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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氨酸对子宫内发育迟缓仔猪抗氧化功能和
精氨酸代谢的影响
张莉莉ꎬ王远孝ꎬ孔一力ꎬ周根来ꎬ王超ꎬ钟翔ꎬ王恬 ∗
(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 目的] 本文旨在研究精氨酸对子宫内发育迟缓( ＩＵＧＲ) 仔猪抗氧化功能和精氨酸代谢的影响ꎮ [ 方法] 选择 ６ 头胎次
和体况相近的妊娠母猪ꎬ分娩后ꎬ分别从每头母猪所产仔猪中挑选 １ 头正常初生体质量( ＮＢＭ) 新生仔猪和 ２ 头 ＩＵＧＲ 新生
仔猪ꎬ即 ６ 头 ＮＢＭ 新生仔猪和 １２ 头 ＩＵＧＲ 新生仔猪ꎮ 所有 ＩＵＧＲ 仔猪随机分成 ２ 组ꎬ分别饲喂基础人工乳( ＩＵＧＲ 组ꎬｎ ＝ ６)
和添加 ６ ｇＬ －１ 精氨酸( Ａｒｇ) 的基础人工乳( ＩＵＧＲ＋Ａｒｇ 组ꎬｎ ＝ ６) ꎬ所有 ＮＢＭ 仔猪饲喂基础人工乳( ＮＢＭ 组ꎬｎ ＝ ６) ꎬ试验期

７ ｄꎮ [ 结果] 与 ＩＵＧＲ 组相比ꎬ日粮补充 Ａｒｇ 均显著降低 ＩＵＧＲ 仔猪背最长肌和空肠黏膜丙二醛( ＭＤＡ) 含量( Ｐ<０.０５) ꎻ显著
提高空肠黏膜总抗氧化能力( Ｔ￣ＡＯＣ) 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ＧＰｘ) 活性( Ｐ<０.０５) ꎻ显著提高血清一氧化氮( ＮＯ) 水平、总
ＮＯ 合酶( ＴＮＯＳ) 、诱导型 ＮＯ 合酶( ｉＮＯＳ) 、结构型 ＮＯ 合酶( ｃＮＯＳ) 活性ꎬ空肠黏膜 ＮＯ 水平、ＴＮＯＳ 和 ｃＮＯＳ 活性ꎬ以及空肠
黏膜与血清中 Ａｒｇ 水平和 Ａｒｇ 代谢相关氨基酸( Ａｒｇ、Ｃｉｔ 和 Ｐｒｏ) 水平ꎮ [ 结论] 在早期断奶 ＩＵＧＲ 仔猪日粮中添加精氨酸具
有增强 ＩＵＧＲ 仔猪抗氧化功能和促进精氨酸代谢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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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ｓ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ｇｉｎｉｎｅ( Ａｒｇ) ｏｎ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ｇｉｎｉｎｅ ｍｅｔａｂｏ￣

ｌｉｓｍ ｉｎ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ｔａｒｄａｔｉｏｎ( ＩＵＧＲ) ｐｉｇｌｅｔｓ. [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ｉｘ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ｓｏｗ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ｐ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ｏｄ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ꎬ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ｐａｒｔｕｒｉｔｉｏｎꎬｓｉｘ ｎｏｒｍａｌ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ＮＢＭ)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ｗｅｌｖｅ ＩＵＧＲ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ｌｌ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ｗｅｒｅ ｗｅａｎｅｄ ａｔ ７ ｄ ｏｆ ａｇｅꎬａｎｄ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ｅｑｕａｌｌｙ 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ｓｉｘ ＮＢＭ ( ＮＢＭ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ｓｉｘ ＩＵＧＲ ｐｉｇｌｅｔｓ ( ＩＵＧＲ
ｇｒｏｕｐ) ｆ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ｉｅｔꎬａｎｄ ｓｉｘ ＩＵＧＲ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ｆ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ｉｅ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０.６％ Ａｒｇ( ＩＵＧＲ＋Ａｒｇ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７ ｄａｙｓ.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ＵＧＲ ｇｒｏｕｐꎬｔｈｅ ｄｉｅｔ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ｒｇ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ｍａｒｋｅｄｌｙ( Ｐ<０.０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ＭＤＡ ｉｎ 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ｕｓ ｄｏｒｓｉ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ｎｄ ｊｅｊｕｎｕｍ ｍｕｃｏｓａꎬ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 Ｐ < ０. ０５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ＡＯ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ＧＰｘ ｉｎ ｊｅｊｕｎｕｍ ｍｕｃｏｓａꎬ ｓｅｒｕｍ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ＮＯＳꎬｉＮＯＳꎬｃＮＯＳꎬ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ＮＯＳꎬｃＮＯＳ ｉｎ ｊｅｊｕｎｕｍ
ｍｕｃｏｓａｌ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 ａｎｄ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ｒｇꎬＣｉｔꎬａｎｄ Ｐｒｏ ｉｎ ＩＵＧＲ＋Ａｒｇ ｇｒｏｕｐ ｐｉｇｌｅｔｓ.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ｒｇ ｐｌａｙｓ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ｇｉｎｉｎ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 ＩＵＧＲ ｐｉｇｌｅ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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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子宫内发育迟缓(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ｔａｒｄａｔｉｏｎꎬＩＵＧＲ) 是胎儿在母体子宫内发育障碍的总称ꎬ表

现为后代生长没有达到遗传潜能ꎬ其特征是胎儿出生时低体质量或极低体质量 [１－２] ꎮ 通常ꎬ初生体质量低

于平均初生体质量 ２ 个标准差既可以认定为 ＩＵＧＲ [３] ꎮ ＩＵＧＲ 对新生动物成活率、器官组织发育( 胃肠道、
大脑、肾脏、肝脏、心血管系统、肌肉组织) 、出生后生长、机体组成、饲料利用率、肉品质、繁殖性能以及运
动机能均产生不良影响 [２ꎬ４－１１] ꎬ对养猪生产危害巨大ꎮ 因此ꎬ对 ＩＵＧＲ 仔猪进行适当营养调控ꎬ促进其生长
发育具有重要实际意义ꎮ

精氨酸在自然界中有 ２ 种异构体存在:Ｄ －精氨酸( Ｄ￣Ａｒｇ) 和 Ｌ － 精氨酸( Ｌ￣Ａｒｇ) ꎬ动物体内具有重要的

营养生理作用的是 Ｌ￣Ａｒｇ( 以下简称 Ａｒｇ) ꎮ Ａｒｇ 可参与机体代谢ꎬ产生一氧化氮( ＮＯ) 和多胺代谢产物ꎬ在
动物体内发挥多种营养生理效应 [１２] ꎮ 对成年动物来说ꎬＡｒｇ 是非必需氨基酸ꎬ但 Ａｒｇ 是维持幼年动物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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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和氮平衡的必需氨基酸ꎬ其在猪乳和人乳汁中含量较少 [１３－１４] ꎬ母乳及配方乳中 Ａｒｇ 不足会阻碍仔猪
最佳生产性能发挥 [１５] ꎮ 因此ꎬＡｒｇ 营养在动物生产中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ＩＵＧＲ 仔猪的抗氧化功能均低于正常猪 [１０ꎬ１６－１８] ꎬ氨基酸代谢能力也低于正常仔猪 [１９] ꎬ

而饲粮添加 Ａｒｇ 可缓解断奶仔猪的氧化应激 [２０] ꎬ提高断奶仔猪血清 Ａｒｇ 代谢相关氨基酸的水平 [２１] ꎬ但是
有关 Ａｒｇ 对 ＩＵＧＲ 仔猪抗氧化功能和精氨酸代谢的研究尚不多见ꎮ 本试验以自然发生的 ＩＵＧＲ 仔猪为研
究对象ꎬ探讨超早期断奶后饲喂精氨酸对仔猪抗氧化功能和精氨酸代谢的影响ꎬ研究结果可为 ＩＵＧＲ 仔猪
出生后的早期营养调控提供依据ꎮ

１
１.１

材料与方法
试验动物及分组

按妊娠胎次(３ ~ ４ 次) 和妊娠期相近母猪分娩后的仔猪( 杜长大三元杂交猪) 体质量选择试验动物ꎮ

ＩＵＧＲ 和正常体质量仔猪的选择参照本实验室及文献[５ꎬ２２] 的方法ꎬ以初生体质量低于群体 ２ 个标准差
( ＳＤ) 的仔猪为 ＩＵＧＲ 仔猪ꎬ而初生体质量在群体 １ 个 ＳＤ 范围内的仔猪为正常仔猪( ＮＢＭ) ꎮ
在新生仔猪中选取 ６ 头 ＮＢＭ 仔猪[ ＮＢＭ 组ꎬｎ ＝ ６ꎬ体质量(１.５７±０.１３) ｋｇ] 和 １２ 头 ＩＵＧＲ 仔猪[ 体质量
(０.９３±０.１２) ｋｇ] ꎬ公母各半ꎮ ＮＢＭ 仔猪寄养于同 １ 头母猪栏内ꎬＩＵＧＲ 仔猪随机寄养于 ２ 头母猪栏内ꎮ 各
母猪体况和泌乳状况接近ꎬ仔猪哺乳至 ７ 日龄时断奶ꎬ其后饲喂基础人工乳ꎮ 所有 ＩＵＧＲ 仔猪随机分成 ２
组ꎬ分别饲喂基础人工乳( ＩＵＧＲ 组ꎬｎ ＝ ６) 和基础人工乳 ＋ ６ ｇＬ －１ Ａｒｇ( ＩＵＧＲ ＋Ａｒｇ 组ꎬｎ ＝ ６) ꎬ２ 组 ＩＵＧＲ 猪 ７
日龄时体质量分别为(２.０９±０.３３) ｋｇ 和(２.１８±０.４１) ｋｇꎬ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ꎬ符合随机分组原则ꎮ

１.２

代乳粉配制

基础代乳粉配制根据 Ｙａｏ 等 [２３] 的方法配制ꎬ在基础代乳粉的基础上ꎬ添加质量分数为 ６％的 Ａｒｇ 制作

Ａｒｇ 代乳粉ꎮ 各代乳粉等能等氮ꎬ营养含量和原料具体组成见表 １ꎮ 试验所用 Ｌ － 丙氨酸和 Ａｒｇ 购自日本
Ａｊｉｎｏｍｏｔｏ 公司ꎮ 将 １ ｋｇ 基础代乳粉与 ４ Ｌ 温水混合ꎬ制成人工乳 [２３] ꎮ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成分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各人工代乳粉的组成及营养含量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ｌｋ ｒｅｐｌａｃｅｒ ｐｏｗｄｅｒｓ
含量 / ％

Ｃｏｎｔｅｎｔ

成分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基础日粮
Ｂａｓａｌ

基础日粮＋Ｌ￣Ａｒｇ
Ｂａｓ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ｒｇ

乳清蛋白浓缩物(３４％粗蛋白)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３４％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Ｐ) ]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乳脂粉(１１％ ＣＰ) Ｍｉｌｋ ｆａｔ ｐｏｗｄｅｒ
α－酪蛋白 α￣ｃａｓｅｉｎ

２６.００

乳糖 Ｌａｃｔｏｓｅ

６.２０

２６.００

消化能 / ( ＭＪｋｇ －１ )
Ｄｉｇｅｓｔｉ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

３.６０

３.６０

总磷 / ％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日粮组成 Ｄｉｅ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葡萄糖 Ｇｌｕｃｏｓｅ

乳酸钙(１３％ Ｃａ)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ｌａｃｔａｔｅ
磷酸二氢钙(２２％ Ｐ)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ｄｉ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ｐｈｏｓｈａｔｅ

复合维生素 １)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ｍｉｘｔｕｒｅ
复合矿物质 ２)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Ｌ－丙氨酸 Ｌ￣Ａｌａ
Ｌ－精氨酸 Ｌ￣Ａｒｇ

大豆卵磷脂 Ｓｏｙ ｌｅｃｉｔｈｉｎ
Ｌ－蛋氨酸 Ｌ￣ｍｅｔ

Ｌ－赖氨酸盐酸盐 Ｌ￣ｌｙｓｉｎｅ￣ＨＣｌ

０.４２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１５
０.２０
１.２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６.２０
１.０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１５
０.２０
０.００

营养水平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３)
粗蛋白 / ％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Ｐ)

总能 / ( ＭＪｋｇ －１ ) Ｇｒｏｓｓ ｅｎｅｒｇｙ
钙 / ％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ａ)

有效磷 / ％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赖氨酸 / ％ Ｌｙｓ

蛋氨酸 / ％ Ｍｅｔ

Ｌ－精氨酸 / ％ Ｌ￣Ａｒｇ

磷脂酰胆碱 / ％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 ＰＣ)

含量 / ％

Ｃｏｎｔｅｎｔ

基础日粮
Ｂａｓａｌ

基础日粮＋Ｌ￣Ａｒｇ
Ｂａｓ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ｒｇ

２５.９４

２５.９２

１４.３８

１４.３８

１７.７７
０.９０
０.６８
０.４２
１.５９
０.５３
０.５９
０.０３

１７.７８
０.９１
０.６９
０.４３
１.５８
０.５４
１.１２
０.０３

０.６０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１０

注:１) 复合维生素为代乳粉提供( ｍｇｋｇ －１ ) :维生素 Ｅ 醋酸酯ꎬ１６ꎻ维生素 Ａ 醋酸酯ꎬ０.７６ꎻ维生素 Ｄ ３ ꎬ０.０５５ꎻ维生素 Ｋ ３ ꎬ０.５０ꎻ维生素 Ｂ １ ꎬ
１.５ꎻ维生素 Ｂ ２ ꎬ４.０ꎻ维生素 Ｂ ３ ꎬ１２ꎻ维生素 Ｂ ６ ꎬ２.０ꎻ维生素 Ｂ １２ ꎬ０.０２ꎻ烟酸ꎬ２０ꎻ氯化胆碱ꎬ６００ꎻ叶酸ꎬ０.３０ꎻ生物素ꎬ０.０８ꎮ ２) 复合矿物
质为代乳粉提供( ｍｇｋｇ －１ ) :Ｃｕꎬ１０ꎻＦｅꎬ１００ꎻＺｎꎬ１００ꎻＭｎꎬ５.０ꎻＩꎬ０.２ꎻＳｅꎬ０.３０ꎮ ３) 除消化能为计算值外ꎬ其他营养指标均为测定值ꎮ
氨基酸和 ＰＣ 测定采用 ＨＰＬＣ 法ꎮ
Ｎｏｔｅ:１)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ｍｇｋｇ －１ ｐｏｗｄｅｒ ｄｉｅｔ) : ａｌｌ￣ｒａｃ￣α￣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ｙｌ ａｃｅｔａｔｅꎬ１６ꎻｒｅｔｉｎｙｌ ａｃｅｔａｔｅꎬ０. ７６ꎻｃｈｏｌｅｃａｌｃｉｆｅｒｏｌꎬ０. ０５５ꎻｍｅｎａｄｉｏｎｅ
ｓｏｄｉｕｍ ｂｉｓｕｌｆａｔｅꎬ０.５０ꎻｔｈｉａｍｉｎꎬ１. ５ꎻｒｉｂｏｆｌａｖｉｎꎬ４. ０ꎻｐａｎｔｏｔｈ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ꎬ１２ꎻｐｙｒｉｄｏｘｉｎｅꎬ２. ０ꎻ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１２ ꎬ０. ０２ꎻｎｉａｃｉｎꎬ２０ꎻｃｈｏｌｉｎｅ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ꎬ
６００ꎻ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ꎬ０.３０ꎻｂｉｏｔｉｎꎬ０. ０８. ２)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 ｍｇｋｇ －１ ｐｏｗｄｅｒ ｄｉｅｔ) :Ｃｕꎬ１０ꎻ Ｆｅꎬ１００ꎻ Ｚｎꎬ１００ꎻ Ｍｎꎬ５. ０ꎻＩꎬ０. ２ꎻ Ｓｅꎬ０. ３０.
３)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ｅｘｃｅｐｔ ＤＥ ｖａｌｕ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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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张莉莉ꎬ等:精氨酸对子宫内发育迟缓仔猪抗氧化功能和精氨酸代谢的影响

１１１３

饲养管理

通过奶瓶灌喂仔猪人工乳ꎬ仔猪每 ｋｇ 体质量每次饲喂 ７５ ｍＬꎬ每隔 ４ ｈ 饲喂 １ 次( 每天 ６ 次) [２３] ꎮ 所
有仔猪饲养在保温箱内(１.５ ｍ × ０.５ ｍꎬ３３ ℃ ) ꎬ自由饮水ꎬ仔猪免疫接种、疾病预防和消毒按常规方法进
行ꎮ 试验期为 ７ ｄꎮ

１.４

样品采集

试验猪 １４ ｄ 时空腹称体质量ꎬ各组随机选取 ４ 头仔猪ꎬ前腔静脉采血 ６ ~ １０ ｍＬꎬ静置 ２ ｈꎬ在 ４ ℃ 下以
３ ０００ ｒｍｉｎ －１ 离 心 １５ ｍｉｎꎬ 取 血 清ꎬ 置 于 － ２０ ℃ 冰 箱 中 保 存 备 用ꎮ 仔 猪 颈 部 肌 肉 注 射 戊 巴 比 妥 钠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 麻醉致死ꎬ迅速剖开腹腔ꎬ取出空肠ꎬ剔除肠道表面肠系膜和淋巴结ꎬ挤净食糜后用灭菌的载
玻片刮取黏膜 [６] ꎬ于液氮中保存ꎮ 宰后迅速在胸腰结合处取背最长肌样于液氮中保存备用ꎮ

１.５

测定指标和方法

１.５.１

背最长肌和肠道黏膜抗氧化及氧化相关指标测定

取背最长肌和空肠黏膜制备 １００ ｇＬ －１ 组织匀

浆液ꎮ 匀浆上清液中总蛋白含量采用考马斯亮蓝法测定ꎬ 总抗氧化能力 ( Ｔ￣ＡＯＣ) 的 测 定 参 照 Ａｈｍａｄ
等 [２４] 的方法ꎬＧＳＨ 过氧化物酶( ＧＰｘ) 活性采用 ２ －硝基苯甲酸法测定 [２５] ꎬ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 活性采用
黄嘌呤氧化酶法测定 [２６] ꎬ丙二醛( ＭＤＡ) 含量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测定 [２７] ꎮ 以上指标均严格按照产品说
明书进行操作ꎬ测定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ꎮ

１.５.２

血清和小肠黏膜 ＮＯ 含量和 ＮＯＳ 活性测定

取血清和空肠黏膜组织匀浆上清液ꎬ测定 ＮＯ 含量和

ＮＯ 合酶( ＮＯＳ) 活性ꎮ ＮＯ 测定采用硝酸还原酶法ꎬ利用硝酸还原酶特异性将 ＮＯ －３ 还原为 ＮＯ －２ ꎬ通过显色
深浅测定其浓度的高低 [２８] ꎮ ＮＯＳ 测定根据 ＮＯＳ 催化 Ｌ￣Ａｒｇ 和分子氧反应生成 ＮＯ 测定ꎬ通过在反应体系
中不加或加入抑制剂ꎬ可分别检测总 ＮＯ 合酶( ＴＮＯＳ) 、诱导型 ＮＯ 合酶 ( ｉＮＯＳ) 活性ꎬ结构型 ＮＯ 合酶
( ｃＮＯＳ) 活性由 ＴＮＯＳ 减去 ｉＮＯＳ 得出 [２８] ꎮ 所用测定试剂盒均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ꎮ

取 ２００ μＬ 血清置于具塞尖底塑料离心管中ꎬ加 ５００ μｍｏｌＬ －１
正亮氨酸( Ｎｌｅ) 内标溶液 ４０ μＬ(０.１ ｍｏｌｍＬ －１ 盐酸溶液配制) 和 １ ｍＬ 蛋白沉淀剂(０.５ ｍＬ 三氟乙酸 － １００
ｍＬ 甲醇) ꎬ振荡ꎬ以 １２ ０００ ｒｍｉｎ －１ 离心 ５ ｍｉｎꎬ取上清液 ２００ μＬꎬ加入异硫氰酸苯酯 － 乙腈溶液 １００ μＬ(２５
μＬ ＰＩＴＣ － ２ ｍＬ 乙腈) 和三乙胺 －乙腈溶液 １００ μＬ(１.４ ｍＬ 三乙胺 － ８.６ ｍＬ 乙腈) ꎬ混匀ꎬ室温下静置１ ｈꎬ加

１.５.３

血清和肠道黏膜中游离氨基酸测定

入正己烷 ４００ μＬꎬ振荡ꎬ放置 １０ ｍｉｎꎬ取下层溶液 ５ μＬ 进样ꎮ 记录色谱图ꎬ内标法定量ꎮ 参照 Ｗｕ 等 [２９] 和
Ｂｉｄｌｉｎｇｍｅｙｅｒ 等 [３０] 的方法进行测定ꎬ用 Ａｇｉｌｅｎｔ ＨＰ １１００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Ｓａｎｔａ ＣｌａｒａꎬＣＡ ＵＳＡ) ꎬ反相色
谱柱为 Ｈｙｐｅｒｓｉｌ ＯＤＳ Ｃ １８(２００ ｍｍ × ２.１ ｍｍꎬ５ μｍꎬＴｈｅｒｍｏꎬＵＳＡ) ꎮ 用 ０.１ ｍｏｌｍＬ －１ 盐酸溶液配制成各氨基
酸浓度为 １ ｍｍｏｌＬ －１ 的混合标准液ꎬ色氨酸( Ｔｒｐ) 、内标 Ｎｌｅ、衍生化试剂异硫氰酸苯酯和三乙胺均购自
Ａｇｅｌａ 公司ꎮ

肠道黏膜样品处理根据 Ｂｅｒｔｏｌｏ 等 [３１] 方法ꎬ取 １００ ｍｇ 黏膜组织ꎬ加入 ４０ μＬ 正亮氨酸内标溶液( ５００

μｍｏｌＬ －１ ) 、１０ ｍＬ 三氟乙酸和 １００ ｍＬ 甲醇混合ꎬ振荡ꎬ以 １２ ０００ ｒｍｉｎ －１ 离心 ５ ｍｉｎꎬ取上清液ꎬ加入异硫氰
酸苯酯进行柱前衍生化ꎬ进行反相高效液相色谱分析ꎬ记录色谱图ꎬ内标法以峰面积定量ꎬ计算氨基酸含
量 [２９－３０] ꎮ 所用高效液相色谱仪、反相色谱柱及氨基酸标准品、试剂及色谱条件同上ꎮ

１.６

数据统计与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３ 进行初步整理ꎬ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采用单因子方差(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分析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ꎬ并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ｓ 法进行多重比较ꎮ 结果以平均数 ±标准误( ｘ±ＳＥ)
表示ꎮ

２
２.１

结果与分析
精氨酸对 ＩＵＧＲ 仔猪背最长肌抗氧化水平的影响

由表 ２ 可见:ＩＵＧＲ 猪背最长肌 ＭＤＡ 含量比 ＮＢＭ 组高 １０２.７１％ꎬ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ꎻ与 ＩＵＧＲ 组相
比ꎬＩＵＧＲ ＋Ａｒｇ 组 ＭＤＡ 含量降低了 ４７.５４％ꎬ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ꎻＮＢＭ、ＩＵＧＲ 和 ＩＵＧＲ ＋ Ａｒｇ 组间背最长肌
Ｔ￣ＡＯＣ 水平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ꎮ

１１１４

南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京

农

业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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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粮添加 Ａｒｇ 对仔猪背最长肌抗氧化水平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ｒｇ ｏｎ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ｕｓ ｄｏｒｓｉ ｍｕｓｃｌｅ ｏｆ ｐｉｇｌｅｔｓ
指标 Ｉｔｅｍｓ

丙二醛含量 / ( ｎｍｏｌｍｇ －１ ) ＭＤ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总抗氧化能力 / ( Ｕｍｇ －１ ) Ｔ￣ＡＯＣ

２.２

学

ＮＢＭ

２.２１±０.２３ ｂ
１.１９±０.７３

ＩＵＧＲ

４.４８±１.６２ ａ
１.４１±０.６８

ＩＵＧＲ＋Ａｒｇ

２.３５±０.４２ ｂ
１.３６±０.３５

注:１) ＮＢＭ:ＮＢＭ 组ꎬ正常出生体质量仔猪饲喂基础日粮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ｂｉｒｔｈ ｍａｓｓ ｆ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ｉｅｔꎻＩＵＧＲ:ＩＵＧＲ 组ꎬＩＵＧＲ 仔猪饲
喂基础日粮 ＩＵＧＲ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ｆ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ｉｅｔꎻＩＵＧＲ＋Ａｒｇ:ＩＵＧＲ ＋ Ａｒｇ 组ꎬＩＵＧＲ 仔猪饲喂添加精氨酸的基础日粮 ＩＵＧＲ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ｆ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ｄｉｅ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ｒｇ.
２) 同行数据肩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ꎮ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ｏｗꎬｖａｌ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下表同此ꎮ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ｓ.

精氨酸对 ＩＵＧＲ 仔猪空肠黏膜抗氧化水平的影响

由表 ３ 可见:与 ＮＢＭ 组相比ꎬ１４ ｄ ＩＵＧＲ 猪空肠道黏膜 Ｔ￣ＡＯＣ 和 ＧＰｘ 活性分别降低了 ３１. ９１％ 和

３０.７４％ꎬ差异均显著( Ｐ<０.０５) ꎬ而 ＭＤＡ 含量升高了 ５４.０２％ ( Ｐ < ０.０５) ꎬＳＯＤ 活性无显著差异( Ｐ > ０.０５) ꎻ
ＩＵＧＲ 猪补充 Ａｒｇ 后ꎬＴ￣ＡＯＣ 和 ＧＰｘ 活性分别比 ＩＵＧＲ 对照猪提高了 ２８.１３％ 和 ５９.２４％ꎬ差异均显著( Ｐ <
０.０５) ꎬ而 ＭＤＡ 含量降低了 ３２.８４％ ( Ｐ < ０.０５) ꎬ２ 组间 ＳＯＤ 活性无显著差异( Ｐ > ０.０５) ꎮ ＩＵＧＲ ＋ Ａｒｇ 组与
ＮＢＭ 组间 Ｔ￣ＡＯＣ、ＧＰｘ 活性、ＭＤＡ 含量和 ＳＯＤ 活性均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ꎮ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日粮添加 Ａｒｇ 对仔猪肠道黏膜抗氧化特性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ｒｇ ｏｎ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ｇｌｅｔｓ

指标 Ｉｔｅｍｓ

ＮＢＭ

丙二醛含量 / ( ｎｍｏｌｍｇ －１ ) ＭＤ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总抗氧化能力 / ( Ｕｍｇ －１ ) Ｔ￣ＡＯＣ

２.６１±０.２５ ｂ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 / ( Ｕｍｇ ) ＧＰｘ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 / ( Ｕｍｇ ) Ｓ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

２.３

－１

２.３５±０.１８ ａ

３０.３２±１.３６
７５.２６±１.９７

ａ

精氨酸对 ＩＵＧＲ 仔猪血清和肠黏膜 ＮＯ 含量的影响

ＩＵＧＲ

４.０２±０.３８ ａ

１.６０±０.１５ ｂ

２１.００±２.２７
６７.５６±２.３２

ｂ

ＩＵＧＲ＋Ａｒｇ

２.７０±０.２８ ｂ
２.０５±０.０８ ａ

３３.４４±２.６４ ａ
７６.６３±６.９６

由表 ４ 可见:与 ＮＢＭ 组相比ꎬＩＵＧＲ 组猪血清和肠黏膜 ＮＯ 含量分别降低了 ２３.８３％和 ５２.１６％ꎬ差异均

显著( Ｐ<０.０５) ꎮ ＩＵＧＲ 猪日粮中补充 Ａｒｇ 后ꎬ血清和肠黏膜 ＮＯ 含量分别比 ＩＵＧＲ 组猪提高了 ４３.３０％ 和

７７.７１％ꎬ差异均显著( Ｐ<０.０５) ꎬ而与 ＮＢＭ 组均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ꎮ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日粮添加 Ａｒｇ 对猪血清和肠道黏膜 ＮＯ 含量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ｒｇ ｏｎ Ｎ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ａｎｄ ｊｅｊｕｎａｌ ｍｕｃｏｓａ ｏｆ ｐｉｇｌｅｔｓ
指标 Ｉｔｅｍｓ

ＮＢＭ

血清 ＮＯ 含量 / ( μｍｏｌＬ －１ ) Ｎ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ｓｅｒｍ

肠道黏膜 ＮＯ 含量 / ( μｍｏｌｇ －１ ) Ｎ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ｊｅｊｕｎａｌ ｍｕｃｏｓａ

２.４

１４５.０８±４.４７ ａ

精氨酸对 ＩＵＧＲ 仔猪血清和肠黏膜 ＮＯＳ 活性的影响

３.４７±０.４２ ａ

ＩＵＧＲ

１１０.５１±４.４４ ｂ
１.６６±０.２５ ｂ

ＩＵＧＲ＋Ａｒｇ

１５８.３６±５.７２ ａ
２.９５±０.２３ ａ

由表 ５ 可见:与 ＮＢＭ 组相比ꎬＩＵＧＲ 组猪血清 ＴＮＯＳ 和 ｃＮＯＳ 活性分别降低了 ２５.２６％和 ６２.１１％ꎬ差异

均显著( Ｐ<０.０５) ꎬ而 ２ 组间 ｉＮＯＳ 活性无显著差异( Ｐ > ０.０５) ꎮ ＩＵＧＲ 猪日粮中补充 Ａｒｇ 后ꎬ血清 ＴＮＯＳ、
ｉＮＯＳ 和 ｃＮＯＳ 活性分别比 ＩＵＧＲ 组猪提高了 ４２.１８％、２８.０２％和 １３９.４６％ꎬ差异均显著( Ｐ<０.０５) ꎮ 与 ＮＢＭ

组相比ꎬＩＵＧＲ 组猪肠黏膜 ＴＮＯＳ、ｉＮＯＳ 和 ｃＮＯＳ 活性分别降低了 １４.９８％、１５.１７％和 １４.７０％ꎬ但差异均不显
著( Ｐ>０.０５) ꎮ ＩＵＧＲ 猪日粮中补充 Ａｒｇ 后ꎬ肠黏膜 ＴＮＯＳ 和 ｃＮＯＳ 活性分别比 ＩＵＧＲ 组猪提高了 ２８.３６％和

５０.２９％ꎬ差异均显著( Ｐ<０.０５) ꎻ日粮中 Ａｒｇ 的添加对 ＩＵＧＲ 猪肠黏膜 ｉＮＯＳ 活性没有显著影响( Ｐ>０.０５) ꎮ
ＩＵＧＲ ＋Ａｒｇ 组与 ＮＢＭ 组间血清和肠黏膜中这 ３ 种酶活性均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ꎮ
表５

Ｔａｂｌｅ ５
血清 Ｓｅｒｍ

日粮添加 Ａｒｇ 对猪血清和肠道黏膜 ＮＯ 合酶( ＮＯＳ) 活性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ｒｇ ｏｎ ＮＯ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ａｎｄ ｊｅｊｕｎａｌ ｍｕｃｏｓａ ｏｆ ｐｉｇｌｅｔｓ
指标 Ｉｔｅｍｓ

总 ＮＯ 合酶活性 / ( ＵｍＬ －１ ) ＴＮＯ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诱导型 ＮＯＳ 活性 / ( ＵｍＬ －１ ) ｉＮＯ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结构型 ＮＯＳ 活性 / ( ＵｍＬ －１ ) ｃＮＯ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肠道黏膜 Ｊｅｊｕｎａｌ ｍｕｃｏｓａ
总 ＮＯ 合酶活性 / ( Ｕｇ －１ ) ＴＮＯ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诱导型 ＮＯＳ 活性 / ( Ｕｇ ) ｉＮＯ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

结构型 ＮＯＳ 活性 / ( Ｕｇ －１ ) ｃＮＯ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ＢＭ

ＩＵＧＲ

ＩＵＧＲ＋Ａｒｇ

１５.４８±０.５５ ａ

１１.５７±０.９３ ｂ

１６.４５±１.６８ ａ

３.８８±０.３７ ａ

１.４７±０.２９ ｂ

３.５２±１.５１ ａ

１１.６０±０.３１ ａｂ
７８４.５２±３９.２４ ａｂ
４７４.２５±３６.７５
３１０.２７±１６.１６ ａｂ

１０.１０±０.６４ ｂ
６６６.９７±２０.６２ ｂ
４０２.３０±２２.５９
２６４.６７±６.０４ ｂ

１２.９３±０.９６ ａ
８５６.０９±４８.２４ ａ
４５８.３１±１８.５８
３９７.７８±５３.９８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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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莉莉ꎬ等:精氨酸对子宫内发育迟缓仔猪抗氧化功能和精氨酸代谢的影响

精氨酸对 ＩＵＧＲ 仔猪血清游离氨基酸水平的影响

由表 ６ 可见:与 ＮＢＭ 组相比ꎬＩＵＧＲ 猪血清 Ｌｅｕ、Ｌｙｓ、Ａｒｇ、Ｃｉｔ、Ｏｒｎ、Ｐｒｏ 和 Ｇｌｙ 水平分别降低了１０.１２％、

７.３９％、２１.２０％、１１.５９％、２４.８６％、１６.２０％和 ４.４８％ꎬ差异显著( Ｐ < ０.０５) ꎮ 其他氨基酸ꎬ２ 组间差异不显著
( Ｐ>０.０５)

与 ＩＵＧＲ 组相比ꎬＩＵＧＲ ＋Ａｒｇ 组猪血清 Ｌｅｕ、Ｌｙｓ、Ｐｈｅ、Ａｒｇ、Ｃｉｔ、Ｏｒｎ、Ｐｒｏ 和 Ｇｌｙ 水平分别提高 １５.４７％、
８.２６％、１５.３６％、３２.６２％、１０.１１％、１９.１４％、１９.４７％ 和 ４.３９％ꎬ差异显著( Ｐ < ０.０５) ꎻ与 ＮＢＭ 组相比ꎬＩＵＧＲ ＋
Ａｒｇ 组猪血清 Ｏｒｎ 水平降低了 １０.４９％ꎬ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ꎬ而其他氨基酸水平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ꎮ
表６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ｒｇ ｏｎ ｓｅｒｕｍ ｆｒｅｅ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ｉｇｌｅｔｓ

氨基酸种类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Ａｒｇ
Ａｓｐ
Ｇｌｕ
Ｇｌｎ
Ｃｉｔ
Ｏｒｎ
Ｐｒｏ
Ｈｉｓ
Ｉｌｅ
Ｌｅｕ
Ｌｙｓ
Ｍｅｔ
Ｐｈｅ
Ｔｈｒ
Ｔｒｐ
Ｖａｌ
Ａｌａ
Ａｓｎ
Ｃｙｓ
Ｇｌｙ
Ｓｅｒ
Ｔｙｒ

２.６

日粮添加 Ａｒｇ 对猪血清游离氨基酸水平的影响
ＮＢＭ
１５３.３±９.２ ａ
１４.１±２.６
１５２.６±８.８
５１４.１±８.３
９０.６±１.６ ａ
９２.５±１.７ ａ
５４３.１±４０.７ ａ
９８.９±９.７
１２６.７±１４.８
１７９.８±１３.７ ａ
２２８.７±１４.７ ａ
７８.６±７.２
８６.０±５.１ ａｂ
２５１.９±２０.２
４３.７±５.２
３０１.５±５.１
７０４.３±１３.５
１０１.２±１.６
７０.１±５.９
９２０.４±６.１ ａ
２４４.６±１９.６
１７２.３±３.０

精氨酸对 ＩＵＧＲ 仔猪肠黏膜游离氨基酸水平的影响

ＩＵＧＲ
１２０.８±６.７ ｂ
１２.５±１.８
１４０.８±１０.６
５００.９±１１.１
８０.１±５.１ ｂ
６９.５±１.２ ｃ
４５５.１±４１.０ ｂ
８７.３±１４.３
１０７.６±１１.８
１６１.６±６.７ ｂ
２１１.８±７.４ ｂ
６７.５±７.２
７６.８±７.９ ｂ
２４１.２±３５.９
４２.０±５.４
３１２.１±９.６
６９２.９±１５.６
９６.５±９.４
６８.０±８.８
８７９.１±２５.９ ｂ
２４５.９±２１.１
１６０.８±１１.２

ＩＵＧＲ＋Ａｒｇ
１６０.２±１６.０ ａ
１４.６±２.６
１５２.１±７.９
５１６.９±６.０
８８.２±３.４ ａ
８２.８±７.４ ｂ
５４３.７±１０.５ ａ
９９.７±９.０
１２６.９±６.９
１８６.６±６.８ ａ
２２９.３±０.７ ａ
７５.９±１２.３
８８.６±４.２ ａ
２５５.３±１５.６
４０.５±７.５
３０２.５±２.８
６９９.９±１４.３
１００.９±６.３
７４.７±５.０
９１７.７±１０.３ ａ
２４４.５±１１.５
１６８.７±４.２

μｍｏｌＬ －１

由表 ７ 可见:与 ＮＢＭ 组相比ꎬＩＵＧＲ 组猪肠道黏膜中游离 Ａｒｇ、Ｃｉｔ、 Ｏｒｎ 和 Ｐｒｏ 含量分别降低 ７.３２％、
表７

Ｔａｂｌｅ ７

日粮添加 Ａｒｇ 对猪肠道黏膜游离氨基酸水平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ｒｇ ｏｎ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ｆｒｅｅ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ｐｉｇｌｅｔｓ

氨基酸种类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Ａｒｇ
Ａｓｐ
Ｇｌｕ
Ｇｌｎ
Ｃｉｔ
Ｏｒｎ
Ｐｒｏ
Ｈｉｓ
Ｉｌｅ
Ｌｅｕ
Ｌｙｓ
Ｍｅｔ
Ｐｈｅ
Ｔｈｒ
Ｔｒｙ
Ｖａｌ
Ａｌａ
Ａｓｎ
Ｃｙｓ
Ｇｌｙ
Ｓｅｒ
Ｔｙｒ

ＮＢＭ
２ １５１.１８±１６.６４ ａ
５１６.０８±１６３.８１
７ ４８０.００±５７.９５
２ ０８４.０８±６２.６０
４９４.５５±１３.０２ ａ
１６９.０８±２.７０ ａ
５ ５４５.６０±１０３.２０ ａ
６０６.０３±１９.１８
１ ３４９.２８±５３.７９
１ ３５０.２５±３８.１１
８６９.２５±１９.６６
１ ９７３.１０±２５.１９
７４５.８３±１９.６８
１ １２０.４０±３５.７５
１９６.１０±７.３７
２ ９３６.２８±５０.４７
８ １６４.９３±３９１.８２
４ ０８９.６０±８１.１０
３ １０８.３５±６９.６２
５ ７０５.８５±７６.９４
３ １３６.２０±４９.８３
３ ９８７.１８±７３.３６

ＩＵＧＲ
１ ９９３.７３±１３.１１ ｂ
５１３.２８±２１.２８
７ ３８９.９８±２０１.７８
２ ００７.２５±５２.５０
４１０.２０±４.８３ ｂ
１５１.４５±３.８０ ｂ
５ １１７.２０±４６.２９ ｂ
５８５.７３±２５.７４
１ ２５６.４３±５５.５１
１ ２７３.８３±４２.３３
８１４.２３±３７.４４
１ ９２１.３５±２９.５７
７０１.８８±１２.６３
１ ０９０.０８±３８.１６
１８３.６３±１０.２１
２ ８８３.６３±４８.３０
８ ０５０.４５±３３６.７９
３ ８６６.０８±１０３.３６
３ ０５２.９３±９５.８１
５ ５８３.３８±２４５.２８
３ ２２５.１０±５５.４３
３ ８５８.５５±１１９.７２

ｎｍｏｌｇ －１

ＩＵＧＲ＋Ａｒｇ
２ ２０２.１３±２４.５６ ａ
５３９.５５±４.４５
７ ５０８.７５±１４９.８２
２ １０７.９８±５０.５６
４９９.６８±９.６５ ａ
１６１.７８±５.８２ ａｂ
５ ６１０.００±１８０.８８ ａ
５９３.８８±１５.６６
１ ３３１.５０±３８.１５
１ ３４０.２０±３６.９０
８４９.６±３０.４５
２ ００２.７±３６.１８
７３４.７８±２１.７４
１ １３３.１５±３１.００
１８９.９０±４.２９
３ ０１６.２０±４６.６６
８ １７７.１３±１６８.５９
３ ９９０.６８±１０５.７０
３ ２２６.２０±１１２.４８
５ ８２１.０５±１８０.６４
３ １３６.２３±８９.２５
４ ０６２.８３±６６.３８

１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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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６％、１０.４３％和 ７.７３％ꎬ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ꎮ ＩＵＧＲ 猪日粮中补充 Ａｒｇ 后ꎬＡｒｇ、Ｃｉｔ 和 Ｐｒｏ 水平显著高于
ＩＵＧＲ 对照仔猪( Ｐ<０.０５) ꎬＯｒｎ 水平也有升高趋势ꎬ但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ꎬ这 ４ 种氨基酸水平与 ＮＢＭ 猪
相比ꎬ差异均不显著( Ｐ>０.０５) ꎮ

３
３.１

讨论
精氨酸对 ＩＵＧＲ 仔猪抗氧化功能的影响

本试验结果表明:ＩＵＧＲ 仔猪的背最长肌和空肠黏膜的 ＭＤＡ 含量均显著高于正常仔猪ꎬ空肠黏膜的

Ｔ￣ＡＯＣ 和 ＧＰｘ 活性均显著低于正常仔猪ꎬ表明 ＩＵＧＲ 仔猪的抗氧化能力显著低于正常仔猪ꎮ 研究发现ꎬ发
育未成熟的早产儿机体氧自由基活性较高ꎬ会损害体内的大分子物质ꎬ如 ＤＮＡ、蛋白质、多不饱和脂肪酸
及碳水化合物等ꎬ这种氧化损伤会导致蛋白的二级、三级结构发生改变ꎬ并证实了 ＩＵＧＲ 新生儿氧化应激
损伤严重 [３２] ꎮ 由此可见ꎬＩＵＧＲ 会降低机体抗氧化能力ꎮ 已有研究报道 ＩＵＧＲ 仔猪的抗氧化功能均低于
正常猪 [１０ꎬ１６－１８] ꎮ 本试验结果与之一致ꎬ但在日粮中添加 Ａｒｇ 后ꎬＩＵＧＲ 仔猪的背最长肌和空肠黏膜的 ＭＤＡ

含量均显著降低ꎬ黏膜的 Ｔ￣ＡＯＣ 和 ＧＰｘ 活性均显著提高ꎬ表明 Ａｒｇ 具有提高 ＩＵＧＲ 仔猪抗氧化功能的作
用ꎮ Ｗａｓｃｈｅｒ 等 [３３] 报道ꎬ添加精氨酸减弱了大鼠超氧化物的释放和铜诱导的脂质过氧化作用ꎮ 另有研究
表明ꎬ饲粮添加 Ａｒｇ 可通过提高血浆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水平以及降低肝脏 ＩＬ￣６ 和
ＴＮＦ￣α ｍＲＮＡ 水平ꎬ缓解断奶仔猪的氧化应激 [２０] ꎮ 也有研究表明ꎬ日粮添加精氨酸可减少生长育肥猪血
浆和肌肉组织中羟自由基含量ꎬ增加血浆中总抗氧化能力和 ＧＳＨ 含量ꎬ并且增强肌肉组织中总抗氧化能
力 [３４] ꎬ本试验结果也与之一致ꎮ 同时ꎬＡｒｇ 的添加也增加了血清、肠黏膜 ＮＯ 含量和 ＴＮＯＳ 活性ꎮ 有研究
表明ꎬ生理水平的精氨酸和一氧化氮具有抗氧化功能 [３５] ꎮ Ｌ￣Ａｒｇ 浓度增加刺激 ＮＯ 生物合成ꎬ导致氧化应
激降低 [３６] ꎮ 也有研究表明ꎬＬ￣Ａｒｇ 补充有效地减少了氧化应激与抗氧化防御能力之间的不平衡ꎬ并且这种
调节可能通过 Ｌ￣Ａｒｇ / ＮＯ 途径介导 [３７] ꎮ

３.２

精氨酸对 ＩＵＧＲ 仔猪精氨酸代谢的影响

本试验结果表明ꎬＩＵＧＲ 导致 １４ 日龄猪小肠黏膜中 Ａｒｇ 代谢相关氨基酸( Ａｒｇ、Ｃｉｔ、Ｏｒｎ 和 Ｐｒｏ) 水平显

著下降ꎬ这与在血清中的结果一致ꎬ提示 ＩＵＧＲ 猪小肠合成 Ａｒｇ 能力降低ꎮ 补充 Ａｒｇ 后ꎬ１４ 日龄 ＩＵＧＲ 猪黏
膜中 Ａｒｇ 水平和 Ａｒｇ 代谢相关氨基酸( Ａｒｇ、Ｃｉｔ 和 Ｐｒｏ) 水平均显著升高ꎮ 同时 １４ 日龄 ＩＵＧＲ 猪血清中 Ａｒｇ

水平和 Ａｒｇ 代谢相关氨基酸( Ａｒｇ、Ｃｉｔ、Ｏｒｎ 和 Ｐｒｏ) 水平也均显著升高ꎮ Ｗｕ 等 [２１] 对断奶仔猪研究发现ꎬ补
充 Ａｒｇ 可显著提高血清 Ａｒｇ、Ｏｒｎ、Ｃｉｔ 和 Ｐｒｏ 水平ꎮ 也有研究表明ꎬ给 ７ ~ ２１ ｄ 龄人工乳喂养的仔猪补充含

０.２％和 ０.４％的 Ａｒｇ 时ꎬ可剂量依赖性地增加血浆中 Ａｒｇ 的浓度ꎬ降低血浆中氨的水平ꎬ改善氮代谢ꎬ增加
体质量 [３８] ꎬ本研究结果与以上结果均一致ꎮ 小肠是 Ａｒｇ 代谢的重要场所 [３９] ꎮ 新生哺乳动物体内 Ａｒｇ 合成
主要位于肠细胞 [１２] ꎮ Ａｒｇ 在小肠内可由谷氨酰胺和 Ｐｒｏ 合成ꎮ 在新生哺乳动物体内ꎬ肠细胞中合成的 Ｃｉｔ
大部分被直接转化成 Ａｒｇ [２９ꎬ４０－４１] ꎮ 吡咯酸 － ５ － 羧酸合成酶( Δ１￣ｐｙｒｒｏｌｉｎｅ￣５￣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ｔ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ꎬＰ５Ｃ 合成
酶) 和 Ｎ － 乙酰谷氨酸合成酶( Ｎ￣ａｃｅｔｙｌ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ꎬＮＡＧ 合成酶) 是肠道 Ｃｉｔ 合成的关键性限制

酶 [１２] ꎮ 口服的 Ａｒｇ 约 ４０％ 首先在肠道内被分解利用 [４２－４３] ꎮ Ａｒｇ 进入细胞后ꎬ经酶作用降解ꎬ产生 ＮＯ、
Ｏｒｎ、多胺和 Ｐｒｏ [１２] ꎮ 本试验结果表明补充 Ａｒｇ 可缓解 ＩＵＧＲ 猪肠道内源 Ａｒｇ 合成不足ꎬ发挥肠内营养作
用ꎮ 另外ꎬ补充 Ａｒｇ 后ꎬＩＵＧＲ 仔猪血清和猪黏膜中 ＮＯＳ 活性和 ＮＯ 含量均显著提高ꎮ Ａｒｇ 代谢产生的
ＮＯꎬ在动物体内发挥多种营养生理效应 [１２] ꎮ 因此ꎬ通过日粮补饲 Ａｒｇꎬ可有效增加 Ａｒｇ 供应ꎬ促进 ＩＵＧＲ 仔
猪生长发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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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Ｗｕ ＧꎬＭｏｒｒｉｓ Ｓ ＭꎬＪｒ. Ａｒｇｉｎｉｎ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Ｊ] .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１９９８ꎬ３３６:１－１７.

[１３] Ｄａｖｉｓ Ｔ ＡꎬＮｇｕｙｅｎ Ｈ ＶꎬＧａｒｃｉａ￣Ｂｒａｖｏ Ｒꎬｅｔ ａｌ.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ｍｉｌｋ ｉｓ ｎｏｔ ｕｎｉｑｕ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１９９４ꎬ１２４( ７) :
１１２６－１１３２.

[１４] Ｗｕ ＧꎬＫｎａｂｅ Ｄ Ａ.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ｂｏｕｎｄ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ｓｏｗ′ｓ ｃｏｌｏｓｔｒｕｍ ａｎｄ ｍｉｌｋ[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１９９４ꎬ１２４(３) :４１５－４２４.
[１５] Ｗｕ ＧꎬＫｎａｂｅ Ｄ ＡꎬＫｉｍ Ｓ Ｗ. Ａｒｇｉｎｉｎ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ｐｉｇ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２００４ꎬ１３４(１０) :２７８３Ｓ.

[１６] 李博ꎬ李伟ꎬ张昊ꎬ等. 宫内发育迟缓对哺乳仔猪生长性能和肝脏氧化及抗氧化指标的影响[ Ｊ] . 动物营养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２６( ９) :２８２２ －
２８２７.

Ｌｉ ＢꎬＬｉ ＷꎬＺｈａｎｇ Ｈꎬ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ｔａｒｄ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ｕｃｋｌｉｎｇ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４ꎬ２６(９) :２８２２－２８２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１７] 何进田ꎬ董丽ꎬ白凯文ꎬ等. 三丁酸甘油酯对宫内发育迟缓哺乳仔猪肝脏抗氧化和线粒体功能的影响[ Ｊ] . 食品科学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３) :１９１－
１９６.

Ｈｅ Ｊ ＴꎬＤｏｎｇ ＬꎬＢａｉ Ｋ Ｗꎬ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ｒｉｂｕｔｙｒｉｎ ｏｎ ｌｉｖｅｒ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ｔａｒｄ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ｕｃｋ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Ｊ] . Ｆ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３) :１９１－１９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１８] 苏伟鹏ꎬ徐稳ꎬ张昊ꎬ等. 日粮亮氨酸水平与宫内发育迟缓对断奶仔猪肝脏抗氧化功能的影响[ Ｊ] . 食品工业科技ꎬ２０１６ꎬ３７( １９) :３４５－
３５１.

Ｓｕ Ｗ ＰꎬＸｕ ＷꎬＺｈａｎｇ Ｈꎬ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ｅｕ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 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ｔａｒｄ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
ｏｆ ｗｅａｎｅｄ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ｏｏ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１９) :３４５－３５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１９] 徐稳. 日粮补充亮氨酸调控 ＩＵＧＲ 仔猪蛋白质代谢及胰岛素信号通络相关基因的机制研究[ Ｄ] .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ꎬ２０１７

Ｘｕ Ｗ.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ｅｕｃｉｎ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ＩＵＧＲ ｐｉｇｌｅｔｓ [ Ｄ] .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 ２０] Ｚｈｅｎｇ ＰꎬＹｕ ＢꎬＨｅ Ｊꎬ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ａｒｇｉｎｉｎ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ｗｅａｎｅｄ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Ｊ]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３ꎬ１０９(１２) :２２５３－２２６０.

[ ２１] Ｗｕ ＸꎬＲｕａｎ ＺꎬＧａｏ Ｙꎬｅｔ 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ｉｎｉｎｅ ｏｒ Ｎ￣ｃａｒｂａｍｙｌ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ｓｈｏｃｋ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７０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ａｎｌｉｎｇ ｐｉｇｓ ｆｅｄ ａ ｃｏ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ｍｅａｌ￣ｂａｓｅｄ ｄｉｅｔ[ Ｊ] .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ꎬ２０１０ꎬ３９(３) :８３１.

[２２] Ｗａｎｇ ＹꎬＺｈａｎｇ ＬꎬＺｈｏｕ Ｇꎬｅｔ 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Ｌ￣ａｒｇｉｎｉｎ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Ａｋｔ ａｎｄ
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ｒａｐａｍｙｃｉｎ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ｉｎ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ｔａｒｄｅｄ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Ｊ]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２ꎬ５:１－１１.

[２３] Ｙａｏ ＫꎬＹｉｎ Ｙ ＬꎬＣｈｕ Ｗꎬｅｔ 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ａｒｇｉｎｉｎ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ｍＴＯＲ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ｏｆ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ｐｉｇｓ[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２００８ꎬ１３８(５) :８６７－８７２.

[２４] Ａｈｍａｄ ＨꎬＴｉａｎ ＪꎬＷａｎｇ Ｊꎬ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ｓｏｄｉｕｍ ｓｅｌｅｎｉｔ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ｙｅａｓｔ ｏｎ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ｅａ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２０１２ꎬ６０(２９) :７１１１－７１２０.

[２５] Ｈａｆｅｍａｎ Ｄ ＧꎬＳｕｎｄｅ Ｒ ＡꎬＨｏｅｋｓｔｒａ Ｗ 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ｏｎ 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ｒ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１９７４ꎬ１０４(５) :５８０－５８７.

[２６] Ｓｕｎ ＹꎬＯｂｅｒｌｅｙ Ｌ ＷꎬＬｉ Ｙ.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ｓｓａｙ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 Ｊ]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１９８８ꎬ３４(３) :４９７－５００.

[２７] Ｐｌａｃｅｒ Ｚ ＡꎬＣｕｓｈｍａｎ Ｌ ＬꎬＪｏｈｎｓｏｎ Ｂ Ｃ.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ｌｉｐｉｄ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ｍａｌｏｎｙｌ 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ｉｎ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１９６６ꎬ１６(２) :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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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Ｃｈｅｎｇ ＸꎬＬｉｕ Ｆ ＬꎬＺｈａｎｇ Ｊꎬｅｔ ａｌ. ＥＧｂ７６１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ｍｏｔｏｎｅｕｒｏｎ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ｖｕｌｓ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ｒａｔ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ｒａｃｈｉａｌ Ｐｌｅｘｕ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Ｎｅｒｖｅ Ｉｎｊｕｒｏｒｙꎬ２０１０ꎬ５(１) :１－７.

[２９] Ｗｕ ＧꎬＫｎａｂｅ Ｄ Ａ. Ａｒｇｉｎｉｎ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ｅｎｔｅｒｏｃｙｔｅｓ ｏｆ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ｐｉｇ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ꎬ１９９５ꎬ２６９:６２１－６２９.

[３０] Ｂｉｄｌｉｎｇｍｅｙｅｒ Ｂ ＡꎬＣｏｈｅｎ Ｓ ＡꎬＴａｒｖｉｎ Ｔ Ｌ. Ｒａｐｉ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ｅ￣ｃｏｌｕｍｎ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 Ｊ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ꎬ１９８４ꎬ３３６(１) :９３－
１０４.

[３１] Ｂｅｒｔｏｌｏ Ｒ Ｆ ＰꎬＰｅｎｃｈａｒｚ Ｐ ＢꎬＢａｌｌ Ｒ Ｏ. Ｏｒｇａ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ｆｅｄ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ｄｉｅｔｓ ｖｉａ
ｇａｓｔｒｉｃꎬ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ｏｒ ｐｏｒｔ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ｒｏｕｔ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２０００ꎬ１３０(５) :１２６１－１２６６.

[ ３２] Ｋａｍａｔｈ ＵꎬＲａｏ ＧꎬＫａｍａｔｈ Ｓ Ｕꎬｅｔ ａｌ.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ｆｅｔ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ｔａｒｄａｔｉｏｎ( ＩＵＧＲ) [ Ｊ] . Ｉｎ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２００６ꎬ２１(１) :１１１－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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