蒙大拿州分部为使用 ATV 的农业种植者
实施流程培训。
这些流程已经被 HICAHS 研究进入有效的培训模式，他们的影响在于损伤的减少。一个由
15 位大型牧场的工人面谈所做的关键研究发现：安全信息出现在与工作任务相关培训的情景
中，宁可提供一个分开的培训经验而有效地预防了伤害[Roman-Muniz 2006] 。安全信息是宝
贵的、有意义的和与每天的经验相关的，将会提高成年人学习者的积极性和帮助记忆的过程，
并有益于老学生回忆。这项研究还表明将适当训练的同事纳入是非常有益的培训方案。这些措
施的有效性应当应用传统的客观数据（损伤率和介入干预前后的工伤严重性）以及通过查询工
人参与者和奶制品经营者在广度和深度等维度的培训、持续训练、提供语言和文化传递的敏感
性。
工人培训程序，OSHA 意识和遵守职业健康和安全风险管理的重要步骤，但是他们仅仅是
所需的更系统化的组件方法来维持健康、生产的劳动力，同时解决奶牛健康和生产力。
风险管理
职业安全和健康条例-OSHA
职业安全和健康委员会（OSHA）是由美国国会于 1970 年设立的。该机构是美国劳工的一
部分，任务是帮助维持员工的健康、员工团队的发展、职业健康和安全条例的执行，并提供咨
询服务。美国大约一半的州运营自己的 OSHA 程序，州的程序可能超越联邦的基本程序。OSHA
的咨询方案不如称为方案的监管方，但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有价值的资产。通过一个系统的方
案，OSHA 的自愿保护计划（VPP）提供识别公司管理、劳动者和 OSHA 积极合作，以防止死
亡、受伤和疾病。
VPP 参与者免征 OSHA 程序检验费以保持 VPP 的地位。虽然普遍认为 OSHA 不规范农
业，这种看法当然在改变，因为农场和牧场正成长为拥有大量劳动力的部门。
加州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一直特别积极地参与乳品行业超过 10 年。全国性的 OSHA（包
括联邦和各级州府）过去几年变得更加积极参与活动，尤其是跟踪死亡事故。最近在 Dairyman
（March2012）的一篇文章总结了在加州最常见的奶牛伤害，基于加州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
的报告：
1、工人都不知道、训练和了解有书面和活动伤害疾病预防方案。
2、工人都不知道、训练和了解有书面和活动中暑预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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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好的工作次序，没有工人清洗和厕所设施。
4、打开电路箱和短路开关，失踪的电线绝缘层，或电路不适当的标签。
5、没有适当的卫生和急救用品可用。
6、没有立即（在 8 小时内）给区域 OSHA 办公室报告任何严重的工伤或死亡事故。
7、未能为雇员提供危险材料的培训和保护装置或没有维护材料安全数据表的粘合剂。
8、没有在农场每一个固定的和便携式的压力器皿上显示一份空气压缩机操作许可证副本
表。
9、工人都不知道、训练和了解有书面和危险能源的活动控制方案。
10、未能操作和维护设备的安全。典型的危害包括：没有 PTO 警卫、反转保护结构、或安
全带；跳下装置；在设备上有额外的乘客。
在其他州也有类似的违规操作。多数这些违规操作的预防是不复杂的。罚款很高--在一些
情况下超过 5 位数。在加州与奶牛场粪便处理相关的死亡通过 2004 年纽约时报一系列的报道
后引起国民的关注。在 2001 年一个极端的案例中，一名奶农被控过失致死 2 人杀人罪，基于
涉嫌违反加州的许可证--允许密闭空间的法规要求。奶农在 3 年审判之后被判无罪。2004 年
《泰晤士报》在前三页系列展示了这起诉讼案。虽然这种案情是稀少的，它确实证明了极端的
情绪和在牧场运营中严重伤害或死亡对人们经济的影响。
OSHA 注意到全国牛奶生产行业正在加速，对乳制品行业重要的是不仅仅要了解 OSHA 的
运作，而且要积极参与帮助制定法规，以适应和适用于奶牛场的运作。值得注意的是，遵守 OSHA
设置的风险管理水准太低。
全面/综合的 OHS 管理体系
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体系（OHSMS），已经在许多行业被广泛接受，成为了全球强制的
水平。OHSMS 程序共同具有某些特征并应与其他接受综合管理系统的质量和环境管理相互整
合。OHSMS 方案的目标是实现包括持续质量改进的卓越安全和健康。它们由管理层支持和员
工参与，而且必须是每个任务的一部分，因此健康和安全成为了一种生意的方式。健康和安
全管理系统不同于 S&H 方案。
系统是基于性能，方案则聚焦于合规。系统有一个评估反馈循环以改进性能。OHSMS 遵循持
续改善的计划-进行-核查-行动（PDCA）模式。PDCA 被 EPA 定义为：
-计划：制定计划，包括鉴别环境特征和设立目标
-进行：实施，包括培训和操作控制
-核查：检查，包括监控和纠正活动
-行动：回顾，包括回顾进展和需要对系统改变的行动。
一个成功的 OHSMS 取决于实现卓越的 s&h 和依赖于公司全面管理的承诺，依靠创造一
个安全和健康的文化，包括信仰、规范、价值观和管理者和员工的工作实践。
有证据表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MS）和环境健康和安全系统会带来利润，虽
然未发表的奶牛场 OHSMS 同行对审查评估的文献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有少许的批评评
价[Linhard 2005]。有效管理和执行工作场所安全和健康方案，对个人和企业通过减少的程
度、严重程度和工伤和疾病的后果具有重要的价值。工作场所建立安全和健康管理系统损伤
和疾病费用减少了 20 至 40%。企业每年花费 1710 亿美元在与职业伤害和疾病相关的成本支
出，花费公司的利润直接占比可以高达公司总成本的 5%。一个成功的 OHSMS 的成就包括：
降低伤害和疾病率、降低工人的赔偿费用；减少损失工作日；限制设备的损坏和产品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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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生产力；高品质的产品；提高士气；更好的劳动管理关系；人员变更率减少；更好地利
用人力资源。
一些为其他行业开发的工具，允许雇主计算工伤或疾病的平均成本，组织项目销售的数
量必须包括间接伤害或疾病的费用，确定对他/她的组织影响和盈利能力。另外，有可用的软
件来组织，也包括环境方面，它可以用来显示安全和健康如何影响底线。一个资源是 OSHA
的安全支付程序，可以在 www.osha.gov. 上找到。这个网页也允许雇主下载和使用 OSHA 的
安全支付专家系统。这个程序不是为奶牛行业设计的，但基本的构件可以使用。
联邦 OSHA 表示，近期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条例要求所有美国机构开发实施
OHSMS。自 1991 年以来，CAL OSHA 要求称为伤害和疾病预防方案(I2P2)的版本。OSHA
的 OHSMS 可能是基于美国工业卫生学会(AIHA)和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自愿规范 Z102005 和 OSHA 的 1989 准则。从风险管理角度看 OSHA 是最小的"尺度"--奶牛行业面临国际
化的竞争和挑战要求更高的标准。工人的健康和生产力是动物健康/生产力、食物安全、环境
法规遵从性、盈利能力和企业的可持续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论
随着世界各地的现代乳品业务的扩大，牧场越来越依赖于移民工人在奶牛场工作以及执
行其他重要任务。最佳牧场管理应从动物福利、社会、经济和环境角度解决可持续和负责任
的牛奶生产（Guide to Good Dairy Farming Practice ）[FAO and IDF 2011] 。这每一个方面
都是相互依存的和可持续的、健康的和劳动力生产的。牧场主、管理者和雇佣劳动者的身体
健康不常常成为现代化牧场主动考虑的因素。很少有针对奶牛业有效风险管理的研究。管理
者在与扩大奶牛场的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作斗争，表达困难和农场管理方面的低满意
度。有几个有限的研究表明：劳动管理实践是一个潜在的奶牛场竞争优势，但与生产率和利
润率的联系尚未明确。变革型领导风格(展示：理想化影响、鼓舞干劲、智力刺激和个性化体
谅)已与安全气候的改善和减少损伤的发生率有关。相反，非正面的或被动的领导风格对安全
气候与安全意识有不同的影响，并与增加安全事件和伤害有关。在奶牛行业，教育水平较
低、文盲和有限的语言能力增加伤害或死亡和高风险职业的可能性。有必要制定并评估在奶
牛场中的经理和主管安全的具体变革型领导力的有效性。一个系统的风险管理方法应该应对
作为一个生产工人健康和安全、食品安全、动物福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个成功的方案
必须应对好与移民工人相关的文化和语言障碍。在美国的奶牛行业需要主动参与 OSHA 帮助
制定标准和方案，这样对行业才有意义。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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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立新译
前言
泌乳牛需要水、奶厅用水和奶牛的其他功能至少需要供应水 151.4-189.25kg/头日;（Allen el al.,
1974; Bailey et al.,1993; Beede, 1992; MWPS-7, 1997) 。奶牛每天需求水的 10-20%来自于
饲料(Ishler, 1998) ，但是泌乳牛无论如何每天需要 95-190kg 的饮用水。Brouk et al (2001) 在
几个散栏牧场用流量计定量测定流入水槽的水量，测得荷斯坦牛水的需求量在 114-190kg/头日，
娟姗牛少于 95kg/头日。
奶牛的水消耗
奶牛每天需要大量的水。奶牛水的来源包括：1）饮用或自由水；2）饲料中的水（水份）；3）
新陈代谢产生的水。新陈代谢产生的水与摄入的自由水和包含在饲料中的水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一些主要的因素影响奶牛水的摄入：干物质采食、产奶量、日粮中的干物质含量、气温和环境
以及钠的摄入(NRC, 2001) 。
Brouk et al (2001) 于夏季在堪萨斯东北部的三个散栏式牧场基于当地的水槽研究水消耗的差
异。结果显示：在交叉通道的中心比末端消耗的水更多（表 1）。McFarland et al (1989) 在较
早的研究中报告了类似的结果。Brouk et al (2001) 也发现：在接近待挤厅出口通道的水槽奶牛
消耗了每天水需要量的大约 8%。另外，每日在翻倒后再回填水槽的水相当于每日饮用水需求
的 10-15%。他们报告：奶牛在 4 列散放式舍内平均消耗水 132-171kg/头日。消耗水用于产奶
的比率在 3.6-5.4:1，而每栏的平均奶产量在 25.4-44.5kg/头日。在 2 列散放舍水消耗为 91.6106kg/头日，水用于产奶的比率在 2.6-3.5:1。这些数量不包括在挤奶厅通道的饮水。沿着散栏
返回的通道增设 2 个水槽大约可以满足饮水需求的 9%。在第三个牧场，水消耗 109-115kg/头
日对应的奶产量为 29.2-38.9kg/头日。水奶比为 2.9-3.8:1，而水料比平均为 4.2:1。总的趋势显
示：减少总的水使用奶产量增加。水奶比大体上在 3-4:1。据 Reinemann and Springman (1992)
报告：当奶厅需求水和降温水包括在内时，其值是类似的。
奶牛高峰饮水量出现在饲料摄入最大的数小时。当给予机会，奶牛倾向于轮流采食和饮水。奶
牛吃料时，应当在 4.645-5.574M2 饲喂区域内有最好的、新鲜的、清洁的饮水。如果奶牛的水
消耗下降 20%，干物质采食量将减少 0.454-1.135kg/头日；这种饮水的减少会抑制 5%的奶产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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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son and Lindgren (1987) 以在饲喂期间限制接近水研究奶牛的水消耗。试验包括对照
组（奶牛自由接近饮水）、饲喂后 1 小时没有饮水和饲喂后 2 小时没有饮水。他们的报告表明：
奶牛较喜欢在饲喂期间有饮水。然而，在饲喂后的 1 个多小时内奶牛将消耗总饮水量的 60-80%。
在各处理组之间水摄入没有差异；无论如何，在采食后 15 分钟要让奶牛自由接近饮水
(Andersson and Lindgren, 1987) 。
严格限制饮水会对牛的生产性能和采食行为影响很大。Steiger Burgos et al. (1999) 评估了限
制 50%和 75%饮水 8 天对牛的影响。限制饮水 50%导致 24 小时饲料采食量减少 21.3%、第
一餐采食量减少 57.4%、每 24 小时用餐次数增加 41%。限制饮水 75%导致 24 小时饲料采食
量减少 11.3%、每天第一餐采食量减少 53%、每 24 小时用餐次数增加 31%。每天第一餐采食
量减少超过 50%则最大限度地抑制了摄食量。
在研究期间收集的数据比较对饮水的影响(Dado and Allen, 1995) 表明：奶牛每次饮水 5.678kg，
最低饮水 4.80kg/分钟。奶牛每天饮水 12-16 分钟。
日粮的干物质含量影响饮水量。Holter and Urban(1992) 显示：日粮干物质从 50%减少到 30%
导致饮水减少 33.10kg/头日。日粮干物质的含量会负面影响总的饮水量。当日粮干物质增加，
饮水次数增加但总的饮水减少。Murphy (1992) 将该现象归因于当奶牛采食较湿的日粮需要排
出尿液中更多的 N 和 K。Holter and Urban (1992) 推断：这仅仅与奶牛高的蛋白或多汁青贮摄
入有关。表 2 显示：不同日粮干物质摄入量和日粮含水量的可能饮水量。例如：如果摄入含水
50%的日粮干物质 22.7kg 可能饮水 22.71kg。
Dewhurst et al. (1998) 进行了一个实验检验青贮特征对饮水的影响。在该研究里，16 个青贮
样本干物质从 15.9%到 28.0%。自由饮水 20-90kg/头日，总饮水量 48.45-124.20kg/头日，奶
产量 16.34-38.59kg/天。他们发现：随着青贮干物质的增加自由饮水也增加。他们的研究也证
实了其他报告的建议：自由饮水至少按 1:1 替代青贮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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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son et al. (1984) 注意到：栓系的瑞典红牛和白布瑞德奶牛饮用流速分别为 1.89、6.81
和 11.36kg/分钟的水，饮用增加流速的水 9.46 和 12.49kg/头日，每一组用在饮水上的时间从
低流速 37 分钟/天降低到高流速的 7 分钟/天。奶牛在低流速的饮水次数（40 次 /天）也比高流
速多（30 次/天）。尽管奶牛花更多的时间饮水，水流速不影响产奶量或干物质采食量。然而，
高流速有增加产奶量的趋势。这些结果显示：奶牛会适应慢流速改变他们的饮水行为
(Andersson et al., 1984) 。
Murphy et al. (1983), Holter and Urban (1992), Little and Shaw (1978), Stockdale and King
(1983),Castle and Thomas (1975), and Dahlborn et al., (1998) 发表了预测饮水的公式：
FWI = 15.99 + 1.58 x DMI +0 .90 x MY + 0.05 x SI + 1.20 x Tempmin
这里：FWI 是自由饮水量（kg/天），
DMI 是干物质采食量（kg/天），
MY 是产奶量（kg/天），
SI 是钠（Na）摄入量（g/天），
Tempmin 是最低温度（℃）。
2001NRC 推荐使用 Murphy et al. (1983) 开发的公式来评估自由饮水量。这个公式显示：干物
质采食量（DMI）每变化 1kg 饮水变化 1.58kg、每 1kg 产奶量需要 0.90kg 水、Na 摄入量每变
化 1g 饮水变化 0.05kg 和气温每变化 1℃饮水变化 1.2kg。这也显示：干物质采食量、最低温
度和产奶量比钠摄入量对饮水量影响更大。Potts(2012) 应用 50 个单独研究记录奶牛饮水的数
据开发了一种综合分析方法。饮水量（RWI）由干物质采食量和干物质含量计算所得。表 3 报
告：从数据设定和预测等式评估实际自由饮水量用于综合分析数据点。应用 116 个数据点，计
算出自由饮水量的平均产奶量比率为 2.82，图 1 显示了基于这个平均值的日产奶量和自由饮水
量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Potts (2012) 。每日水需求量按比例增加奶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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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总的水使用量
从 2005 年 1 月 1 日-2006 年 12 月 31 日，Brugger and Dorsey (2008) 编撰了奶牛场总的水
使用量。这个研究在美国俄亥俄州西北的一个 1000 头存栏的奶牛场进行，平均最高和最低温
分别在 15.6℃和 3.9℃。经过 2 年，牧场总的水使用量（挤奶厅、饮水、冷却等）平均为 112kg/
头日。在 2005 年 12 月份奶牛自由饮水量最低为 43.9kg/头日，2005 年 7 月最高为 128.0kg/
头日。在整个研究中，仅仅是奶牛消耗饮水平均为 88.2kg/头日。没有奶产量、干物质采食量和
日粮水分含量的信息提供。
Bray et al. (2008)发布了先前用 Murphy et al. (1983) 预测饮水量的公式预算佛罗里达奶牛场
的饮水量。评估的平均消耗量为 94.63kg/头日。注意：在热应激下每天的需水量会增加 1.2-2
倍。Brugger and Dorsey (2008) 的研究显示：夏季饮水高峰的消耗量是年度均值的 1.4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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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堪萨斯州，牧场转移超过 60750M2 的水，他们必须很好地测量监控和管理淡水泵抽水(KDHE,
2008) 。Potts (2012) 评估坐落于堪萨斯西部奶牛场使用 60750M2 或更多水的状况。淡水泵
抽水记录来自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水资源局。24 个奶牛场由 10 个舍饲牧场、12 个散放式牧场和
2 个散放和舍饲结合的牧场构成，编制了 10 年（2000-2009）的淡水泵抽水记录（图 2）。舍饲
牧场平均存栏 4387 头，散放式牧场平均存栏 3632 头。在此期间，所有牧场平均泵水 215.7kg/
头日。其中，舍饲牧场平均 199kg/头日，散放牧场平均 232.4kg/头日。不同的设施造成的用水
量的变异可能是由于挤奶厅、挤奶频次、奶牛降温、冲洗栏舍、奶牛体尺、产量和水循环使用
的不同而不同。

Zuagg (1989) 归纳了亚利桑那州 5 个牧场每天水使用的情况（表 4）。泌乳早期饮水在 109.8
和 132.5kg/头日之间，泌乳后期在 94.6-106.0kg/头日之间。这是产奶和采食饲料在起作用。所
有牧场在干奶期间水消耗少于 75.7kg/头日。泌乳牛的水使用量 272.5-704kg/头日，平均为
480.7kg/头日。参见表 4，冲洗栏舍平均使用了总水量的 37.5%。比较 B、C、D 牧场的用水量，
实施降低热应激的一些用水和超过 6 月龄后备牛没有增加，当考虑到冲洗栏舍用水平均为
338kg/头日，忽略冲洗栏舍用水平均为 221.8kg/头日。5 个牧场冲洗栏舍用水为 71.9-352.0kg/
头日和平均为 189.3kg/头日。然而，B、C、D 牧场的冲洗栏舍用水平均为 115.8kg/头日。不含
冲洗栏舍的挤奶厅用水 8.7-69.3kg/头日和平均为 42.4kg/头日。A 和 E 牧场（表 4）利用真空
泵大约是 22.7kg/头日。
Brugger and Dorsey (2008) 深入研究测量坐落在俄亥俄州西北的 13 个不同牧场的水使用量。
平均淡水使用量为 112kg/头日。然而，奶产量和饲料日粮成分不包括在该报告里。另外，牧场
热应激降温的最小用水量仅仅为 3.785kg/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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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奶中心的用水量
在牧场挤奶厅设施使用大量的水(Sweeten and Wolfe, 1993; Gamroth and Moore, 1995, Meyer
et al. 2006) 。Meyer et al. (2006) 评估了 16 个牧场挤奶厅水流入牧场蓄水池的状况。这个研
究收集了从 1998 年 8 月-1999 年 8 月的 9-12 月期间的数据。奶厅用水基本用于待挤厅、挤奶
厅、冲洗栏、乳房卫生清洗、挤奶设备卫生、挤奶厅清洗、冷却机和制冰。他们发现挤奶厅和
乳房卫生清洗用水平均占了总流入牧场蓄水池水的 56%。用水量 170.3-kg/头日，平均 297.1kg/
头日，显示牧场之间的变异性和挤奶设施的大用水量。如同其他的研究，他们报告：每个牧场
挤奶厅的用水一年四季是恒定的(Meyer et al., 2006) 。第二个挤奶厅用水的研究是 California
(Castillio and Burrow, 2008) 在默塞德市牧场测定的。他们选择了 3 个不同的牧场、安装了 64
个水表。3 个牧场挤奶厅平均用水为 166.5、193.0 和 185.5kg/头日。应当注意：自从要求增加
作物灌溉，在西部州的用水趋向于增加。牧场倾向于首先利用井泵水为牧场所用，然后用循环
水灌溉。在此情形下，水的净消耗可能取决于灌溉计划和作物用水之间。
对照先前暖季加利福尼亚的研究，Janni et al. (2009) 测定了 16 个明尼苏达州牧场挤奶厅的用
水。这些牧场较小，存栏 41-130 头。挤奶厅用水在 8.7-37.3kg/头日，类似于 Zaugg (1989) 报
告的牧场 B, C 和 D 的 数值（表 4）。
在俄亥俄州西北，Brugger and Dorsey (2008) 发现：挤奶厅平均消耗水 23.8kg/头日。他们也
注意到：这个数值每年始终如一没有季节变化。Bougie (1993) 研究了威斯康星州 5 个牧场挤
奶厅废水的特征，平均用水 11.4-20.8kg/头日。
Meyer et al. (2006) 报告：奶牛场冲洗栏舍用水平均 302.8kg/头日。这个数据与 Zaugg (1989)
发现的类似。在德克萨斯的牧场，Sweeten and Wolfe (1993) 发现：挤奶中心冲洗系统用水
177.9kg/头日，擦洗系统用水 75.7kg/头日。
在维多利亚、澳大利亚 780 个牧场用水多数的综合研究分析涉及挤奶中心(Williams, 2009) 。
如同先前的研究，类似大小的牧场用水各式各样。图 3 显示了基于 75 个规模牧场建议的水使
用量，由业界定义了维多利牧场合理使用水的上限。图 3 显示鱼骨式挤奶厅随着牧场存栏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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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每头牛的用水量也大幅增加。转盘式挤奶厅在存栏大于 500 头用水 60.6kg/头日之后用水趋
向于水平。这个大量的数据建议：在挤奶中心用水 60.6kg/头日是“合理”的上限。

许多牧场通过改变乳房清洁预备程序减少挤奶厅用水量。牧场用手工清洗水管或自动预备系统
每头每次挤奶用水分别为 3.8 和 15.1kg。当用低耗水方法如专用毛巾用水能减少低于 1.9kg/天。
Ludington and Sobel (1992)报告：当改变干燥准备为前后浸泡热水用量从 12.9kg/头日降低到
2.6kg/头日。Reinemann and Springman (1992) 建议：基于 1 到 2 磅水/磅奶调整冷却板的水
需求量。若没有尝试控制水和奶的流量水的使用率可能低于 1:1。Spencer (1992) 也特别提到：
用于预冷器的用水量可能是同样奶产量的 1 倍而冷却需水量为 30-50%。当洗涤挤奶厅平台和
待挤厅必须用新鲜或清洁水。从冷却板到执行这种作业水可以循环使用。Weeks (1992) 报道：
洗涤挤奶厅和待挤厅需水 28.4kg/头日。然而，挤奶厅每天仅用几个小时。一些数据建议：合格
的冲洗可能用水 52.7kg/M2(Moore, 1989) 。
降温
低压喷水系统用于淋湿奶牛皮肤表面以蒸发降温和可以用于待挤厅和饲喂栏沿线。Bray et al.
(1994) 报告：低压系统水用量 70.4-212.0kg/头日。Montoya (1992) 在一个研究中提及：大体
上 23%的水蒸发和从奶牛身体上蒸发了总水量的 15%。这个速率的蒸发量等同于大约 4.2kg/
头/小时。Bray and Bucklin (1995) 建议：当喷洒奶牛时用 0.127cm 的孔径。这种规格的喷湿
面积为 1.2kg/M2。基于 61cm 饲喂沿线宽度和 183cm 体长每头牛大约有 1.11M2 淋湿面积。
Meyer et al. (2002) 在研究中也记录了喷洒水量。这个研究于 8 月和 9 月在堪萨斯州一个存栏
156 头荷斯坦奶牛的商业化牧场进行了 70 天。研究三个不同的冷却系统以确定哪一个最有效。
沿中轴线风扇用于散放式牛舍和饲料线，顶棚分散用于散放式牛舍，聚酯纤维冷却管也用于散
放式牛舍。喷淋设置 3 分钟开和 12 分钟关的 15 分钟一个循环，在 23.9℃以上用水率在 60.6kg/
分钟。整个实验期总的喷淋用水量 10034kg 或 64.3kg/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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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et al. (1998) 也记录了 2 年夏季喷淋用水量。在第一个夏季期间，最大的温度范围为 27.532.5℃，喷淋用水 42.8kg/头日。在第二个夏季期间，最大的温度范围为 31.9-37.5℃，喷淋用
水 103.0kg/头日。当环境温度超过 27.8℃，喷淋设置为每 15 分钟运行 3 分钟。
蒸发盘是另外一种给奶牛降温的模式。蒸发盘是用于给奶牛身体周边的温度降温以减少热应激。
Harner et al., 2007 提供了蒸发盘用水量的研究结果。这个结果提供的用水量数据是来自于美
国中西部偏上存栏 1200 头奶牛的交叉通风牛舍。测量用水从 7 月 1 日到 7 月 31 日。在此期
间总用水量 1816.8T，平均为 49.3kg/头日。
基于科学数据的用水预算
总体的科学数据可以用于最初阶段的奶牛用水预算。下列假设是基于本文提供的数据和常规的
精准计算：
. 产奶 36.3kg/头日。
. 饲料消耗为 23.6kg，干物质 50%。
. 水消耗是产奶的 3 倍。
. 冷却板用水是产奶的 1.5 倍。
. 挤奶中心用水是 22.7kg/头日，不包括平台冲洗。
. 平台冲洗需求 45.4kg/头日。
. 干奶牛用水是泌乳牛的 20%，饮水 56.8kg/头日。
. 每日水槽清洗是自由饮水的 10%。大多数每周仅清洗一次，除非水用于交叉冲洗。
. 自由饮水是总水需求的 90%。
. 持续降低热应激 120 天，需水 56.8kg/头日。
这些假设是用于奶牛水消耗预算，如图 5。总的清洁和饮用水为 272.5kg/头日。不过，53kg/头
日用于奶冷却而被假设用于饮水或冲洗平台。
每年日平均净用水量（从地下水泵抽或购买）为 216.5kg/头日。若乳品检查允许使用非饮用水
冲洗平台、冷却板用饮用水，水的净需求量仅为 163.5kg/头日。表 5 的水预算显示：消耗量最
大的是饮用水、冷却板和平台清洗。即时用水包括挤奶厅清洁和降温。水预算的数据有限制，
然而，犊牛、后备牛和治疗区域的用水数据不包括在内。数据可能提供了奶牛实际的用水估算，
不过奶牛水开发足迹的起点是基于科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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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许多科学控制和现场研究已经探讨了奶牛场和奶牛饮水的用水量。遗憾的是由于每个研究的独
特性数据对比是困难的。基于信息的回顾，下列水数据的小结由多个研究提供支持。
. 饮用和冷却水
- 消耗 80-90%的水是不受限的。
- 产 1kg 奶饮用 3kg 水。
- 取决于奶产量，奶牛将饮用 94.6-151.4kg/头日。
- 在夏季水消耗较高，可能是冬季的 1.5-2 倍。
- 在采食后 1 小时消耗 50%的水。
- 降温，取决于地理位置，在夏季水需求 56.8-75.7kg/头日。
- 当奶牛从挤奶中心附近退出时将从饮水槽消耗 8%的水。
- 若水槽每日翻倒和清洁，增加饮水需求 10%。
. 冲洗围栏
- 据研究冲洗围栏用水 75.7-378.5kg/头日，平均为 189.3-283.9kg/头日。
- 合理的用水可能在 113.6-151.4kg/头日。
- 冲洗围栏每头牛平均用总水量的 30-40%。
. 挤奶中心
- 水用量是变化无常的，但 56.8kg/头日似乎是上限。
- 许多牧场挤奶中心用水少于 19.0kg/头日，所以 19.0-38.0kg/头日的目标是合理的。
- 流入冷却板的水应该被监控，在许多的牧场都减少了用水。
- 冷却板合理的比率是 1kg 奶：1-2kg 水，目标为 1.5 或更低。
- 牧场冷却牛奶应该是其他清洁用水如冲洗平台或饮用水的循环水。
. 综合的
- 牧场总用水量为 4-5kg/kg 牛奶，但若挤奶厅平台是刮擦的目标则是 1.8kg；若是用饮
用水冲洗则是 2.3kg。牧场冲洗栏舍的水/奶将是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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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冲洗栏，水用量将少于 227.1kg/头日，合理的目标为 189.0kg/头日。低产牛
151.4kg/头日可能比较合理。
- 牧场用水 50%在圈舍，50%在挤奶中心。然而，实际的比率取决于挤奶中心的流程、
粪便处理、牛舍内非泌乳动物如后备牛或干奶牛和热应激管理等。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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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和饲喂环境的互作
M. A. Campbell and R. J. Grant
William H. Miner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巫立新译
主题：
* 引言（1/3）：
饲养环境的重要性、
过度存栏和其对奶牛反应的影响、
存栏密度与亚临床应激；
* 实验 1（2/3）：过度存栏和物理有效纤维
* 实验２（3/3）：过度存栏和减少接近饲料
引言：
饲养环境的重要性
奶牛行业更加明显地继续聚焦于饲料利用效率。提供一个理想的饲喂环境提高奶牛对日粮
的响应以确保足够的饲养有效性。例如，按常规饲喂牛群优先采食和持续地推料比不这样做平
均多产奶 1.4-4.1kg/天/头(Bach et al., 2008)。许多不作为的管理因素引出这些重要的生产回应。
当奶牛成群时，在料槽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不限制其接近饲料，奶牛仍将相互影响以
比其他奶牛获得某种优势(Olofsson, 1999)。因此，管理的目的不是消除在料槽的竞争而是如何
约束。关键的因素必须是促进采食活动最优化和一个好的日粮配方的最佳摄入：
• 饲料的有效性和可获得性；
• 存栏密度导致一定水平上的竞争不妨碍接近饲料；
• 不限制休息或反刍活动；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存栏密度影响采食行为和饲料摄入。过度存栏在美国奶牛业是最常
见的。USDA-NAHMS 调查散栏牧场报告：58%的牧场提供少于 0.6 米/头的饲槽空间（即：当
前奶牛业推荐的饲喂空间；NFACC, 2009)，43%的牧场提供少于一个奶牛一个料位(USDA,
2010)。一个美国东北的调查：料槽存栏密度范围在 58-228%平均为 142%(von Keyserlingk et
al., 2012)。过度存栏持续不断地流行与最大化每个栏位的收益有关(De Vries et al., 2016)。
本文分享了最近在 Miner 研究机构做的研究结果: 存栏密度的影响和日粮关键成分与饲喂
环境的互作：物理有效纤维、未消化纤维和饲喂有效性。将来，我们计划探索存栏密度与饲喂
频度和推料策略的互作。所有这些试验，主要聚焦于瘤胃 PH 的反应和存栏密度与饲喂环境影
响如何互作。
过度存栏和其对奶牛反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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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经济分析建议：若单独聚焦于收益性，一定程度的过度存栏是可能最理想的。De Vries
et al. (2016)发表了关于存栏密度（栏位和饲槽位）、躺卧时间和收益（美元/栏位/年）关系的数
据模型。这个经济分析报告：按照美国普遍的产品成本和奶价计算，每个栏位的实际最大化收
益存栏密度大约在 120%。过度栏位的收益率是增加每个栏位产品、增加的成本或每头牛减少
产品、成本变量（即：奶产量变化成本也随之变化）和奶价所获得收益的函数(DeVries et al.,
2016)。然而，过度存栏降低了奶牛自然行为的能力(Wechsler, 2007)，是关系到奶牛舒适度的
主要因素。
过度存栏干扰奶牛正常的采食和休息行为能力，这占据了奶牛大约每天 70%的时间(Grant
and Albright, 2001)。当奶牛被迫在休息、采食和其他行为(Metz, 1985; Munksgaard et al., 2005)
中选择时其首选休息，表明：过度存栏可能限制了它们每天的时间预算,常规的时间分配为：采
食 3-5 小时/天、躺卧 10-14 小时/天、反刍 7-10 小时/天(Grant and Albright, 2001;Gomez and
Cook, 2010)。Bach et al. (2008)使用同一个合作成员和饲喂同样 TMR 的 47 个奶牛场分离出
管理环境对奶牛生产成绩的影响。即使类似的基因和同样的日粮，平均奶产量范围在 20.633.8kg/头日。这种变异 56%归因于棚舍环境，32%的变异在于牧场内部的散栏存栏密度。
较高的存栏密度降低了采食时间和增加了在饲槽的争斗(Huzzey et al., 2006)，可能减少了
反刍(Batchelder, 2000)，降低了躺卧期间的反刍(Krawczel et al., 2012a)，减少了躺卧时间
(Fregonesi et al., 2007; Hill et al., 2009; Krawczel et al., 2012b)。过度存栏也增加了饲喂速度
和食物的大小(Collings et al., 2011)。
总之，有理由预言：较高的存栏密度对瘤胃 PH 有负面影响，尽管这有待检测。
存栏密度与亚临床应激
亚临床应激概念表明：棚舍和饲喂管理两个应激的汇合比任何一个孤立的影响大。亚临床
应激减少了动物的生物资源，功能上的变化不能察觉，动物没有资源对亚临床应激做出反应
(Moberg, 2000)。因此，动物在行为上的变化可能在其次，不会总是表现为临床的结果，或可
见的后果类似于奶产量低，或健康状况改变。不过，存栏密度的亚临床应激将会消弱其抵御额
外应激的效能，迫使其处于更加窘迫的境地。额外应激可能出现于饲喂和奶牛管理连续发生的
变化。理解存栏密度对额外管理应激的影响，如：在低纤维日粮或饲喂限制上减轻下一步的应
激，改善散栏泌乳牛舒适度和长期的生产效率。
实验 1：
过度存栏和物理有效纤维
在我们的第一次研究里，48 头经产和 20 头初产荷斯坦奶牛被分配到 4 个栏中的 1 个栏
（n=17 头/栏）。每栏在 14 天期间用 2x2 因子以 4x4 拉丁方处理。两个存栏密度(STKD; 100
或 142%)和 2 种日粮(稻草, S 和 没有稻草, NS; 表 1)结果为 4 个处理(100NS, 100S, 142NS
和 142S)。存栏密度通过有否颈夹和散栏实现（100%，17 个散栏和颈夹/栏；142%，12 个散
栏和颈夹/栏）。栏作为实验单位。
日粮是类似的，除了 S 日粮用切碎的小麦秸秆和豆粕替代了部分干草青贮。每个日粮配方
都满足 ME 和 MP 的需求。每天大约 6：00 混合和分发 TMR，推料大约 6 次/天。
日粮设计的不同在于：物理有效 NDF（peNDF）和 30、120 及 240 小时的体外发酵未消
化 NDF（uNDF）。除此以外，两个日粮在化学成分分析上是类似的。
12 头经产和 4 头初产瘘管牛组成 4 个中心组收集反刍发酵数据。每个中心组保持 DIM、奶
产量和胎次平衡。瘤胃 PH 用瘤胃留置 PH 测试系统在每个时期的 12、13、14 天每间隔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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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测试 72 小时。每天的瘤胃 PH 平均 10 分钟测试一次。然后求得每天平均测量值，其中每个
时期每栏的牛平均。
瘤胃 PH 的结
果参见表 2。
如同预测，增
加 日 粮 的
peNDF 含量
减 少 了
PH<5.8 (P =
0.01)的时间，
同样的通过
观 察 PH5.8
(P = 0.03) 曲
线以下的面
积减少，亦即
降低了亚临
床瘤胃酸中
毒（SARS）的
严重性。较高
的存栏密度
增 加 了
PH5.8 以 下
的 时 间 (P <
0.01) ，有增
加 SARA 严
重性的趋势
(P = 0.06)。

此外，存栏密度与日粮之间有互作的趋势，表明当奶牛饲养在较高的存栏密度棚舍内和饲
喂较低的纤维日粮 SARA 较高。重要的是，较高的存栏密度比改变日粮对瘤胃的 PH 影响更大，
存栏密度 100 和 142%之间的差异在 1.4 小时，而日粮的差异仅在 0.9 小时。两个存栏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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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差异 0.4 小时和 142%差异 1.4 小时）通过添加秸秆观察到减轻了 SARA，尽管似乎在
高存栏密度时提高日粮的 peNDF 或 uNDF 收益较大。
奶牛每天挤奶３次，每个时期的 8-14 天用电子装置记录奶产量。在每个时期的１３和１４
天连续收集每头牛的奶样６次并分析成分。对所有的奶牛除了采食、反刍、躺卧行为之外的位
置（饲槽、卧床、走道、站立或躺卧）等这些表现行为，在每个时期的８、９和１０天每间隔
１０分钟(Mitlöhner et al., 2001)观察７２个小时予以评估。

在处理组中采食时间(238 分钟/天, SEM=4)和反刍时间(493 分钟/天, SEM=9)没有不同。
然而，较高存栏密度时，在散栏内反刍占总的反刍比例降低了。由于休息和反刍显著地贡献给
了生产不受侵害(Maekawa et al., 2002b)，可能改变了反刍的位置而影响生产的量和速率，部
分的解释是较高的存栏密度增加了 SARA 的风险。日粮之间瘤胃 PH 的不同大概的解释是在采
食和反刍秸秆日粮期间增加了缓冲液量的产生，Maekawa et al. (2002a)证明：增加日粮纤维
浓度比例导致每天总的唾液产生增加。
较高存栏密度增加潜在的新鲜饲料消耗――亦即：较高存栏密度致使奶牛花费较长的时间
接近卧床和试图采食。另外，高存栏密度减少了躺卧时间，但促进了花在卧床时间的同时显示
了更高的卧床使用率。一般花费在站立巷道的时间显著增加了过度存栏。

健康源自营养 创新彰显价值
在处理中的 DM 没有差异，尽管如同预期秸秆日粮增加了 peNDF 和 uNDFom240 两者的
摄入。奶产量的变化较小，大概是这个试验中给的时间较短（14 天）
。

实验２：
过度存栏和减少接近饲料
营养模型计算营养需求假设：奶牛有随意接近饲料的欲望而不是过度存栏。实际情况是在
美国大部分的奶牛处于过度存栏状态－越来越多的牧场主优先选择每天饲喂较少量的饲料尽
力降低昂贵饲料的使用。因此，我们需要理解存栏密度与饲喂有效性在瘤胃 PH、行为和生产
效率之间的互作。
４８头经产和２０头初产荷斯坦牛被分配到４个栏中的 1 个栏（ｎ＝１７头／栏）。每栏在
14 天期间用 2x2 因子以 4x4 拉丁方处理。如同试验１，使用两个密度(STKD; 100 or 142%)。
在试验２，我们对２个水平的饲喂限制(0 小时或非限制; NR)和 5 小时饲喂限制（R）进行评估，
结果为 4 个处理组(100NR, 100R, 142NR 和 142R)。如同在试验 1 中，存栏密度通过有否颈夹
和散栏实现（100%，17 个散栏和颈夹/栏；142%，12 个散栏和颈夹/栏）。栏作为实验单位。
在下次饲喂前接近饲料通过从颈夹撤离饲料大约 5 小时来实现。之前的研究已经显示：阻
碍接近料槽 5-6 小时/天模拟称之为“清槽”管理(French et al., 2005)。16 头经产瘘管牛组成 4 个
中心组收集反刍发酵数据。每个中心组保持产奶、奶产量和胎次平衡。
存栏密度的影响和接近饲料的瘤胃 PH 特征参见表 5。
高存栏密度，如同试验 1 中，增加了 PH5.8 以下的时间(P = 0.02) ，有增加 SARA 严重性
的趋势(P = 0.09)。同时，瘤胃 PH 对饲喂接近处理的反应没有差异，在存栏密度与饲喂接近之
间有显著的互作(P = 0.02)，表明：当奶牛在高存栏密度棚舍里和限制接近饲料时 SARA 风险
加剧。与试验 1 相比，当饲喂接近隔离与日粮的纤维水平差异相比在瘤胃 PH 上没有大的影响。
不过，当与高存栏密度复合，减少饲喂接近比低纤维日粮有较大的影响。这些结果推断商业化
奶牛场过度存栏密度和优先选择饲喂低水平的饲料，这种通常的做法需要更好地反思。
在当前进行的工作中进一步分析实验，包括：关于行为反应、以栏为水平的饲料采食和泌
乳生产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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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存栏密度在瘤胃 PH 和增加 SARA 的风险方面始终显示了负面的影响。额外应激的存在联合存
栏密度加剧了瘤胃 PH 的负面影响，即使取决于应激的类型而重要性各不相同。不过，饲喂环
境的操控能帮助减缓存栏密度的负面影响，如在日粮里增加 peNDF 或减少没有饲料的时间。
（参考文献略）

健康源自营养 创新彰显价值

牧场管理追求卓越
Dr. Gordie Jones
De Pere, WI
Email: gordon.a.jones@att.net
巫立新译
如若你想让奶牛每天生产 45kg 以上的奶，而“又填的起，放得下它们”，除了日粮外还有许
多决定产奶的因素。这些非日粮的因素如：推料、5%的剩料、牛舍的设计、管理和初次产犊的
年龄等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一头奶牛将有三件事要做：站立挤奶、站立摄食和饮水以及躺卧。如果它做了其中一件事
即会给你带来收益。
追求卓越的三个循环
尽量帮助奶牛有效和有益的运行一个简单的思路是分解它们的“循环”。理解牧场在任何规
格运营方面的周期和循环以期能发现运营的瓶颈。一个瓶颈点的拥塞限制了运营高潜力的发挥。
每个牧场有三个循环需要去理解瓶颈的出现。
日循环。第一个周期是 24 小时循环，或者是奶牛在一天的过程中要做些什么。当设计者
在规划设备时应该考虑到奶牛一天的生活（图 1）。LDHM 2017

图1

奶牛 24 小时卓越循环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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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它何时和怎样挤奶？
* 它花在栏舍和挤奶厅的时间多长？
* 它锁定繁殖的时间多长？
* 何时饲喂？它何时到达栏舍采食和空槽时间多长？
当我们知道每一头或一栏奶牛的 24 小时循环周期，所有这些问题就容易回答了。也可以
密切观察干奶牛和后备牛的 24 小时类似的生活周期。
年循环。观察了奶牛平常的一天，还要观察奶牛的一年（图 2），第二个循环开始于怀孕栏。
问询关于循环另外的方式是最近的新产牛怎样回到下一年的新产牛栏？关于年循环可以呈现
出如下的问题：
* 在哪儿产犊？何时转移到新产栏？在新产栏呆多久？何时转移到繁殖栏？何时开始配种？
何时停止配种？饲喂多少日粮？
* 何时干奶？干奶多久？饲喂多少干奶日粮？配给什么日粮？
* 怎样开始人工检胎？何时转移到它产犊？
* 通常奶牛经历怎样的栏/群体变化？每次奶牛经历群体变化在之后的 2-3 天产奶量每天损
失近 3kg(Shaver & Zwald, 2012)。
* 通常泌乳牛日粮是怎样变化的？
* 何时繁育？
* 干奶多久？

图2

奶牛生活的一年卓越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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犊牛到新产牛的循环。第三个循环也开始于怀孕栏和到产犊。
（图 3）这个循环观察奶牛生
命的开始两年，起始于产犊。问题包括：
* 何时喂初乳？喂多少初乳？直到断奶吃住在哪儿？在断奶栏里多少犊牛在一起？
* 饲喂什么？何时饲喂谷物料？饲喂多少后备料？直到配种月龄住在哪儿？何时喂水、草
料和发酵饲料？
* 何时配种？多大体尺、年龄或两者都具备？
* 何时移入待产栏？如何操作第一次产犊？
所有规模的牧场都要考虑这三个问题。是否充分理解这些循环，能否发现和纠正运营中潜
在的瓶颈问题。
当分析卓越的循环任何规模的牧场就能很容易理解，较大的运营可能似乎也没有障碍。

图3

更新后备牛的 24 个月卓越循环

常见的问题。在采食上奶牛每天不会花费超过 4 个小时。生产者一天获得 4 小时，奶牛获
得其他 20 小时。采食以外的 4 小时也需要做这些事：分栏、待治疗栏、配种时间、修蹄、触诊
时间和牛其他健康。
大多数牧场一个最通常的问题是：至少有一半的牧场不能确认当奶牛早晨挤奶后奶牛的干
物质采食量。最好的饲料饲喂给最好的奶牛这是非常重要的。青贮暴露在空气中质量下降，因
此早晨生产的第一批 TMR 应该饲喂给低产奶牛，在早晨新产牛饲喂最新鲜的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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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牛的先祖是猎物。奶牛设计好了——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能吃多少就吃多少，然后移动
到安全的地方躺下反刍。
另外常见的错误是在饲喂栏内没有足够的水槽；许多饲喂栏设计仅有 3 个水槽，而实际上
需要 4 个。若一个栏舍内有多于 100 头奶牛，它们通常分为两个社会群体，每个社会群体应该
有两个水槽。
卧床栏设计是至关重要的。卧床栏设计失败主要有 4 个原因：缺乏卧床软垫、颈部轨迹安
排、前冲和头部摆动空间局限、缺乏新鲜空气/视野。
卧床栏设计包括：122cm 宽的栏位、背部的颈限位栏高 122cm、从后面限制位到颈限位栏
172cm、后面限制位到“鼻子对鼻子”5m、到胸挡板 172cm、胸挡板背部限位栏上留 5cm。
较宽的栏位并不好因为牛斜躺在栏位里。然后在栏位里排便和占用面积。
若奶牛斜躺着，它们的头有时会伸到边上的栏位里阻拦其他牛入栏位。
若前冲的回路是 76cm，宽度并不重要，但从头到尾的回路是 100cm，使得奶牛斜躺着，
可能需要改进。
限位栏宽度的“可使用部分”卧床必需保持水平。一旦卧床低于限制的水平，可利用的卧床
长度变短 25cm，对奶牛来讲是不可接受的。
奶牛躺卧的膝盖部位不应该感到痛，若感受的到痛则奶牛需要更多的垫料。
缺乏新鲜空气也是一个问题。简单的方法是提升牛舍侧边的高度让空气流动起来。
不能低估标准运营流程（SOP）的价值。每个人都要知道和理解他们的工作，每个人都应
该就他们的工作和如何做通过考试（口头或书面）。当人们知道他们的工作时，他们就会为他们
的工作而感到快乐。
Gordie Jones 有 15 年的奶牛实践经验，有 10 年多从事于奶牛营养、设施和舒适度的咨
询。他花费了 6 年时间设计和管理 Fair Oaks Dairy 奶牛场（20000 头），他在 5 年前于威斯康
辛州建立和开始管理自己的牧场 Central Sands Da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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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管理

奶牛与人:回顾乳脂和人类健康两者之间的关系
J.E. Rico1 and D.E. Rico2,3
1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2CRSAD; 3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Université Laval
巫立新译
前言
牛奶是一种独特的、营养丰富的食物。牛奶是哺乳动物早期发育的关键，它是能量、优质蛋
白 质 、 维 生 素 和 矿 物 质 ( 如 维 生 素 D 、 钙 和 钾 ) 的 主 要 来 源 (Smilowitz et al. ，
2005;Gaucheron,2005)。除了在新生儿营养方面的关键作用外，牛奶和奶制品也是成年人营养
的主要来源。人类在成年后继续饮用牛奶的能力在过去八千年与农业和乳品业(Curry., 2013)相
联系中逐渐发展起来。这是由于乳酸酶在幼儿时期的持续存在。在地球上至少有四个不同的地
理区域(即：乳糖酶热点)乳糖酶持续存在明显基因突变的增加，可以说，提供了一个主要的选择
优势(Bersaglieri, et al.，2004)。如今，三分之一的人在成年时产生乳糖酶，在北欧等 90%以上
的人可以喝牛奶，以及在西非、中东和南亚，这种情况更为普遍。(Curry.,,2013;Liebert et al.，
2017)。
尽管牛奶作为一种营养来源可以为人类提供显而易见的好处，但它作为健康饮食组成部分
的地位却受到了质疑。事实上，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消费者观念、饮食指南、公共卫生信息和
政策的改变，都导致了牛奶和乳制品消费模式的转变，尤其是那些脂肪含量较高的产品。这些
变化的开始可以追溯到 1950 出现的“饮食心脏假说”。基于有限的流行病学数据，其基本前提是
脂肪的摄入可能导致人类心血管疾病(CVD)。尽管从一开始就被批评为“无效”和建立在“脆弱的
联系”的基础上(Yerushalmy and Hilleboe, 1957)，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饮食心脏假说成为饮食
建议的核心，尤其是为了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一个普遍的“对脂肪的恐惧”从那时起就开始
蔓延，并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如今，消费者倾向于寻找低脂肪食品作为全脂食品的健康替代
品，希望减少脂肪和“卡路里”的摄入，降低心脏病和肥胖症的风险。与此同时，不喝牛奶的现象
也越来越普遍(图 1)，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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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低饱和脂肪的植物源新饮料已经出现，取代了日常饮食中的牛奶(例如，所谓的大豆和杏仁
牛奶)。与当前的认知和饮食建议不同，过去十年出现了大量重要的文献，挑战了将饱和动物脂
肪摄入与人类疾病联系在一起的当代观点。这些研究表明，一般的乳制品，以及全脂乳制品，
可能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此外，最近的研究表明，全脂乳制品实际上可以预防肥胖和相
关慢性病。本综述将从最近的荟萃分析、观察和随机对照试验(RCTs)中总结出乳制品摄入对人
体健康影响的现有证据。我们将讨论乳制品在预防或改善慢性病发病方面的公共卫生作用。
脂肪消耗和人类疾病
饮食心脏假说的背景和经典研究
目前流行的动物源性饱和脂肪对人体健康有害的观点，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的一些具有启
发性的证据。首先，1908 年 Ignatowski 和 1913 年 Anichkov 的突破
性研究证明了动物脂肪，特别是胆固醇，在兔动脉粥样硬化模型中能够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病变，
提高血浆胆固醇，并导致死亡(Konstantinov et al.，2006)。其次，在 20 世纪 50 年代，Ancel
Keys 做出的流行病学数据似乎确定膳食脂肪是心脏病的主要病因。在两项广为人知的研究中，
Keys 和他的合作者们发现，动脉硬化和退行性心脏病导致的中年男性死亡率与他们的国家饮
食中脂肪卡路里的比例之间存在着一些看似紧密的联系(Keys, 1953;Keys 等人，1966)。他从
脂肪中获取能量的可用性和心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的相关数据使他得出结论，“膳食脂肪在某种程
度上与心脏病死亡率有关，至少在中年是如此”。这些研究推动了广泛为人所知的饮食-心脏假
说，即饮食因素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相关。Yerushalmy 和 Hilleboe(1957)很快就对这一假设
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自第一次提出这一假设以来，人们对这一假设的接受程度远未达到一致。
在他们的方法论笔记中，作者试图评估所提出的假设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已知或可确定的事
实”，这些事实可能会使这一前提得到推广。作者指出了几个限制，包括：1）样本容量小(即，
Key 的原始研究只使用了 6 个国家)；2)不明原因的混杂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例如，在经济地
位较低、负担不起肉类和奶制品的国家报告不足)；3)没有使用脂肪消耗的实际数据(即：使用了
可用性)；4)关系缺乏特异性(即：蛋白质消耗也与死亡有关)；5)在任何给定的脂肪可用性类别
下，各国因心脏病死亡的差异很大。他们的方法分析所产生的一些有趣的观点包括: 首先，当
有更多的国家加入时，该协会的力量大大减少(n= 22)；其次，这种关系并不仅限于脂肪；第三，
当脂肪或蛋白质与所有死因相关时，“几乎没有关联”。最后一点值得注意，因为 CVD 是工业国
家的主要死亡原因，因此，Keys 的研究中的关系预计也适用于所有原因的死亡率。最近，其他
人(Willet, 2012)指出，key 所选择的代表低脂肪摄入和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的国家实际上工业
化程度较低，在吸烟习惯、体育活动和肥胖方面存在差异，从而使饮食心脏假说的推广复杂化。
饮食脂肪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从 1948 年到 1950 年，Framingham 研究收集了马萨诸塞州 5127 名年龄在 30-59 岁之间
的男性和女性，从中提取的数据首次揭示了胆固醇在人类心血管疾病发展中的重要性。经过 6
年的纵向评估，胆固醇被确定为 CVD 的三个危险因素之一(Kannel et al.，1961)1。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间的其他几项研究发现，血清(总)胆固醇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呈正相关。随着识别
和测量循环脂蛋白的技术的出现，进一步表明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C)和低密度脂蛋白(LDLC，亦即：“坏胆固醇”)中含有胆固醇，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呈正相关，而高密度脂蛋白(HDL-C;亦
即：“好胆固醇”)，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呈负相关(见 pardi 2009 年的综述)。事实上，LDL-C 成为
动脉粥样硬化性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主要标志物，因此在过去几十年里，LDL-C 是指导心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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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治疗的主要靶点和因素(Stone et al.，2014)。然而，LDL-C 的作用最近受到质疑，因为它
被认为是 CVD 的一个非常糟糕的预测因子(Sachdeva et al.，2009;Ravnskov 等，2018)。另一
方面，HDL-C(一种胆固醇外溢指标)水平被用作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标志(Rohatgi et al.，
2014;Monette et al .,(2016)，特别是作为总胆固醇与 HDL-C 的比值时(Castelli, 1988)。此外，
甘油三酯与 HDL-C 比值的增加是冠心病更有力的预测因素(Luz 等人，2008)。
尽管人们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胆固醇上，但预测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其他因素似乎也很重要。
其中包括肥胖、血清甘油三酯、不活动、高血压、吸烟和糖尿病。来自 Framingham 团队的结
果阐明了这些辅助因素的重要性，例如，导致葡萄糖耐受不良、收缩压高、吸烟和左心室肥厚
等的因素将 CVD 风险增加到 60.2，而单独使用胆固醇时仅增加 3.9 (Kannel et al.，1979)。
饱和脂肪和血脂
饱和脂肪酸(SFA)提高血液 LDL-C 的能力在所有文献中都是一致的，而且文献资料丰富
(Micha and Mozaffarian, 2008)。对这一关系的兴趣源于一种假设，即 LDL 颗粒可能增加动脉
壁的胆固醇积累，促进动脉粥样斑块的形成，从而增加 CVD 风险(Kruth et al.，2001)。因此，
人们努力确定单个 SFA 作为心血管疾病标志物的动脉粥样硬化潜能。例如，Ulbricht 和
Southgate(1991)提出了动脉粥样硬化指数，其计算方法是将 SFA 月桂酸(C12:0)、肉豆蔻酸
(C14:0)和棕榈酸(C16:0)之和除以 omega 3 和 6、C18:1 顺-9 以及其他单不饱和脂肪酸之和。
基于 Hegsted 的工作(1965 年)，每个因子都乘以一个经验常数据此提高或降低胆固醇的能力，
用 1 表示所有脂肪酸，
用 4 表示 C14:0。因为这些可能致动脉粥样硬化的脂肪酸(C12:0，C14:0，
C16:0)占牛奶甘油三酯的 30-40% (Jensen, 2002;O 'Donnell-Megaro et al .,(2011)，一些人得
出结论，乳制品脂肪是一种潜在的提高胆固醇的食品，因此，消费者减少了全脂乳制品的消费
(Wang and Li，2008)。与此同时，官方建议的重点是减少脂肪和饱和脂肪的消耗。1977 年(美
国)和 1983 年引入的膳食脂肪指南(英国)(Harcombe et al.，2015)推荐：1) 将脂肪消耗减少到
总能量摄入的 30%；2）将饱和脂肪摄入量减少到总能量摄入量的 10%。值得注意的是，有了
这些指南，SFA 提高血液 HDL-C 和降低 CVD 风险的能力被隐式地忽略了。事实上，一项对 60
项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显示，SFA 在替代膳食碳水化合物时对总胆固醇与 HDL-C 的比值(越低
越好)没有影响(Mensink, et al.，2003)。此外，所谓的“致动脉粥样硬化”月桂酸主要通过增加
HDL-C 来降低比值。这些观察结果挑战了 SFA 确实是动脉粥样硬化的观点，以及 SFA 来源如
乳脂可能对健康有害的观点。
2005 年 Lefevre 等人的研究很好地证明了含 SFA 的食品对 CVD 风险标记物的预期影响
与实际结果之间的不相关。在这项双盲、随机交叉的研究中，作者报告了牛奶脂肪对 22-64 岁
男性健康指标的影响。通过用低脂或脱脂乳制品替代高脂乳制品，调整膳食中脂肪和 SFA 的供
应。从乳脂中获得的能量逐渐减少，达到脂肪和 SFA 的能量消耗相当于美国人的平均饮食
(AAD;37%脂肪和 14% SFA;超过当前的推荐)，以及两种脂肪和 SFA 含量较低的饮食(第一阶
段饮食，28%脂肪和 8.8% SFA;第二阶段饮食，24%脂肪，6.2% SFA)。最后两种饮食符合目
前从脂肪和 SFA 摄取能量的建议(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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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预期的那样，乳制品 SFA 消费的减少导致血液循环 LDL-C 的减少。然而，HDL-C 也
出现了类似程度的下降。此外，低脂饮食增加了血液循环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与 HDL-C 的比
率(总:HDL-C;即：动脉粥样硬化比率)，均为升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通过这种方式，减少乳制
品脂肪摄入量观察到的升高使人们对低脂肪饮食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有效性产生了一些担
忧。可以说，采用这种低脂肪的方法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虽然研究对象的肥胖和胰
岛素抵抗等因素可能影响了对低脂饮食的反应，很明显，这些饮食对常用生物标志物(如 LDLC、HDL-C、Total:HDL-C 和甘油三酯)的影响，在减少心血管疾病风险方面，肯定不是许多人
所期望的。此外，像 LDL-C 这样的 CVD 生物标志物的有效性最近有所下降，而且脂蛋白在心
血管疾病中的作用已经转移到它们的大小(例如，低密度脂蛋白浓度越低越差)、数量（例如，载
脂蛋白 B 作为动脉粥样硬化颗粒的标记物）和氧化倾向，而不是它们的胆固醇含量(Krauss,
2005;Parodi, 2009)。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的指导方针就是一个例子。根
据最近对现有数据的回顾，美国心脏协会报告说，无法找到支持继续使用特定 LDL-C 和/或非
HDL-C 治疗目标的证据。这样，“坏胆固醇”就不再是指导治疗的主要因素(Stone et al.， 2014)。
即使把心血管疾病脂质生物标志物放在一边，根据饮食-心脏假说，SFA 对实际临床结果的
影响应该反映对心血管终点的有害后果。与这一预期相反，一项对 347,747 名受试者进行了 5
至 23 年随访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饱和脂肪摄入量与心血管疾病之间没有相关
性，无论是致命的还是非致命的(sirii - tarino et al.，2010)。类似地，在前瞻性队列研究的系统
回顾和荟萃分析中 Chowdhury et al.(2014)报道了 649812 名参与者的 RCTs (n = 78)，与饮食
或血液循环 SFA 相关的冠状动脉结局的相对风险没有增加。此外，作者还报道了循环的人造奶
油酸(C17:0，一种乳制品脂肪摄入量的标志)与冠状动脉疾病之间的反向关联。总的来说，来自
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和 RCT 的现有证据并不支持鼓励减少饱和脂肪摄入的指导方针，尤其是
来自乳制品的指导方针。这一证据是否足以证明总的 SFA 和乳制品的清白，仍有待商榷；然而，
目前的数据表明，过度关注饱和脂肪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当考虑到乳制品脂
肪可能已经被源自植物的工业反式脂肪所取代时，这一点尤其正确(例如：反式脂肪含量高的人
造奶油)，以及精制糖(例如：果糖)。图 1 展示了这些饮食替代品的一些趋势。全脂牛奶已部分
被低脂牛奶所取代，而软饮料的消费量和果糖则呈线性增长。重要的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同时减少某些乳制品的消费和增加工业反式脂肪和糖可能是有害的。例如，非反刍动物(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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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界) 反式脂肪现在被认为是有害的(Micha 和 Mozaffarian, 2008)，它们与心脏病和全因死
亡率密切相关(Oomen 等人，2001;de Souza 等人，2015)。同样，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多
数美国成年人目前摄入过量的添加糖(果糖的一种来源)，这与肥胖、代谢综合征和心血管疾病
死亡率显著相关(Johnson et al.，2009; Lustig et al .,2010;Yang et al.，2014)。事实上，美国
心脏协会已经建议将饮食中的糖摄入量减少一半以上(Johnson et al.，2009)。
乳制品消费与人类健康结果
关于证据评估的说明
有关脂质摄入和人体健康的主张的证据来自一系列具有不同程度因果关系的研究，从观察
性研究到对照随机临床试验。Young 和 Karr(2011)给出了一些关于观察声称不能复制的频率的
观点，这个频率达到了令人震惊的 80%。此外，在大约 10%的病例中，当观察性研究的结论在
临床试验中得到检验时，它们的走向明显相反(Young 和 Karr;2011)。这些作者认为“任何来自
观察性研究的断言都很可能是错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严格测试，它就不会复制”。因
此，评估饮食摄入与常见疾病结果相关的观察证据至少是有问题的(Prentice, 2014)。例如，观
察性研究的有效性可能会因对自我报告的食物摄入量的必要依赖而受到损害，还可能因混杂因
素的影响而进一步复杂化，例如可能影响相关性的生活方式因素。这突出了一些源自生态研究
的断言的问题，如饮食艺术假说，现在似乎在更有力的证据面前失去了有效性，如 RCTs 和前
瞻性队列研究，它们与最初的假设相矛盾(例如，Micha 和 Mozaffarian, 2008;Ramsden 等，
2016)。在考虑到这些局限性的同时，对有关乳制品摄入量和健康结果的观察性研究的解释在许
多情况下可以成为有益的起点。无论如何，因果关系可能只来自于适当控制的实验。
肥胖和 2 型糖尿病
一个可以论证的重要原因是，目前的趋势是避免乳制品脂肪(图 1)与减少过量能量摄入的
兴趣有关。常见的假设是，乳制品脂肪可以作为身体脂肪储存，从而导致体重增加、肥胖和心
脏代谢风险。这促使膳食指南推荐食用低脂乳制品(Jensen et al.，2014)。与指导方针和流行的
公众情绪相反，现有证据表明，食用乳制品脂肪与体重增加的风险无关。Kratz et al.(2013)综
合运用观察研究和对照研究的方法，发现通过血液中单链脂肪酸含量(如 15:0 和 17:0)记录或评
估的乳制品脂肪消耗与肥胖风险呈负相关。类似的研究结果也被报道在对三岁儿童全脂牛奶摄
入量的横断面评估中(Beck et al.，2017)。多变量分析包括潜在的人口统计和营养混杂因素。研
究报告的作者称，严重肥胖的几率降低与牛奶脂肪摄入量增加有关，这表明牛奶脂肪对三岁儿
童的肥胖有保护作用。同样，在一项针对 18438 名健康中年女性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中，女性健
康研究对她们进行了为期 11 年的跟踪调查。此外，在高脂肪乳制品摄入量最高的五分之一人
群中，风险最低(Rautiainen et al.，2016)。最后，在 29 个 RCTs 的荟萃分析中，Chen et al.(2012)
报道乳制品的摄入不会增加体重增加或体脂增加。此外，在短期和能量受限的 RCT 中，食用乳
制品对减肥有适度的有益影响。
2 型糖尿病(T2D)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上升，与肥胖症的流行增加平行。由于乳制品中钙、镁、
维生素 D 和乳清蛋白含量高，可以降低胰岛素耐受性，因此可以假设乳制品可以预防 T2D (Rice
et al.，2011)。Aune 等人(2013)的荟萃分析评估了前瞻性队列研究和嵌套病例对照研究中乳制
品摄入与 T2D 风险之间的关系(n=17)。T2D 的风险与乳制品、低脂乳制品、酸奶和奶酪的摄入
量呈非线性负相关，后者的脂肪含量最高。对乳制品摄入量的风险反应是剂量依赖性的，并且
在摄入量较高时趋于平稳。有趣的是，在这项研究中，高脂肪乳制品并没有改变 T2D 风险，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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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一项荟萃分析专门针对黄油的消耗(Pimpin et al.，2016;11 个特定国家的队列和 201628 名
参与者)报告黄油摄入量与降低 T2D 风险有关。这种差异可能表明，乳制品脂肪的影响可能是
于特定食物(例如：奶酪不同于黄油)，这一概念值得进一步研究。近期其他荟萃分析也支持了乳
制品摄入对 T2D 的保护作用(Forouhi et al.，2014;de Souza 等，2015;Yakoob 等，2016)。例
如，磷脂中血液循环脂肪酸与 T2D 之间的前瞻性联系是由 EPIC-交互病例队列研究(17,928 名
T2D 受试者和 16,835 名随机参与者;Forouhi 等，2014)。通过设计，本研究结合了更大的前瞻
性队列的时间序列和功率优势，以及病例对照的测量效率。Forouhi 等人在 2014 年报道了与奇
数链 SFA C15:0 和 C17:0 相关的 T2D 的风险比降低，这两种衍生物主要来自乳制品。同样，
Yakoob 等人(2016)利用年龄在 30 岁至 75 岁之间的 3333 名成年人进行了两组前瞻性队列研
究，基线是无 T2D，随访 15 年。他们发现，处于血浆最高四分位数的个体为 C15:0、C17:0 和
反式 t-C16:1 n -7 降低了糖尿病发病风险(分别为-44%、-43%和-53%;图 2)。鉴于其他研究表
明血液循环反式棕榈烯酸(t-16:1n-7)与较低的胰岛素耐受性、动脉粥样硬化性血脂异常和偶发
性糖尿病有关，这一最新发现尤其令人感兴趣(Mozaffarian 等人，2010;de Souza 等，2015)。
重要的是，全脂乳制品的摄入与血浆中反式棕榈油酸浓度升高最为相关(Mozaffarian et al.，
2010)。乳制品对 T2D 风险的明显有益作用是否由反式棕榈油酸或乳制品的其他成分介导尚待
实验阐明;无论如何，这种可能性构成了脂肪酸研究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新方向。
代谢综合征
代谢综合征(MetS)包括一系列心血管危险因素，包括中央型肥胖、高血糖、高甘油三酯血
症、低 HDL-C 和高血压(Alberti et al.，2009)。而且，MetS 与 CVD 风险、T2D、全因死亡率
和癌症密切相关(Saely et al.，2007;Wu et al.，2010; Esposito et al .,2012)。尽管人们认识到
乳制品具有预防或缓解成人心血管疾病、T2D 和血压疾病的潜力(例如，2010 年美国膳食指南;
美国农业部/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USDHHS, 2010)，关于乳制品消费与 MetS 之间关系的数
据非常有限。Chen et al.(2015)在两种不同的荟萃分析中评估了来自横断面/病例对照研究(n=16)
和前瞻性队列研究(n=7)的现有数据。两项荟萃分析比较了高乳制品摄入量和低乳制品摄入量，
均显示高乳制品摄入量可降低代谢综合征风险，这一观察结果在按分

层亚组(如地理区域、性别、乳制品类型和随访时间)对研究进行评估时得到了证实。最后，在同
一研究中，前瞻性队列显示 MetS 风险与乳制品消费呈反比关系(Chen et al.，2015)。有趣的
是，当每天摄入的乳制品超过 2 份时，风险的降低就变得明显了，并且在那之后表现成线性的。
这表明，为了以一种有益的方式影响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可能需要最低剂量的乳制品。
心血管疾病风险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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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SFA 摄入量与 CVD 之间的关系并不直接，它历史上是从饮食-心脏假说中衍生
出来的，这有两个重要前提: 1) SFA 可影响血液循环胆固醇(即：增加 LDL-C)，2）胆固醇是心
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因此，由此产生的假设是
食用 SFA 可引起心血管疾病。鉴于 SFA 消费与预期的临床心血管疾病结果之间的脱节(如：Siri
Tarino et al.，2010; Chowdhury et al .,2014 年)，饮食-心脏假说的力量受到了质疑。考虑到乳
制品可能对肥胖、T2D 和代谢综合征有保护作用，阐明这是否也适用于 CVD 是很重要的，CVD
在美国仍然是一个主要的死亡原因(Mozaffarian et al.，2015)。当观察乳制品消费对心血管疾病
风险因素的影响时，最显著的发现是，与预期相反，减少乳制品中 SFA 的摄入量会增加心血管
疾病风险，这是由常用的标记物决定的(Lefevre et al.，2005;表 1)。这一发人深省的观察结果
似乎得到了其他研究的进一步支持，这些研究报告了牛奶来源的脂肪酸与更有利的低密度脂蛋
白粒径分布(即：LDL 颗粒小而致密;Sjogren 等，2004)。此外，在乳脂中发现的一些 SFA，如
月桂酸，实际上与 CVD 风险的降低有关(Micha 和 Mozaffarian)。,2010)。重要的是，这些证据
与可靠的、一般的观察相一致，SFA 在心血管疾病风险方面是中立的甚至是有益的。
Elwood 等人(2008)针对前瞻性数据中的证据，对 15 项前瞻性队列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
报告了牛奶和乳制品消费与英国血管疾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与低牛奶摄入量的受试者相比，
高牛奶摄入量或乳制品摄入量的受试者患中风和/或心脏病的相对风险(RR)显著降低(RR 分别
为 0.84 和 0.79)。这些发现再次强调了含有 SFA 的食品(如乳制品)的假设效果与实际临床研究
结果之间的脱节。同样，对现有文献的系统回顾表明，大多数研究不支持乳制品脂肪对心血管
疾病的预期影响，差异可能与国家特异性影响有关(Kratz et al.，2012)。具体地说，护士健康研
究(来自美国)发现，乳制品脂肪摄入量与心血管疾病之间存在一致的正相关关系，而欧洲、哥斯
达黎加和澳大利亚的其他 11 项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与乳制品摄入量之间要么没有关联，要
么相反。在这 11 项研究中，只有一项报告了差异，因为它发现了男性的负相关，而女性的正相
关(Kratz et al.，2012)。研究报告的作者认为，生活方式因素与乳制品摄取量之间的残留混淆，
以及乳制品脂肪来源的不同，可能有助于解释美国人和非美国人之间的数据差异。与此相关的
是，最近发表的研究成果，来自于前瞻性的城市农村流行病学(PURE)研究，在一项 9 年随访中
评估了乳制品消费对 21 个国家和 5 个大洲的死亡和主要心血管疾病事件的影响(Dehghan et
al.，2018)。对 136,384 名个体的乳制品膳食摄入量使用国家验证食品频率问卷进行记录。评
估的乳制品包括牛奶、酸奶和奶酪，这些食品被分为全脂和低脂乳制品。相对于不摄入，每天
摄入超过 2 份的乳制品可以降低总的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主要 CVD 和中风。同样，
全脂乳制品(每天>2 份)与总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成反比。有趣的是，全脂乳制品对
CVD 的反应似乎是剂量反应，因为它逐渐从<0.5 增加到 0.5- 1,1 -2 和>每天 2 份。奶酪的摄入
量(每天 1 份)与降低死亡率和主要心血管疾病有关，而黄油的影响是中性的(即:不会增加风险)。
纯研究表明，摄入乳制品，尤其是全脂乳制品，可能有助于预防死亡和主要心血管疾病。此外，
与低脂乳制品相比，食用全脂乳制品似乎没有什么不利之处。作者得出结论，乳制品的消费不
应该被禁止，甚至应该被鼓励，特别是在乳制品消费低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牛奶和奶制品可能对心血管疾病和其他健康后果具有保护作用的机制模式可能很复杂，仍
需要研究。重要的是要记住，牛奶中含有大量的生物活性成分(Park, 2009)，这些成分可能具有
加性、协同性或拮抗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单一营养物质的过度关注(例如，应避免饱和
脂肪)已被证明是狭隘的，而且在预测健康结果方面能力有限。正如其他人所提出的(Mozaffarian,
2014)，基于食品的指南需要减少消费者的困惑，并基于对临床终点影响的前瞻性证据。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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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正处于人类营养的范式转变之中。经典文献的有效性重新评估，以及过去 10 年
出现的大量证据，强烈驳斥了长期以来的观点，即膳食饱和脂肪会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此外，
从本综述中可以看出，目前的证据表明，乳制品，包括全脂乳制品，可能对代谢健康具有保护
作用，降低肥胖、T2D、代谢代谢综合征、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率。鉴于这一证据，普遍呼吁修
订乳制品消费指南似乎是非常合理和必要的，尤其是因为乳制品可能有助于遏制慢性病的传播。
此外，历史上对单个营养素(如：脂肪、卡路里)的关注在预测临床结果方面被证明是有限的。从
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乳制品中所含营养成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的全食物研究方法似乎是合理的。
最后，政策变化应以观察性研究的更细致的解释为指导，并反映可重复的、随机对照研究的价
值，因为后者可能提供关于因果关系和乳制品对公共卫生作用的见解。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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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 对世界奶牛行业的影响
J.H. Britt
Jack H Britt Consulting
巫立新译
Ron Butler 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动物科学家！他的学术著作反映了对 12 种不同物种的研究。
他的研究生和研究生毕业后的训练是在美国三个顶级实验室完成的，他早期关于恒河猴脑垂体
与下丘脑分离的研究开辟了神经内分泌学的新领域。
我们的关系
我和 Ron 走了平行的路。1966 年，我们从不同的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继续进行生殖生
理学和内分泌学的研究生训练。我第一次认识 Ron 是 1969 年在我参观普渡大学的时候，学习
如何测定奶牛血液中的孕激素。Allen Garverick 教我做实验，他是 Ralph 教授实验室的博士生。
附近是 Paul Malven 教授的实验室，当时，Ron 正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
1993 年，我和 Ron 遇到了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意外。我们被邀请参加在荷兰 Zeist 举办的营
养和繁殖国际研讨会。我乘坐的达美航空公司(Delta Airlines)从亚特兰大飞往阿姆斯特丹的波
音 747 航班延误了 4 小时，因为就在我们从登机口往回退之前，一辆餐饮卡车倒进了我们的飞
机。我们不得不下飞机去搭乘另一架飞机。当我到达阿姆斯特丹时，会议主持人问我能否在 Ron
之前发言，因为他的航班延误了。当 Ron 到达的时候，我们得知他乘坐的 TWA 波音 747 是从
肯尼迪飞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班在跑道上滑行时，一辆无人驾驶的餐饮卡车从舷梯上滑下，进入
他的飞机。当我们计算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两人身上的概率时是小数点后的 0 要连续几页。
Ron 的家庭和我联系的更紧密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的女儿斯蒂芬妮(Stephanie)和 Ron
的女儿史黛西(Stacy)在康奈尔酒店学校成为同班同学。我经常去伊萨卡岛看望 Ron。
除了这些联系，Ron 和我都进行了与奶牛生育能力以及营养和能量平衡对家畜繁殖的影响
有关的研究。我们的项目是互补的，我们经常引用彼此的工作。他在高产奶牛能量平衡和蛋白
质营养方面的工作为其他许多人研究和开发处理这两个重要问题的方法和技术奠定了基础。
对奶牛行业的影响
衡量影响并不简单，但我怀疑，在发达国家，是否有奶农、奶营养学家或奶牛兽医不定期处
理负能量平衡或血液或牛奶尿素氮超标的问题。这就是 Ron 团队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已经在全
球产生影响的地方。
重要的研究成果很快从实验室转移到行业内的应用。在可信的期刊上发表研究结果，并在
国家或国际会议上介绍这些研究结果，可以加速采用更好的饲养方法。从学术的角度来评价 Ron
的影响，看看他的著作被引用的频率是很有用的。据谷歌截至 2018 年 8 月 29 日的统计，他的
前 10 篇论文共被引用 6348 次。请注意，这些论文主要涉及两个主题：产期奶牛能量平衡和蛋
白质营养对生育能力的影响。
能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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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ler and Smith。W R Butler 作为作者被引用最多的论文发表在 1999 年的《乳品科学杂
志》上，作者是 Ron Butler 和 David Smith。它来自美国乳制品科学协会研讨会关于营养和繁
殖的互作。本文对奶牛能量平衡与繁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很好的综述。
然而，我的看法是，Ron 在这方面最早、最重要的贡献来自他 1983 年与 Bob Everett 和
Carl Coppock 合著的论文。
Butler, Everett and Coppock。在这篇论文中，Ron, Bob 和 Carl 利用了之前一项关于 13 头
荷斯坦奶牛泌乳早期日粮中尿素利用的研究数据。原研究由 Kwan 等人(1977)发表。在这项研
究中，奶牛平均产奶 305 天，奶量 7334 公斤。
Butler 团队测量了这些奶牛血液中的激素，以估计第一次排卵的间隔时间，并使用进食量
和产奶量来估计能量平衡。然后他们研究了能量平衡和一些生殖特征之间的关系。他们最重要
的发现是，当奶牛在每天处于负能量平衡状态时，排卵并开始发情周期。
本文有几个重要的经验:
. 产奶量与能量平衡成反比——产奶越多的奶牛通常越具有能量负平衡(图 1)。
. 第一次排卵的天数与能量平衡成反比——能量负平衡越多的奶牛分娩后排卵时间越长(图
2)。
. 能量平衡在接近牛奶产量峰值时达到最低点(最负点)。
. 第一次排卵发生在能量平衡最低点之后，也就是奶牛达到正能量平衡之前。
. 最后，在现有的数据集中有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可能没有包含在最初发表的论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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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 的团队是最早证明补充脂肪对高产荷斯坦奶牛产后 2 周左右排卵卵泡发育有积极影响
的研究团队之一(Beam and Butler,1997)。他们饲喂了三种不同等级的动物油脂(3.3、5.2 和
7.1%的日粮 DM)，并注意到饲喂这两个较高水平的奶牛在产后 2 周时具有更多的排卵卵泡。
这一对日粮脂肪和产后卵泡发育的关注，为开发广泛应用于奶牛行业的基于脂肪的日粮添加
剂奠定了基础。
Ron 的工作使许多生殖生物学家和营养学家更加认识到产乳量与能量平衡、能量负平衡与
产后发情、能量负平衡与人工授精后生育能力之间的拮抗关系。这导致了大量的研究集中在
干奶期和过渡期的饲养，以减少体重的下降量，它重新关注如何在产犊时的身体条件可以影
响后续的体重下降。这也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快速体重损失的生理过程，特别是脂肪酸的动员
和血糖、胰岛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和生长激素的变化。能量负平衡是否对生殖细胞
和子宫功能产生长期影响，也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Britt(1992)提出如果卵泡和卵母细胞的长期发育发生在严重的能量负平衡时期，则会对卵
泡和卵母细胞的发育产生不利影响(Britt 假说;图 3)。大量数据支持这一假说，并且这些副作用
可能是通过表观遗传机制介导的。比如，Carvalho 等 人 (2014) 报道：在产后 3 周的荷斯坦
奶牛体况评分处于丢失、维持或获得时，人工授精 80±3 天后的受孕率分别是 25%、38%和
84%。此外，他们还发现，大部分丢失体重的奶牛的卵母细胞是受精的，但在发育的前 7 天
死亡率很高，这是典型的表观遗传学效应。在未来，当我们从“云”中挖掘奶牛数据时，将寻找
环境因素(如能量平衡)与随后反应之间的时间关系，其中一些反应可能发生在数月或数年后。
例如，我们知道在小牛出生后的头两个月喂养它们以获得更多的营养，这反映在它们第一次
哺乳时的产量上。牛的生活中严重的能量负平衡的长期影响是什么？Ron 会鼓励我们问这类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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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 的工作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过去的 30 年里，奶牛科学家、营养学家、兽医和农民
以多种方式应对产后奶牛能量负平衡的负面影响。例如:
. 体况评分成为一种惯例
. 产犊时的体况评分得分有所下降
. 为了提高新产母牛的消化率和采食量，重新制定了日粮
. 产犊前 3 周至产犊后 3 周为过渡管理的重点
. 为了解决脂肪对采食的潜在影响，对日粮脂质进行了改变
. 日粮脂肪酸已发展到对生育有有益影响的程度
. 新产牛 TMRs 中增加微量营养素、酵母等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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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项研究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开发出既不经历严重能量负平衡，又能在完全哺乳期产出
等量牛奶的奶牛(Zachut and Moallem, 2017)。从以色列研究牧群(Volcani 中心;Rishon
LeZion，以色列)的研究表明，奶牛在产后连续 4 次产奶后体重的下降是一致的(图 4)。
基因组选择的应用可能会加速公牛的鉴定进程，这些公牛的父亲是生产同样数量牛奶的奶
牛，更健康而且不会像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奶牛那样出现能量平衡的波动。最近对瑞士棕色
公牛的女儿的研究显示，一些公牛的父系女儿明显更健壮、更健康，与没有传递这种健壮性
的公牛的女儿产生的牛奶和成分数量相似(Ha et al.，2017)。
我们试图了解能量负平衡对奶牛许多性状的影响，其根源可以追溯到 Ron 在产后奶牛身
上的研究。但他也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基于营养的问题——过量摄入蛋白质对生育能力的影
响。
过多的可溶性蛋白质和生育能力
如果有一点不错，我们再加一些。这可能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态度，关于在奶牛的日粮中应
该包含多少蛋白质和什么形式的蛋白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给瘤胃里的微生物喂食，我们可
以很容易地用尿素这样的产品做到这一点。逐渐地，日粮中的粗蛋白水平逐渐上升，在许多
情况下达到 20%以上。
另一方面，生育率在下降，好奇的人们开始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Ron 在能量平衡方面的
工作以及他让研究生寻找相关问题的天性导致了一系列论文的发表，这些论文阐述了过多的
可溶性蛋白质是如何降低奶牛的生育能力的。
他的研究小组发现，过多的可溶性蛋白质会在关键时刻改变子宫腔的 pH 值，从而导致生
育力的大幅下降。为了避免能量和蛋白质的并发症，他们对荷斯坦小母牛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这些小母牛没有处于能量负平衡状态，也没有产奶。
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如何在几天内反复测量子宫腔内的 pH 值?如何在实验组的
日粮中保持相同的相似性，同时又能显著地改变粗蛋白的含量?通过独创性，他们进行的实验
提供了很多洞见。他们只是简单地在其中一种食物中加入更多的尿素，并在另一种食物中加
入一些成分，以此来维持类似的日粮。它工作!
高可溶性蛋白水平显著降低了可育母牛的受孕率！这与在胚胎早期发育的关键时期子宫腔
内 pH 值下降有关。他们测量了牛奶或血液中的尿素氮，以估计蛋白质的过量。随后的研究表
明，子宫 pH 值的变化是对蛋白质过量的反应，这是由于离子在子宫内膜上运输的变化。目
前，奶牛营养学家和兽医普遍认为，食用过多的可溶性蛋白质不仅昂贵，而且有害。
这些日粮蛋白质研究的反应很快。每个牛奶分析实验室都在稳定的测定中加入了微量元
素。营养学家和兽医开始监测 MUN（乳尿素氮）、BUN（血尿素氮）和 PUN（血浆尿素
氮），并询问它们是否进入临界范围。同时，我们的营养知识和模型在匹配可利用的碳水化合
物和蛋白质来源方面变得更加复杂，从而在瘤胃中实现更有效的发酵，减少营养的浪费。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的行业更有效地在我们的日粮中使用蛋白质。蛋白质含量开始下降，我
们往土壤和水道中注入的氮也减少了。它对我们的生态系统有长期的好处。
很少有科学家对有益于全球奶牛行业的做法产生过多重长期影响。Ron 对营养影响产后生
育和生育能力的机制进行了研究，改进了喂养和管理，这是目前最佳管理实践的标志。做得
好 Ron!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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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众交流畜牧业技术
Kevin M. Folta1
Horticultural Sciences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Florida
巫立新译
前言
消费者在问关于食物的问题，主要是从农场到餐桌的过程。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地讨论激
素、抗生素、基因工程(人们熟悉的"GMO")和畜牧业中的其他问题。另外，互联网提供了大量
的错误信息，各方面不友好的社团对囚禁动物和/或使用对人类饲养的动物的宣传。所有的这些
变量创建了畜牧业的 风暴，在熟悉的媒体上经常造成歪曲误解。
遗憾的是，这些混淆大多数时间来自于动物遗传学。畜牧业是一个重要的险境。新的基因
技术蓄势待发对家畜的基因改进影响巨大，创新的目标是改善极其重要的特征，如体格尺寸和
疾病抵抗力。知名的如“基因（或基因组）编码”允许敏捷地调整重要的特征，定制遗传学以改善
动物的关注和生产效率。然而，民众已经表达了对动物遗传实验室介入干预动物遗传基因特殊
的蔑视。同时克隆和人工授精成为常规技术，现代技术介入遗传基因改进备受大量怀疑主义或
甚至恐怖主义的关注。互联网总是乐于促进扭曲而诱导论战和传导出难以理解的问题。
现实情况并不反应这些主张。激素是一个小角色，而抗生素则是治疗细菌感染的关键。在
遗传学伟大创新的时候，可以关切在医疗应用中使用新的技术、作物生物学和动物的改进。医
疗应用的精度和速度是值得称赞的，具有可以解决紧迫的健康挑战的能力。作物生物学向前的
风头正劲，2018 年基因编码的作物推动着产量。但动物基因编码仍然锁在一个特殊的科学炼狱
里。尽管现存的技术解决了重大的问题，但手伸得过长和过时的监管环境抑制了所能达到的产
量的创新。
传统的动物繁育流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今天问题的改进措施必须步伐更快。所幸，全球
的科学家已经回答了这一要求。应用基因工程（GE；等同于口语，按不准确的科学术语称为
“GMO”），科学家可以准确地改变一个植物的基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产生出许多需要的新特
征。目前植物解决了维生素 A 和铁的缺乏。植物实际上有抵抗疾病、干旱和虫害的能力。大多
数这些植物具有保证帮助农民生产丰盛的和可预见的产量，做这些对环境更加敏感。这些都是
卓越的突破，满足可持续的核心原则。
许多公众和私有机构在畜牧业创新方面取得了大的进展。基因编码（也称为基因组编码）
已经应用到特定精准靶向基因 DNA 改变以导致可预见结果的实施。这些动物今天还生存着。
其他动物像 AquaAdvantage 三文鱼，应用一些老的工程技术改善了动物的生产。可惜，尽管新
的创新快速产生，但这些巨大的投资于改善动物基因的公共和私有的创新还没有提升产量。
为何创新受阻？围绕着动物基因工程形成的政策不能快速创新。现代基因编码的操作非常
快，已经在各种物种上实施。然而，尽管农民和牧场主、研究的科学家和推广的代理商会发现
问题，但缺乏社会的许可和来自抗生物技术兴趣者的抵制而拖延了最终会有益于畜牧业的技术、
环境和动物自身的发展。
美化景观选择的事实加剧了畜牧业问题的争议。加之互联网充斥的无知专家，合法的食品
和牧场专家的角色变得更加困难。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工作者、农场主、牧场主和农业相关的产
业必需获得公众的信任。我们不得不比电视医生、食品推广者、动物权利团体和互联网的诸多
名人，这些弱化了畜牧业的动力和方法的人赢得更多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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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球在我们这边。我们知道，我们最好的证据是传达我们的农场和产业的科学。我们要
付诸行动。
新的创新
动物基因工程发展速度惊人，问题不再会是技术壁垒。水产业在引进 AquaBounty 三文鱼
上已经栽了跟头，该鱼生长到市场尺寸仅需要大约正常时间的一半。很少的投入即创造了同样
的产出，这是可持续的基础。然而，技术在无休无止的监管讨论中和即使到了今天已经形成了
死胡同，第一条鱼被创造出来后的 28 年，这个可持续的技术仍然没有到达消费者。禽流感可
耐受家禽和低磷排放猪也是老新闻了。下一代“基因组编码”技术正蓄势待发影响畜牧业。遗传
上去角的牛、耐病毒的猪和肉产量较高的动物都已经应用基因微调创造出来。今天我们不再缺
乏农业创新。全球农业面临领导力、社会许可和信任的缺失。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在教育和交流
上重新思考我们的策略，在主要的交流方式上我们将要创造长久的改变。
简而言之，我们没有科学或创新的问题。我们有交流的问题，可能被科学家、养殖者、牧
场主和对农业有兴趣的人士在公众场合讨论修正。
修正农业交流策略
科学家、养殖者和必须是牧场主谈话的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最了解主题，亲近农业和畜牧
业的人最有可能进入公众的互动。类似地，科学家们倾向于保持观望。另外，当我们要与市民
对话时，我们容易犯错误，我们讲话从重知识和权威着手，而不是提供一个利害反应的担忧。
我们怎么能改变这种方法吸引住公众更加高效？必需强调的是：这不是一些不诚恳的堵塞和扮
演模式的转换。你必需总是老实，一直分享你的真实的想法。再者，我们只是要更好地解释什
么是真的在某种程度上取得听众的共鸣。
1、观众。首先真正有效地交流原则是知道谁是你的听众。专注于那些诚实的问题和关切，
避免与人有很深根蒂固的想法不能更改。不接受更多的应用数据人们是不可能改变的。确定正
在寻求答案的观众，他们不知道该相信谁。
2、确立融洽的关系；聆听他们的关切。信任建立在可靠和亲密的关系之上，意味着观众的
感觉。融洽的关系是确认双方信任的连接，能顺畅地交流。作为农业生产者和科学家我们的工
作必须开始聆听关切--倾听以理解，不倾听辩论。尽管这似乎过于简单，积极主动地聆听一些人
的想法和尝试理解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困难的。目的是理解他们的立场，不必同意他们，显示
你理解他们的观点。
3、信任来自可靠性。你的背景、专长和培训是什么？你的观点是什么？应该是清晰的。为
何你偏爱一项技术、产品或方法？你的业务，或者你坚持获利吗？从不用你的权力作为理由让
他们接受你的立场——用什么来证明你理解他们的问题和立场。
4、什么是你的关心和兴趣？当其他人理解我们的目标和价值信任就建立的很快。讨论你
在食物和农业上的兴趣。记住：可持续性包括农业生产者的盈利。描述你的兴趣在于从技术上
帮助农民提升更营养、高质量的食物。讨论你在农场对环境影响的感觉。讨论新的技术和怎样
通过遗传技术创新部分实现可持续性。
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明显结合了那些包含其他见解的意见，而且差异相对来说很小，和来
自对粮食和农业的深刻理解。
5、分享你的故事。描述的情形与你、你的家庭、你的城市或国家联系起来。你解决问题的
一些案例是什么？怎样实施的？能满足每个人分享价值而创造改变吗？当我们讨论如何时，农
民和科学家通常会犯错。他们讨论细节、说得太绝对和指令同意他们的权威。农民和科学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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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吹嘘或夸大数据。科学家和农民交流事实。我们通过描述怎样工作、我们怎样做、我们怎样
做的更好来交流。
很不幸，消费者不想知道怎样，消费者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做我们做什么？为什么重要？
消费者想要知道农场的决定如何与我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同步。它不是关于我们如何做它，
而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去做我们所做的。
如果我们分享人类新技术基本原理的故事，然后避免由反农业活动人士草率设计语言，我
们即可以发动更有效的强有力的告知事实的运动。
6、说准确你的意思。诚然，美国农民养活了全世界，“养活世界”的言论华而不实和使人发
怒。专注于特定技术的例子帮助其他人实现生产目标，或者拯救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局面。夏威
夷木瓜的故事，以及生物营养强化的作物，比如香蕉、木薯和稻米可以惠及那些面临营养不良
的人们。如何通过生物技术和新一代基因改进作物这些故事已经传达。同样的技术能最终有益
于畜牧业。
7、在权威前，先做朋友。专家想提醒非专家，他们其实都是专家。专家有时装扮的像个权
威的样子，与公众之间产生了距离，我们尝试着沟通。医药消费者紧张不安地信任权威。他们
想知道，那些最新科技的应用是训练有素和熟练的。关于食物和农业没有直言相告。消费者不
想与权威谈关于粮食和农业。他们想找人聊聊吃、一个农场和住在农场的人家。一个友好的互
联网比一个著作等身的科学作者更有影响力。这种现象根植在人们的大脑中。食品技术被认为
是一个威胁，而医药呼吁理性思考。
在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医疗技术是希望，食品技术是一种威胁。
这一切都浓缩了人类如何处理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在修订农业交流过程的最
后一步必须使食物和农业技术成为希望所在，公众的梦想所在，意味着加固我们共同的价值和
我们共同的关切。
摘要
出去行进。公众关注他们非常真实的感觉，他们注意媒体和互联网的答案。他们不确定谁
可信。当他们不知道谁可信，在做决定时过于谨慎。这些决定最终负面影响农民，这些人存在
于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世界的穷人和环境里。现有的技术滞后于需求。
解决方案很简单。沟通。至关重要的是专家进入谈话，并描述新科技的承诺。消费者喜欢
创新——若不威胁他们的家庭和诉诸于他们的价值。
这就是我们犯得经典错误。我们应该提供权威性的证据，而不是跟人们谈话来赢得他们的
信任。如果农业生产者想获得最佳的新的交流技术，将必须首先赢得信任，获得社会许可而使
用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比我们做出的更简单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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