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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解青蒿对热应激肉鸡消化功能的影响
宋志华ꎬ程康ꎬ张婧菲ꎬ王超ꎬ钟翔ꎬ张莉莉ꎬ王恬１∗
(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 目的] 本试验旨在研究热应激条件下日粮中添加酶解青蒿( ＥＡ) 对肉鸡主要消化器官质量、养分表观利用率及小肠

黏膜中二糖酶活性的影响ꎮ [ 方法]２１ 日龄健康雄性爱拔益加肉鸡 １４４ 只随机分成 ３ 组( 每组 ６ 个重复ꎬ每个重复 ８ 只鸡) :
对照组( ＣＯＮ 组) ꎬ热应激组( ＨＳ 组) 饲喂基础日粮ꎻ酶解青蒿组( ＨＳ￣ＥＡ 组) 饲喂添加 １ ０００ ｍｇｋｇ －１ ＥＡ 的基础日粮ꎮ ＣＯＮ
组肉鸡饲养于 ２２ ℃ 环境中ꎬＨＳ 和 ＨＳ￣ＥＡ 组肉鸡饲养在 ３４ ℃ 环境中 ８ ｈ ( ０９:００—１７:００) ꎬ２２ ℃ 环境中 １６ ｈ ( １７:００—
０９:００) ꎮ 试验期 ２１ ｄꎮ [ 结果] 与 ＣＯＮ 组相比ꎬ热应激导致肉鸡饲料中粗脂肪( ＥＥ) 、粗蛋白( ＣＰ) 和有机物( ＯＭ) 的养分表
观利用率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 ꎬ空肠和回肠中麦芽糖酶、蔗糖酶及回肠中乳糖酶活性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 ꎮ 与 ＨＳ 组相比ꎬ日
粮中添加 １ ０００ ｍｇｋｇ －１ ＥＡ 显著提高了肉鸡对饲料中 ＥＥ、ＣＰ 和 ＯＭ 的表观利用率( Ｐ<０.０５) ꎬ提高了空肠、回肠中麦芽糖酶
和蔗糖酶及回肠中乳糖酶活性( Ｐ<０.０５) ꎮ [ 结论] 日粮中添加 １ ０００ ｍｇｋｇ －１ ＥＡ 可缓解热应激对肉鸡饲料养分表观利用率
和肠黏膜中二糖酶活性造成的不良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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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ｂｒｏｉｌｅｒｓ. [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ａｎｄ ｆｏｒｔｙ￣ｆｏｕｒ ２１ ｄａｙ￣ｏ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ｍａｌｅ Ａｒｂｏｒ Ａｃｒｅｓ( ＡＡ) ｂｒｏｉｌ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ꎬｗｉｔｈ ｓｉｘ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ｐｅｎｓ ｐ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８ ｂｒｏｉｌｅｒｓ ｐｅｒ ｐｅｎ. Ｂｒｏｉｌ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Ｈ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ｆ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ａｌ ｄｉｅｔ ｗｈｉｌｅ ｏｎｅｓ ｉｎ ＨＳ￣ＥＡ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ｆ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ａｌ ｄｉｅｔ ｗｉｔｈ １ ０００ ｍｇｋｇ －１ 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ｏｉｌ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ｈｏｕｓｅｄ ａｔ ２２ ℃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ｏｎ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ａｒｅｄ ａｔ ３４ ℃ ｆｏｒ ８ ｈ(０９:００ ｔｏ １７:００) ａｎｄ ２２ ℃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ａｓ ２１ ｄ. Ｈｅａ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ｌａｓｔｅｄ ｆｏｒ ２０ 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 ｄａｙｓ.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 ｇｒｏｕｐꎬｈｅａ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 Ｐ < ０. ０５)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ｔｈ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 ( ＥＥ) ꎬ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 ＣＰ ) ꎬ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Ｍ) ꎬ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ｌｔａｓｅ ａｎｄ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ｉｎ ｊｅｊｕｎｕｍ ａｎｄ ｉｌｅｕｍꎬａｎｄ ｉｌｅａｌ ｌａｃｔ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ｂｒｏｉｌｅｒ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Ｓ
ｇｒｏｕｐꎬｄｉｅｔａｒｙ ＥＡ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０.０５)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ＥꎬＣＰ ａｎｄ ＯＭ) ꎬ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ｌｔａｓｅ

ａｎｄ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ｉｎ ｊｅｊｕｎｕｍ ａｎｄ ｉｌｅｕｍꎬ ａｎｄ ｉｌｅａｌ ｌａｃｔ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Ｄｉｅｔａｒｙ １ ０００ ｍｇｋｇ －１ ＥＡ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ｉ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ｒｏｉｌｅｒ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ｎｎｕａꎻ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ꎻｂｒｏｉｌｅｒｓꎻ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ꎻ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ꎻｄｉ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ａｓｅ

在诸多环境因素中ꎬ高温是影响家禽生产的主要应激源之一 [１] ꎮ 由于鸡体表覆盖浓密的羽毛ꎬ且汗
腺不发达ꎬ高温时会引起动物体代谢紊乱ꎬ持续的高温还会导致家禽发生热应激ꎮ 小肠是动物营养物质消
化吸收的主要场所ꎬ也是在热应激过程中最容易遭受损伤的器官ꎮ 热应激会显著降低肉鸡对营养物质的
利用率和小肠消化酶活性ꎬ从而导致生产性能的下降 [２] ꎮ 因此ꎬ缓解热应激对肉鸡肠道消化功能的不良
影响对提高家禽生产水平具有重要意义ꎮ

青蒿( ＥＡ) 属于菊科蒿属一年生草本植物 [３] ꎬ含有黄酮、维生素、酚类和香豆素类等活性成分ꎬ具有抗

疟、抗球虫、抗炎及抗菌等功效 [３－５] ꎮ 在日粮中添加青蒿叶或青蒿提取物可提高肉鸡的生产性能 [６] 、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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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７] 及肠黏膜中消化酶活性 [８] ꎮ 植物青蒿的细胞壁阻碍了细胞内活性成分的释放ꎮ 酶解技术可促进
植物细胞内活性成分的释放ꎬ目前已在食品行业及果汁生产中得到应用 [９] ꎮ 因此ꎬ人们开始探究酶解技
术在动物饲料研究方面的应用 [１０－１１] ꎬ而关于酶解青蒿在家禽生产中的应用鲜有报道ꎮ 笔者所在实验室已
有研究表明ꎬ在肉鸡日粮中添加 １ ０００ ｍｇｋｇ －１ ＥＡ 可显著提高肉品质ꎬ缓解脂质氧化ꎬ增强其抗氧化能
力 [１２－１３] ꎮ 关于 ＥＡ 对肉鸡肠道发育、营养物质利用及肠黏膜中二糖酶活性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热应激
状态下的研究尚未见报道ꎮ 因此ꎬ本试验以爱拔益加( ＡＡ) 肉鸡为研究对象ꎬ研究日粮中添加 ＥＡ 对热应
激环境中肉鸡肠道发育、养分表观利用率以及肠黏膜中二糖酶活性的影响ꎬ为 ＥＡ 在肉鸡生产中的应用提
供理论依据ꎮ

１
１.１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酶解青蒿由广州科虎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提供ꎬ其主要活性成分是多酚和黄酮类化合物ꎮ 作为其

中酶解底物的青蒿全株产于重庆ꎬ于生长盛期至花蕾期收割ꎮ

１.２

主要仪器和设备

ＡＣＳ( 系列) 电 子 称 ( 永 康 市 永 州 衡 器 有 限 公 司) ꎻ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Ｏ ２００ ｄｏｕｂｌｅ ｉｎｓｕｌａｔｅｄ 匀 浆 机 ( 美 国
Ｐ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公司) ꎻＫｊｌｔｅｃ ８４００ 全自动凯式定氮仪( 丹麦 Ｆｏｓｓ) ꎻＬ － １００ＸＰ 超速冷冻离心机( Ｂｅｃｋｍａｎ Ｃｏｕｌｔｅｒ
公司) ꎻＢＩＯ￣ＲＡＤ６８０ 酶标仪( 美国 Ｂｉｏ￣Ｒａｄ 公司) ꎻＧＺＸ － ９２４０ ＭＢＥ 数显鼓风干燥箱( 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
司医疗设备厂) ꎮ

１.３

试验动物及日粮

选用 ２１ 日龄健康的雄性 ＡＡ 肉鸡( 购自安徽和威集团种禽有限公司) １４４ 只ꎬ体质量( ７０６±６) ｇꎮ 基
础日粮以玉米 －豆粕为主 ( 表 １) ꎬ其配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 鸡饲养标准:ＮＹ / Ｔ ３３—
２００４» ꎮ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组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原料组成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玉米 Ｃｏｒｎ
大豆粕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ｍｅａｌ
玉米蛋白粉 Ｃｏｒｎ ｇｌｕｔｅｎ ｍｅａｌ
豆油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ｏｉｌ
磷酸氢钙 ＣａＨＰＯ ４
石粉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ｐｏｗｄｅｒ
Ｌ－赖氨酸 Ｌ￣ｌｙｓｉｎｅ
ＤＬ－蛋氨酸 ＤＬ￣ｍｅｔｈｉｏｎｉｎｅ
复合预混料 Ｐｒｅｍｉｘ
食盐 ＮａＣｌ
载体 Ｓｏｄ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１

１.４

基础日粮原料组成及营养水平组成( 风干基础)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ｂａｓａｌ ｄｉｅｔ( ａｉｒ￣ｄｒｙ ｂａｓｉｓ)
水平 Ｌｅｖｅｌ
６１.００
２８.３０
１.７０
４.００
１.６０
１.３０
０.３１
０.１３
１.００
０.３０
０.３６

组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营养组成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粗蛋白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赖氨酸 Ｌｙｓｉｎｅ( Ｌｙｓ)
蛋氨酸 Ｍｅｔｈｉｏｎｉｎｅ( Ｍｅｔ)
钙 Ｃａｌｃｉｕｍ
有效磷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精氨酸 Ａｒｇｉｎｉｎｅ
蛋氨酸＋半胱氨酸 Ｍｅｔ＋Ｃｙｓ
２

代谢能 ３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水平 Ｌｅｖｅｌ

％

１９.２０
１.１０
０.４４
０.９３
０.３９
１.１５
０.７７
１２.９１

注:１) 复合预混料可为每千克全价料提供:维生素 Ａ ４ ５００ ＩＵꎬ维生素 Ｄ ３ １ ０００ ＩＵꎬ维生素 Ｋ １.３ ｍｇꎬ维生素 Ｂ １ ２.２ ｍｇꎬ维生素 Ｂ ２ ( 核黄
素)１０ ｍｇꎬ维生素 Ｂ ３( 烟酸)１０ ｍｇꎬ氯化胆碱 ４００ ｍｇꎬ维生素 Ｂ ５ ５０ ｍｇꎬ维生素 Ｂ ６( 吡哆素)４ ｍｇꎬ维生素 Ｈ ０.０４ ｍｇꎬ维生素 Ｂ １１ １ ｍｇꎬ
维生素 Ｂ １２ １.０１３ ｍｇꎬ铁 ６０ ｍｇꎬ铜 ７.５ ｍｇꎬ锌 ６５ ｍｇꎬ锰 １１０ ｍｇꎬ碘 １.１ ｍｇꎬ硒 ０.４ ｍｇꎻ２) 营养组成的水平为计算值ꎻ３) 代谢能单位为
ＭＪｋｇ －１ ꎮ
Ｎｏｔｅ:１)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ｘ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ｐｅｒ ｋｇ ｏｆ ｄｉｅ:ｖｉｔａｍｉｎ Ａ ４ ５００ ＩＵꎬ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３ １ ０００ ＩＵꎬｖｉｔａｍｉｎ Ｋ １.３ ｍｇꎬ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１ ２.２ ｍｇꎬ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２ １０ ｍｇꎬ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３ １０ ｍｇꎬｃｈｏｌｉｎｅ ｃｈｉｒｉｄｅ ４００ ｍｇꎬ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５ ５０ ｍｇꎬ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６ ４ｍｇꎬｖｉｔａｍｉｎ Ｈ ０.０４ ｍｇꎬ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１１ １ ｍｇꎬ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１２ １.０１３ ｍｇꎬ
ｉｒｏｎ ６０ ｍｇꎬｃｏｐｐｅｒ ７.５ ｍｇꎬｚｉｎｃ ６５ ｍｇꎬ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１１０ ｍｇꎬｉｏｄｉｎｅ １.１ ｍｇꎬ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０.４ ｍｇꎻ２)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ꎻ３)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ｏｆ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ｓ ＭＪｋｇ －１ .

试验设计与饲养管理

本试验在南京康欣禽业有限公司进行ꎮ 选取 １４４ 只健康且体质量相近的 ２１ 日龄雄性 ＡＡ 肉鸡ꎬ随机

分成 ３ 组ꎬ每组 ６ 个重复ꎬ每个重复 ８ 只鸡ꎮ 对照组( ＣＯＮ 组) 控制温度在(２２±１) ℃ 并饲喂基础日粮ꎻ热应
激组( ＨＳ 组) 和酶解青蒿组( ＨＳ￣ＥＡ 组) 控制温度在(３４±１) ℃ ꎬ每日 ８ ｈ(０９:００—１７:００) ꎬ其余时间保持温
度在(２２±１) ℃ ꎬ并分别在基础日粮中添加 ０ 和 １ ０００ ｍｇｋｇ －１ ＥＡꎮ 试验期 ２１ ｄꎬ其中热应激处理连续

２０ ｄꎮ 各处理组环境相对湿度 ５０％ ~ ６０％ꎮ 饲养期间自由饮水、采食ꎬ保持 ２４ ｈ 连续光照ꎬ并按常规程序
进行严格免疫ꎮ

１２８

南

１.５

京

农

业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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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采集与处理

１.５.１

４２ 日龄时每个重复选取 １ 只接近平均体质量的鸡ꎬ３ 个处理组共选取 １８ 只鸡ꎬ放血

肠段的采集

后ꎬ屠宰ꎬ分离出胰腺、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ꎮ 取样部位:十二指肠ꎬ从肌胃底部起 １０ ｃｍꎻ空肠ꎬ从十二指
肠的结肠韧带起 １０ ｃｍꎻ回肠ꎬ从回盲结合部起 １０ ｃｍꎮ

１.５.２

参照寇涛等 [１４] 的方法ꎮ 在 ３９ 日龄时ꎬ从每个重复中选取 １ 只鸡ꎬ单笼饲养ꎬ笼子下

粪样的收集

面放置托盘ꎬ收集粪便 ３ ｄꎮ 收粪前ꎬ肉鸡饥饿 １２ ｈꎬ以便排空粪便ꎬ然后自由采食 ３ ｄꎬ再饥饿 １２ ｈꎮ 在此
期间ꎬ自由饮水ꎮ 收粪时ꎬ尽量捡出托盘中的羽毛和皮屑ꎮ 将收集的鲜粪称质量ꎬ按 １００ ｇ 粪样加 ５％( 体
积分数) 的硫酸 １０ ｍＬ 搅拌后密封ꎬ然后带回实验室ꎬ冷冻待测ꎮ

１.５.３

肠黏膜的采集

取出空肠和回肠组织后ꎬ挤出食糜ꎬ用生理盐水冲洗肠壁内容物ꎬ然后将肠段剪

开ꎬ铺平ꎬ用载玻片轻轻刮取空肠和回肠黏膜放入塑料冻存管中ꎬ立刻放入液氮罐中ꎬ运回实验室ꎬ备用ꎮ

１.６

测定指标及方法

绝对质量:屠宰后分离胰腺、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ꎬ称质量ꎻ相对质量 ＝ 器官质量( ｇ) /

１.６.１

肠道质量

１.６.２

营养物质利用率

活体质量( ｋｇ) ꎮ

测量前ꎬ将样品在烘箱中以 ６５ ℃ 干燥至恒质量ꎬ回潮后称质量ꎬ粉碎后过 ４０ 目

筛制成风干样ꎮ 粗脂肪、粗蛋白和粗灰分含量的测定分别采用残余法、凯氏定氮法和灼烧法 [１５] ꎮ 有机物
的量则是指除去粗灰分后的质量ꎮ

１.６.３

小肠黏膜二糖酶活性

称取空肠和回肠黏膜样品约 ０.２ ｇꎬ按照质量体积比为 １ ∶９ 的比例加入生理

盐水ꎬ在冰水浴中机械匀浆ꎬ并在 ４ ℃ 条件下 ４ ４５０ ｇ 离心 １５ ｍｉｎꎬ取上清液测二糖酶活性ꎮ 麦芽糖酶、蔗
糖酶和乳糖酶活性的测定均按照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试剂盒说明书进行ꎮ

１.７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对数据进行初步整理ꎬ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进行统计ꎬ并用单因素方差法( ＡＮＯＶＡ) 进行

差异显著性分析ꎬ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ｓ 法进行多重比较ꎮ 结果均以平均值±标准误( ｘ±ＳＥ)
表示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日粮中添加酶解青蒿对热应激肉鸡胰腺和肠道质量的影响

由表 ２ 可知:与 ＣＯＮ 组相比ꎬ热应激使肉鸡空肠和回肠的绝对质量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 ꎬ却对胰腺和

小肠的相对质量没有显著影响( Ｐ>０.０５) ꎮ 与 ＨＳ 组相比ꎬ日粮中添加 ＥＡ 显著提高了胰腺、空肠和回肠的
绝对质量ꎬ却对胰腺和小肠的相对质量没有显著影响ꎮ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日粮中添加酶解青蒿对热应激肉鸡胰腺和小肠绝对质量和相对质量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ｎｎｕａ( ＥＡ)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ｐａｎｃ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 ｉｎ ｈｅａｔ￣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ｂｒｏｉｌｅｒｓ

器官 Ｏｒｇａｎ

项目 Ｉｔｅｍ

胰腺 Ｐａｎｃｒｅａｓ

绝对质量 / ｇ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ｗｅｉｇｈｔ

十二指肠 Ｄｕｏｄｅｎｕｍ

绝对质量 / ｇ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ｗｅｉｇｈｔ

空肠 Ｊｅｊｕｎｕｍ
回肠 Ｉｌｅｕｍ

２.２

对照组 ＣＯＮ

相对质量 / ( ｇｋｇ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ｗｅｉｇｈｔ

３.６６±０.３３ ａｂ
１.８４±０.１４

相对质量 / ( ｇｋｇ －１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ｗｅｉｇｈｔ

４.６５±０.２２

－１

绝对质量 / ｇ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ｗｅｉｇｈｔ

相对质量 / ( ｇｋｇ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ｗｅｉｇｈｔ
－１

绝对质量 / ｇ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ｗｅｉｇｈｔ

９.３２±０.７０
１３.２１±０.９８
６.４５±０.８４

ａ

１１.８３±１.１４ ａ
６.６５±０.６８

热应激组 ＨＳ
３.０１±０.１８ ｂ
１.６１±０.２３
８.４８±０.７８
４.１５±０.４５

１０.２４±１.０７
６.４８±０.６１

ｂ

８.１５±０.８８ ｂ
５.４５±０.７２

酶解青蒿组 ＨＳ￣ＥＡ
４.０５±０.６０ ａ
１.８０±０.１８

１０.６４±０.６５
５.２３±０.５１

１４.９４±０.７２ ａ
７.６４±０.５９
１１.６３±１.１９ ａ
６.１６±０.５２

相对质量 / ( ｇｋｇ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ｗｅｉｇｈｔ
注:１) Ｃ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ꎻＨＳ: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ｇｒｏｕｐꎻＨＳ￣ＥＡ:Ｈｅａ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ｎｚｙ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ａｎｎｕａ ｇｒｏｕｐ.
２) 同行数据肩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Ｐ < ０. ０５) ꎮ Ｍｅａ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ｒｏｗ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 Ｐ <
０.０５)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日粮中添加酶解青蒿对热应激肉鸡养分表观利用率的影响

如表 ３ 所示:各处理组肉鸡对粗灰分的表观利用率没有显著差异ꎮ 与 ＣＯＮ 组相比ꎬ热处理显著降低

了肉鸡对粗脂肪( ＥＥ) 、粗蛋白( ＣＰ) 和有机物( ＯＭ) 的表观利用率ꎮ 与 ＨＳ 组相比ꎬ日粮中添加 ＥＡ 显著提
高了肉鸡对 ＥＥ、ＣＰ 和 ＯＭ 的表观利用率ꎬ并且与对照相比差异不显著ꎬ说明日粮中添加 １ ０００ ｍｇｋｇ －１ ＥＡ
抑制了热应激对肉鸡养分利用的不利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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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华ꎬ等:酶解青蒿对热应激肉鸡消化功能的影响

日粮中添加酶解青蒿对热应激肉鸡小肠黏膜中二糖酶活性的影响

由表 ４ 可见:与 ＣＯＮ 组相比ꎬＨＳ 显著降低了肉鸡空肠和回肠中麦芽糖酶和蔗糖酶以及回肠中的乳糖

酶活性ꎮ 与 ＨＳ 组相比ꎬ日粮中添加 ＥＡ 可明显改善热应激对空、回肠中麦芽糖酶和蔗糖酶以及回肠中乳
糖酶活性的抑制作用( Ｐ<０.０５) ꎮ 各处理组间肉鸡空肠黏膜的乳糖酶活性没有显著差异ꎮ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日粮中添加酶解青蒿对热应激肉鸡养分表观利用率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ＥＡ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ｅａｔ￣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ｂｒｏｉｌｅｒｓ

项目 Ｉｔｅｍ

对照组 ＣＯＮ

热应激组 ＨＳ

酶解青蒿组 ＨＳ￣ＥＡ

粗蛋白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６３.７０±０.２４
２５.９２±１.１０

５６.９０±２.４５
２２.６２±１.４２

６２.５６±１.４６ ａ
２７.１９±１.７２

粗脂肪 Ｅｔｈ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

６９.１７±１.８９

粗灰分 Ｃｒｕｄｅ ａｓｈ

有机物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６０.３１±３.５７

ａ
ａ

６０.９０±１.９７ ａ

７２.４１±１.８８ ａ

ｂ
ｂ

５３.２５±２.５３ ｂ

日粮中添加酶解青蒿对热应激肉鸡小肠黏膜中二糖酶活性的影响

空肠 Ｊｅｊｕｎｕｍ

回肠 Ｉｌｅｕｍ

３
３.１

６２.６６±２.２１ ａ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ＥＡ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ｄｉ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ｈｅａｔ￣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ｂｒｏｉｌｅｒｓ

器官 Ｏｒｇａｎ

％

项目 Ｉｔｅｍ

热应激组 ＨＳ

酶解青蒿组 ＨＳ￣ＥＡ

乳糖酶 Ｌａｃｔａｓｅ

４ ２９７.０９±１０２.６６ ａ
１１０.０４±６.０３

３ ４０２.３３±１９２.４３ ｂ
９４.９９±４.４５

４ １７２.５１±３４０.７７ ａ
１０９.４３±７.９７

蔗糖酶 Ｓｕｃｒａｓｅ

４６２.８１±３２.１８

３５４.３６±３０.４３

４８１.３３±２９.７９ ａ

麦芽糖酶 Ｍａｌｔａｓｅ
蔗糖酶 Ｓｕｃｒａｓｅ

麦芽糖酶 Ｍａｌｔａｓｅ
乳糖酶 Ｌａｃｔａｓｅ

对照组 ＣＯＮ

Ｕｍｇ －１

２７２.２１±１６.３４ ａ

４５０.５２±４３.３４ ａ
６５.２８±４.６５

ａ

ａ

１９７.３５±９.７８ ｂ

３１２.３７±１３.５７ ｂ
４９.８３±３.４１

ｂ

ｂ

２５９.２９±２３.０８ ａ

４６３.３８±３７.８０ ａ
６４.４２±３.７８ ａ

讨论
日粮中添加酶解青蒿对热应激肉鸡胰腺和肠道质量的影响
动物的健康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化器官的发育程度ꎬ胰腺和小肠都是主要的消化器官ꎬ其能否

正常发育与机体的各种生理反应息息相关 [１６] ꎮ 器官质量是反映器官发育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１７] ꎮ 本试
验中ꎬ热处理明显降低了空肠和回肠的绝对质量ꎬ各处理组间相对质量却没有差异ꎬ可能是因为热应激处
理导致肉鸡活体质量变化从而使肉鸡的器官绝对质量发生变化ꎬ但相对质量不变ꎮ 我们过去的研究结果
( 未发表) 显示热应激显著降低了肉鸡的体增质量ꎬ然而 ＥＡ 使热应激条件下肉鸡的体质量显著增加ꎮ 热
应激和 ＥＡ 对肉鸡体质量的影响趋势与对消化器官绝对质量的影响趋势一致ꎮ 这解释了热应激和 ＥＡ 对
肉鸡消化器官相对质量没有显著影响的原因ꎮ 有研究指出ꎬ肉鸡在经历慢性热应激后ꎬ小肠单位长度的干
质量和 湿 质 量 均 下 降 [１８] ꎬ 十 二 指 肠、 空 肠 和 回 肠 的 长 度 也 显 著 降 低 [１９] ꎮ 我 们 发 现 日 粮 中 添 加

１ ０００ ｍｇｋｇ －１ 的 ＥＡ 显著提高了热应激组肉鸡胰腺、空肠和回肠的绝对质量ꎬ表明 ＥＡ 能够缓解热应激对
消化器官发育的负面影响ꎮ Ｋｈａｌｉｇｈ 等 [２０] 研究表明日粮中添加药用植物( 苜蓿、甘草根、牛蒡和肉桂) 混合
物可提高肉鸡胰腺质量ꎬ本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ꎮ Ｃｈｅｒｉａｎ 等 [２１] 研究发现ꎬ日粮中添加 ２％或 ４％( 质量
分数) 的青蒿叶可降低肉鸡小肠 ｐＨꎬ而较低的 ｐＨ 可抑制肠道内食源性病菌ꎬ进而保持肠道健康ꎮ 健康的
肠道环境有利于肠道细胞的增殖ꎬ并增加了单位面积细胞的数量ꎮ 细胞数量的增加可提高对氨基酸的摄
入量ꎬ进而促进蛋白质合成并沉积在肠黏膜中ꎬ增加肠道质量 [２２] ꎮ ＥＡ 通过酶解处理破坏植物细胞壁来提
高植物活性成分在体内的有效利用率ꎬ因此我们猜测 ＥＡ 增加小肠质量可能是因为酶解青蒿具有和青蒿
叶一样的活性成分和功能ꎬ能够改善肠道内环境ꎬ促进细胞增殖ꎮ 关于 ＥＡ 对胰腺质量增加的机制ꎬ仍需
要进一步验证ꎮ

３.２

日粮中添加酶解青蒿对热应激肉鸡养分表观利用率的影响
动物对饲料中营养物质利用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动物的生长发育和消化道健康 [２３] ꎮ 热应激会降低肉

鸡对营养物质的利用率ꎬ降低肉鸡对干物质、氮和总能等营养物质的吸收ꎬ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生产性
能 [２４] ꎮ 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似 [２４－２５] ꎬ本试验结果也表明ꎬ热应激显著降低了肉鸡对饲料中粗蛋白、粗脂
肪和有机物的表观利用率ꎮ 热应激降低肉鸡营养物质表观利用率可能是因为高温条件下ꎬ肉鸡散热较为
困难ꎬ饮水量增加ꎬ活动量减少ꎬ胃肠蠕动降低ꎬ使饲料养分无法被充分吸收利用ꎮ 在本试验中ꎬ日粮中添
加 １ ０００ ｍｇｋｇ －１ ＥＡ 显著提高了热应激条件下肉鸡饲料营养物质的表观利用率ꎮ 另有研究发现ꎬ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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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的植物性添加剂如连翘和黄芩等能够提高肉鸡对营养物质的利用率ꎬ这是因为这些植物性添加剂
富含黄酮、多酚和植物精油等活性成分 [２６－２７] ꎮ 这些活性成分能够促进肠道有益菌群的数量ꎬ抑制有害菌
的数量ꎬ还能促进肠道消化酶的分泌ꎬ从而促进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利用 [２８] ꎮ 青蒿是一种中草药植物且含
有丰富的黄酮、多酚和植物精油等活性成分 [３－４] ꎬ而且酶解处理技术能够促进这些活性成分在机体内消
化、吸收和利用 [１３] ꎮ 因此ꎬ我们推测ꎬ与其他药食同源性植物添加剂相似ꎬＥＡ 中的黄酮、多酚和植物精油
等活性成分发挥协同作用缓解了热应激对肉鸡营养物质利用率的负面影响 [３－４] ꎮ 此外ꎬ我们未发表的研

究数据表明 ＥＡ 还可以提高热应激状态下肉鸡小肠黏膜的绒毛高度ꎬ增加了小肠黏膜与饲料的接触面积ꎬ
可使肉鸡充分吸收饲料中的养分ꎬ进而增加了肉鸡对饲料中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ꎮ 总之ꎬＥＡ 可缓解热应
激对肉鸡营养物质表观利用率的不良影响ꎬ有利于提高肉鸡对饲料中养分的吸收利用ꎮ

３.３

日粮中添加酶解青蒿对热应激肉鸡小肠黏膜中二糖酶活性的影响
大分子糖类不能被动物直接吸收ꎬ需要经过肠黏膜二糖酶水解成单糖才能被小肠吸收利用ꎮ 如果二

糖酶缺乏则会抑制碳水化合物的分解、单糖的吸收及能量的转化利用 [２９] ꎬ因此二糖酶在碳水化合物利用
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另外ꎬ麦芽糖酶的热稳定性较差ꎬ高温应激条件下更容易失活 [３０] ꎮ 本试验研
究结果表明ꎬ热应激显著降低了空肠和回肠黏膜中麦芽糖酶、蔗糖酶以及回肠黏膜中乳糖酶活性ꎬ这一结
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３１－３２] ꎮ 日粮中添加 ＥＡ 显著提高了热应激肉鸡小肠黏膜二糖酶( 除空肠乳糖
酶) 活性ꎮ Ｄｕａｒｔｅ 等 [３３] 报道饲喂蜂胶( 富含黄酮和多酚) 日粮能够提高 ２１ 日龄肉鸡空肠的蔗糖酶和回肠
的麦芽糖酶活性ꎮ 总之ꎬＥＡ 可缓解热应激对肉鸡小肠黏膜二糖酶活性的抑制ꎬ进而提高肉鸡对营养物质
的利用率ꎬ但是 ＥＡ 对热应激肉鸡肠黏膜内二糖酶活性提高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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