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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饲料对鲤鱼幼鱼生长性能、消化酶活性、肌肉品质
和免疫机能的影响
钟小群１ ꎬ李向飞１ ꎬ蔡万存１ ꎬ徐超１ ꎬ李其松２ ꎬ黄健２ ꎬ刘文斌１∗
(１.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 江苏省水产动物营养重点实验室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ꎻ
２.南京宝辉生物饲料有限公司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５６)

摘要:[ 目的] 本试验旨在探究发酵饲料对鲤鱼幼鱼生长性能、体组成、肠道消化酶活性、肌肉品质和免疫机能的影响ꎮ
[ 方法] 制备了 ５ 组饲料:基础饲料( Ｇ１) 、基础饲料中添加 ２.５％( Ｇ２) 或 ５％( Ｇ３) 发酵饲料、基础饲料中菜粕用 ５％ ( Ｇ４) 或

１０％( Ｇ５) 的发酵饲料等蛋白替代ꎮ ３００ 尾鲤鱼随机分 ５ 组ꎬ每组 ４ 个重复ꎬ每重复 １５ 尾ꎬ每组饲喂 １ 种饲料ꎮ 每日将鱼饱
食投喂 ３ 次ꎬ投喂 １０ 周ꎮ 养殖结束后采集血液、肝脏、肠道、肌肉样品测定免疫机能、消化酶活性和肌肉品质指标ꎮ [ 结果]

Ｇ３、Ｇ４、Ｇ５ 组的饲料系数显著低于 Ｇ１ 组( Ｐ<０.０５) ꎬ但与 Ｇ２ 组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ꎮ 各组间增重率、特定生长率、摄食量、
蛋白质效率以及氮 / 能量保留率等指标差异均不显著( Ｐ>０.０５) ꎮ 发酵饲料对肌肉水分、蛋白质、脂肪、灰分和能量水平、系
水力、蒸煮损失、含肉率、肌肉质构以及肉色( ａ ∗ 、ｂ ∗ 与Ｌ ∗ 值) 等指标均无显著差异( Ｐ> ０.０５) ꎮ Ｇ１ 组肠道脂肪酶活性显著
低于 Ｇ３、Ｇ４ 和 Ｇ５ 组( Ｐ<０.０５) ꎬ而其淀粉酶活性显著高于 Ｇ３ 与 Ｇ５ 组( Ｐ<０.０５) ꎮ Ｇ１ 组血浆皮质醇与补体 Ｃ３ 含量显著低
于 Ｇ４ 组( Ｐ<０.０５) ꎬ但其髓质过氧化物酶活性显著高于 Ｇ４ 组( Ｐ<０.０５) ꎮ 此外ꎬ各组间肝脏过氧化氢酶活性、总抗氧化能
力、丙二醛含量、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与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均无显著差异ꎮ [ 结论] 发酵饲料不仅可以提高鲤鱼幼鱼
的饲料利用率ꎬ还可以提高其消化功能和非特异性免疫机能ꎬ并且不会对肌肉品质造成不良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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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小群ꎬ等:发酵饲料对鲤鱼幼鱼生长性能、消化酶活性、肌肉品质和免疫机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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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养殖业的快速发展ꎬ人工配合饲料的使用量逐年增加ꎬ导致饲料资源日趋紧张ꎮ 因此ꎬ传统饲料
资源的高效利用及新型饲料资源的开发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ꎬ近年来ꎬ人们逐渐将目光转
移到发酵饲料这个新型饲料资源上 [１] ꎮ 发酵饲料是以配合饲料为发酵底物ꎬ选择接种特定的微生物ꎬ人
工控制温度、水分、需氧量等条件ꎬ通过微生物自身繁殖和代谢来生产的富含高活性益生菌及其代谢产物
的饲料 [２] ꎮ 与传统饲料相比ꎬ发酵饲料具有抗营养因子含量低、营养价值高、小分子蛋白和肽类含量高等
优点 [２] ꎮ 目前ꎬ发酵饲料已用于凡纳滨对虾( Ｌｉｔｏｐｅｎａｅｕｓ ｖａｎｎａｍｅｉ) 、黑鲷( 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ａｇｒｕｓ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ｉｉ) 、斑点叉
尾鮰( Ｉｃｔａｌｕｒｕｓ ｐｕｎｃｔａｔｕｓ) 、草鱼( Ｃｔｅｎ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ｏｄｏｎ ｉｄｅｌｌｕ) 等的研究 [３] ꎮ 但相对而言ꎬ其在水产中的应用研
究尚较少ꎬ相关作用机制和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探究ꎮ 此外ꎬ不同发酵饲料由于使用的微生物菌株及发酵工
艺不同ꎬ其应用效果差异较大ꎬ较难获得稳定、一致的效果 [４] ꎮ
微生物发酵是发酵饲料加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ꎬ在此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定的酸类物质 [５] ꎮ 因

此ꎬ过量使用发酵饲料往往会导致水产动物肠道 ｐＨ 值下降、肌肉中酸性物质的沉积并对其造成应激ꎬ进
而其肠道损伤、肌肉品质下降和免疫机能受损ꎬ最终影响动物的生长性能、抗病力和养殖效益 [６] ꎮ 鉴于
此ꎬ在评估发酵饲料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潜力时ꎬ考察其对动物肠道消化吸收功能、肌肉品质及免疫机能
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ꎮ
因此ꎬ为了对发酵饲料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效果进行科学评估ꎬ本试验以我国重要经济鱼类———鲤鱼
(Ｃｙｐｒｉｎｕｓ ｃａｒｐｉｏ) 为研究对象ꎬ从生长性能、体组成、肠道消化酶活性、肌肉品质及免疫机能等方面入手ꎬ探
讨了发酵饲料对鲤鱼幼鱼生长性能及生理功能的影响ꎬ以期为发酵饲料在水产饲料中的应用和新型水产
饲料资源的开发提供技术依据ꎮ

１
１.１

材料与方法
试验设计与饲料组成
本试验中所用的发酵饲料和益生菌由南京宝辉生物饲料有限公司提供ꎬ其他原料均由徐州正昌饲料

有限公司提供ꎮ 发酵饲料是以豆粕、菜粕、次粉、玉米等作为底物ꎬ由酵母菌、芽胞杆菌和乳酸菌作为发酵
菌种ꎬ并采用好氧和厌氧方法进行发酵而成ꎮ 其成分大致如下( 本文中“ ％” 除特别注明外ꎬ均表示质量分
数) :水分 ４２％、粗蛋白 １８％、粗灰分 ３％、粗脂肪 １.３％、粗纤维 ６％ꎮ 本试验共配制 ５ 组试验饲料:基础饲
料( 对照组ꎬＧ１) 以鱼粉、豆粕、菜粕和棉粕为主要蛋白源ꎬ以麸皮和面粉为糖源ꎬ鱼油和豆油等比例添加为
脂肪源ꎮ Ｇ２ 和 Ｇ３ 组的饲料是在基础饲料中添加 ２.５％ 和 ５％ 的发酵饲料( 鲜样) ꎮ 此外ꎬ设定 ２ 个替代
组:以 ５％ 与 １０％ 的发酵饲料( 鲜样) 等蛋白替代对照组的菜粕ꎬ即 Ｇ４ 和 Ｇ５ 组ꎮ 试验饲料的配方及营养
成分含量见表 １ꎮ 将原料粉碎后过 ６０ 目筛ꎬ然后与磷酸二氢钙、预混料和食盐等微量原料进行预混合ꎬ再

将其加入其他粉碎原料中逐级充分混匀ꎬ加入油脂和适量水后用小型制粒机制成粒径 ２ ｍｍ 的颗粒饲料ꎬ
室温避光晾干后保存于 － ２０ ℃ 冰箱冷藏备用ꎮ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试验分组的饲料配方及其组成( 以风干样为基础)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ｉｒ￣ｄｒｙ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ｅｔｓ

组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原料组成 Ｆｅｅｄ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鱼粉 Ｆｉｓｈ ｍｅａｌ
豆粕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ｍｅａｌ
棉粕 Ｃｏｔｔｏｎｓｅｅｄ ｍｅａｌ
菜粕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ｍｅａｌ
发酵饲料( 鲜样)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ｆｅｅｄ( ｗｅｔ ｆｏｒｍ)
鱼油 Ｆｉｓｈ ｏｉｌ
豆油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ｏｉｌ
麸皮 Ｗｈｅａｔ ｂｒａｎ
面粉 Ｗｈｅａｔ ｆｌｏｕｒ
食盐 Ｓａｌｔ
磷酸二氢钙 Ｃａ( Ｈ２ ＰＯ ４ ) ２
预混料 ② Ｐｒｅｍｉｘ

Ｇ１

Ｇ２

５.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５.００
—
１.５９
１.５１
１５.００
２１.７０
０.４０
１.８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５０
１.５９
１.５１
１５.００
２１.７０
０.４０
１.８０
１.００

试验分组

①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Ｇ３
Ｇ４

５.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５９
１.５１
１５.００
２１.７０
０.４０
１.８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２.５０
５.００
１.５９
１.５１
１５.００
２１.７０
０.４０
１.８０
１.００

％
Ｇ５
５.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９
１.５１
１５.００
２１.７０
０.４０
１.８０
１.００

１５６

南

京

农

续表 １
组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２

业

大

学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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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Ｇ１

Ｇ２

试验分组 ①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Ｇ３
Ｇ４

Ｇ５
养分组成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水分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１２.５８
１２.５３
１３.０６
１５.００
１３.６８
粗蛋白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３０.０３
３０.０５
２９.８８
３０.２９
２９.９８
粗脂肪 Ｃｒｕｄｅ ｌｉｐｉｄ
５.３９
４.６９
５.８１
５.２６
４.４３
灰分 Ｃｒｕｄｅ ａｓｈ
６.８１
６.８２
６.７３
６.６２
６.６２
１８.２７
１７.６２
１７.２８
１７.３１
１７.２８
总能 ③ Ｇｒｏｓｓ ｅｎｅｒｇｙ
注:①Ｇ１:基础饲料 Ｂａｓａｌ ｆｅｅｄꎻＧ２:基础饲料添加 ２.５％发酵饲料 Ａｄｄ ２.５％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ｆｅ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ａｌ ｆｅｅｄꎻＧ３:基础饲料添加 ５％
发酵饲料 Ａｄｄ ５％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ｆｅ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ａｌ ｆｅｅｄꎻＧ４:基础饲料中菜粕用 ５％的发酵饲料等蛋白替代 Ｕｓｅ ５％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ｆｅｅｄ
ｔｏ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ｍｅ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ａｌ ｆｅｅｄ ａｎｄ ｋｅｅｐ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ꎻＧ５:基础饲料中菜粕用 １０％的发酵饲料等蛋白替代
Ｕｓｅ １０％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ｆｅｅｄ ｔｏ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ｒａｐｅｓｅｅｄ ｍｅ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ａｌ ｆｅｅｄ ａｎｄ ｂｕｔ ｋｅｅｐ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下 同ꎮ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②每千克预混料包含如下成分:ＣｕＳＯ ４５Ｈ２ Ｏ ２.０ ｇꎻＦｅＳＯ ４７Ｈ２ Ｏ ２５ ｇꎻＺｎＳＯ ４７Ｈ２ Ｏ ２２ ｇꎻＭｎＳＯ ４４Ｈ２ Ｏ ７ ｇꎻＮａ ２ ＳｅＯ ３ ０.０４ ｇꎻＫＩ ０.０２６
ｇꎻＣｏＣｌ ２６Ｈ２ Ｏ ０.１ ｇꎻ维生素 Ａ ９００ ０００ ＩＵꎻ维生素 Ｄ ２００ ０００ ＩＵꎻ维生素 Ｅ ４ ５００ ｍｇꎻ维生素 Ｋ ３ ２２０ ｍｇꎻ维生素 Ｂ １ ３２０ ｍｇꎻ维生素
Ｂ ２ １ ０９０ ｍｇꎻ维生素 Ｂ ５ ２ ０００ ｍｇꎻ维生素 Ｂ ６ ５００ ｍｇꎻ维生素 Ｂ １２ １.６ ｍｇꎻ维生素 Ｃ ５ ０００ ｍｇꎻ泛酸 １ ０００ ｍｇꎻ叶酸 １６５ ｍｇꎻ胆碱 ６０ ０００
ｍｇꎮ Ｐｒｅｍｉｘ ｐｅｒ ｋｉｌｏｇｒａｍ ｓｕ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ｍｉｎｓ:ＣｕＳＯ ４５Ｈ２ Ｏ ２. ０ ｇꎻ ＦｅＳＯ ４７Ｈ２ Ｏ ２５ ｇꎻＺｎＳＯ ４７Ｈ２ Ｏ ２２ ｇꎻ
ＭｎＳＯ ４４Ｈ２ Ｏ ７ ｇꎻＮａ ２ ＳｅＯ ３ ０.０４ ｇꎻＫＩ ０.０２６ ｇꎻＣｏＣｌ ２６Ｈ２ Ｏ ０.１ ｇꎻｖｉｔａｍｉｎ Ａ ９００ ０００ ＩＵꎻ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２００ ０００ ＩＵꎻ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 ４ ５００ ｍｇꎻ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Ｋ ３ ２２０ ｍｇꎻ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１ ３２０ ｍｇꎻ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２ １ ０９０ ｍｇꎻ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５ ２ ０００ ｍｇꎻ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６ ５００ ｍｇꎻ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１２ １.６ ｍｇꎻｖｉｔａｍｉｎ Ｃ ５ ０００
ｍｇꎻｐａｎｔｏｔｈ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１ ０００ ｍｇꎻ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１６５ ｍｇꎻｃｈｏｌｉｎｅ ６０ ０００ ｍｇ.
③总能单位是 ＭＪｋｇ －１ ꎮ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ｏｆ ｇｒｏｓ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ｓ ＭＪｋｇ －１ .

试验鱼与养殖管理

养殖试验在南京农业大学浦口试验基地的户外网箱内进行ꎬ试验所用鲤鱼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
水渔业研究中心提供ꎮ 正式试验开始前ꎬ将鲤鱼暂养于网箱中ꎬ期间投喂商品饲料使其适应试验环境ꎮ 驯
化 １ 周后ꎬ将 ３００ 尾体格健壮、规格整齐、初始体质量为(２５.２３±０.０６) ｇ 的鲤鱼随机分成 ５ 组ꎬ每组 ４ 个重
复ꎬ每个重复 １５ 尾鱼ꎬ置于一个网箱中ꎮ 养殖试验的 ２０ 个网箱( 规格为 １.０ ｍ × １.０ ｍ × １.５ ｍ) 在同一池塘
中进行ꎬ养殖期为 １０ 周ꎮ 每组饲喂 １ 种饲料ꎬ每日定时饱食投喂 ３ 次(０７:００、１１:３０ 和 １６:００) ꎬ每日观察
并记录鱼摄食及死亡情况ꎮ 试验期间水温 ２５ ~ ３５ ℃ ꎬｐＨ 值为 ７.０ ~ ７.５ꎬ溶解氧含量大于 ５.０ ｍｇＬ －１ ꎬ氨氮
含量小于 ０.０１ ｍｇＬ －１ ꎮ

１.３

样品采集与分析测定

养殖试验结束后将鱼饥饿 ２４ ｈꎬ以排空其肠道内容物ꎬ然后ꎬ从每个网箱随机选取 ４ 尾
鱼ꎬ用 １００ ｍｇＬ 间氨基苯甲酸乙酯甲磺酸盐( ＭＳ － ２２２ꎬ美国 Ｓｉｇｍａ 公司) 进行麻醉处理ꎮ 将鱼置于冰袋

１.３.１

样品采集

－１

上ꎬ用经肝素钠抗凝处理的医用注射器从尾静脉采血ꎬ血样置于 ２ ｍＬ 的抗凝管中ꎬ于 ４ ℃ 、３ ０００ ｒｍｉｎ －１
离心 １０ ｍｉｎꎮ 将血浆样品置于 － ４０ ℃ 冰箱中保存ꎬ用于血浆生化指标的测定ꎮ 然后ꎬ将鱼迅速解剖ꎬ逐级
分离出肝脏、腹脂和肠道并称质量ꎮ 将上述样品用 ４ ℃ 预冷后的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后用滤纸吸干表面水
分ꎬ并快速置于 － ４０ ℃ 冰箱中冷冻保存ꎬ用于后续测定工作ꎮ 内脏采集完毕后ꎬ用手术刀剥开背部皮肤ꎬ切
取 ２ 块肌肉放入密封袋中ꎬ快速置于 － ４０ ℃ 冰箱中冷冻保存ꎬ用于肌肉品质的测定ꎮ 此外ꎬ每组保留 ２ 尾
全鱼ꎬ置于 － ４０ ℃ 冰箱中冷冻保存ꎬ用于体组成的测定ꎮ

１.３.２

饲料和鱼体组成含量测定

将饲料和鱼体称质量后置于培养皿中ꎬ在 １０５ ℃ 的烘箱中烘至恒质量

后计算得到水分含量ꎻ粗蛋白( Ｎ × ６.２５) 含量采用全自动凯氏定氮仪( ＦＯＳＳ ＫＴ２６０ꎬ瑞士 ＦＯＳＳ 公司) 测定ꎻ
粗脂肪含量采用索氏抽提仪测定ꎻ粗灰分采用高温灼烧法测定ꎻ总能采用氧弹测热仪( Ｐａｒｒ １２８１ꎬ美国
ＰＡＲＲ 公司) 测定ꎮ

１.３.３

肉品质指标测定

肌肉系水力参照陈代文等 [７] 的方法进行测定并作适当修改ꎮ 取 ５ ｇ 左右的新鲜

背部肌肉ꎬ４ ℃ 悬挂贮存一段时间后 ( 保鲜肉) ꎬ 称质量ꎬ 求出滴水损失ꎮ 滴水损失的多少反映系水力
( ｗａｔｅｒ￣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大小ꎮ

滴水损失、蒸煮损失和含肉率等肉品质相关指标 [８－９] 的计算公式如下:
滴水损失 ＝ ( 贮存前肉质量 －贮存后肉质量) / 贮存前肉质量 × １００％ꎬ

蒸煮损失 ＝ ( 蒸煮前肌肉质量 －蒸煮后肌肉质量) / 蒸煮前肌肉质量 × １００％ꎬ
含肉率 ＝ ( 鱼体肉质部分质量 / 鱼体质量) × １００％ꎮ

每个网箱随机选取 ４ 条鱼ꎬ剥去背肌部分皮肤ꎬ用美能达色度计( ＣＲ － １０ꎬＭｉｎｏｌｔａꎬ日本) 测定肌肉肉色

相关指标ꎮ

肌肉质构分析:在采样后 ２４ ｈ 内ꎬ每组选 ４ 尾鱼ꎬ各取 １ ｃｍ ３ 背部肌肉ꎬ使用质构仪( ＴＡ. ＸＴ Ｐｌｕ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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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小群ꎬ等:发酵饲料对鲤鱼幼鱼生长性能、消化酶活性、肌肉品质和免疫机能的影响

Ｓｔａｂｌｅ Ｍｉｃｒ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英格兰) 与直径为 ５０ ｍｍ 的铝制压缩板进行测定ꎮ 用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 软件( Ｓｔａｂｌｅ Ｍｉｃｒ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６.０) 记录测定数据ꎮ 考察参数主要包括硬度、黏附性、内聚性、咀嚼性以及弹性等ꎬ参照
Ｈｉｘｓｏｎ 等 [１０] 的方法进行处理ꎮ

１.３.４

血浆生理生化指标测定

血液生化指标中的总蛋白和白蛋白含量均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

所的试剂盒检测ꎮ 其中ꎬ总蛋白含量采用考马斯亮蓝法测定ꎬ白蛋白含量采用溴甲酚绿比色法测定ꎮ 补体
Ｃ３ 与 Ｃ４ 含量和免疫球蛋白 Ｍ( ＩｇＭ) 含量用 ＥＬＩＳＡ 法测定 [１１] ꎮ 血浆髓质过氧化物酶( ＭＰＯ) 和溶菌酶活
性参照 Ｚｈａｎｇ 等 [１２] 的方法测定ꎮ 皮质醇含量参照陈群等 [１３] 的方法测定ꎮ

１.３.５

肝脏抗氧化性能测定

准确称取适量肝脏组织ꎬ在冰浴条件下ꎬ按照组织与生理盐水质量体积比

为 １ ∶９ 的比例混合后进行匀浆ꎬ制成 １０％( 体积分数) 的匀浆液ꎬ然后于 ４ ℃ 、３ ０００ ｒｍｉｎ －１ 离心 １０ ｍｉｎꎮ
取上清液用于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 、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 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ＧＳＨ￣Ｐｘ) 活性以及丙二
醛( ＭＤＡ) 含量和总抗氧化能力( Ｔ￣ＡＯＣ) 的测定ꎮ 样品上清液中的蛋白质含量采用考马斯亮蓝比色法测
定 [１４] ꎮ 肝脏 ＳＯＤ、 ＣＡＴ 和 ＧＳＨ￣Ｐｘ 活性按照 Ｌｉ 等 [１５] 的方法测定ꎮ ＭＤＡ 含量采用硫代巴比 妥 酸 法 测
定 [１５] ꎮ Ｔ￣ＡＯＣ 参考鞠雪等 [１６] 的方法测定ꎮ

１.３.６

肠道消化酶活性测定

准确称取适量肠道样品ꎬ在冰浴条件下ꎬ按照组织与生理盐水质量体积比

为 １ ∶９ 的比例混合后进行匀浆ꎬ制成 １０％的匀浆液ꎬ然后于 ４ ℃ 、３ ０００ ｒｍｉｎ －１ 离心 １０ ｍｉｎꎮ 取上清液用于
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活性的测定ꎮ 蛋白酶活性采用福林 －酚法[１７] 测定ꎻ脂肪酶活性参照 Ｆｕｒｎｅ 等[１８] 的方
法测定ꎻ淀粉酶活性采用碘－淀粉比色法[１８] 测定ꎻ各管肠道匀浆样品中蛋白含量采用考马斯亮蓝法测定[１４] ꎮ

１.４

生长性能指标及其计算方法

鱼体生长性能相关指标:增重率( ＷＧ) 、特定生长率( ＳＧＲ) 、饲料系数( ＦＣＲ) 、蛋白效率比( ＰＥＲ) 、

氮 / 能量保留率( Ｎ / ＥＲＥ) 、肥满度( ＣＦ) 、肝体比( ＨＳＩ) 、脏体比( ＶＣＩ) 、腹脂率( ＩＰＦ) 的计算公式 [１９] 如下:
ＷＧ ＝ ( Ｗ ｔ － Ｗ ０ ) / Ｗ ０ × １００％ꎻ ＳＧＲ ＝ ( ｌｎＷ ｔ － ｌｎＷ ０ ) / Ｔ × １００％ꎻ ＦＣＲ ＝ Ｆ / ( Ｗ ｔ － Ｗ ０ ) ꎻ ＰＥＲ ＝ ( Ｗ ｔ － Ｗ ０ ) /

( Ｆ ×ＣＰ) ꎻＮ / ＥＲＥ ＝ [ ( Ｗ ｔ ×Ｃ ｔ ) － ( Ｗ ０ × Ｃ ０ ) ] / ( Ｆ × Ｃ) × １００％ꎻＣＦ ＝ Ｗ ｔ / Ｌ ３ × １００％ꎻＨＳＩ ＝ Ｗ 肝 / Ｗ ｔ × １００％ꎻＶＣＩ ＝
Ｗ 内脏 / Ｗ ｔ × １００％ꎻＩＰＦ ＝ Ｗ 腹脂 / Ｗ ｔ × １００％ꎮ

以上公式中:Ｗ ０ 为鱼的初始体质量( ｇ) ꎻＷ ｔ 为试验结束时鱼的终末体质量( ｇ) ꎻＬ 为试验结束时鱼的

体长( ｃｍ) ꎻＴ 为养殖时间( ｄ) ꎻＦ 为摄食量( ｇ) ꎻＣＰ 为试验饲料中的蛋白质含量( ％) ꎻＣ 为试验饲料中的养
分含量( ％) ꎻＣ ０ 为鱼体初始养分含量( ％) ꎻＣ ｔ 为养殖结束后鱼体的养分含量( ％) ꎻＷ 肝 、Ｗ 内脏 和 Ｗ 腹脂 分别
表示肝脏、内脏和腹脂质量ꎮ

１.５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单因素方 差 分 析 (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ꎬ 数 据 差 异 显 著 时ꎬ 采 用
 表示ꎮ
Ｄｕｎｃａｎ′ｓ检验法进行多重比较ꎬ差异水平定为 ０.０５ꎮ 试验结果均保留 ２ 位小数ꎬ并以 ｘ±ＳＥ

２

２.１

结果与分析
发酵饲料对鲤鱼生长性能的影响

由表 ２ 可知:各组饲料对鲤鱼的终末体质量、增重率、特定生长率、摄食量、蛋白效率比、氮保留率、能

量保留率、肥满度、肝体比、脏体比和腹脂率均无显著影响( Ｐ>０.０５) ꎬ但显著影响饲料系数( Ｐ<０.０５) ꎮ 与
Ｇ１ 组相比ꎬＧ３、Ｇ４、Ｇ５ 组的饲料系数显著降低ꎬＧ２ 组无显著变化ꎬ而 Ｇ３、Ｇ４、Ｇ５ 组间的饲料系数差异不
显著( Ｐ>０.０５) ꎮ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初始体质量 / ｇ
终末体质量 / 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ｅ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ａｒｐ

指标 Ｉｔｅｍ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Ｆｉｎ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增重率 / ％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特定生长率 / ( ％ｄ －１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摄食量 / ｇ Ｆｅｅｄ ｉｎｔａｋｅ
饲料系数 Ｆｅｅ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不同饲料对鲤鱼生长性能的影响

Ｇ１

２５.３０±０.２０

Ｇ２

试验分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２５.４３±０.２３

Ｇ３

２５.２３±０.１３

Ｇ４

２５.３５±０.１６

１９３.１３±８.８３

２００.３０±５.４９

１９６.６０±３.８３

１９８.１５±７.５４

３.６３±０.０９

３.６９±０.０６

３.６７±０.０４

３.６７±０.０６

６６４.１５±４０.２１
２１０.０６±１０.７４
１.２５±０.０９ ｂ

６８８.７３±２３.９２
２００.５１±２.１６

１.１４±０.０３ ａｂ

６７９.２０±１７.０７
１９８.１０±４.４３

１.１３±０.０１ ａ

６８１.５４±２７.９０
１９４.６０±７.１０

１.１０±０.０２ ａ

Ｇ５

２４.９０±０.１６

１９３.４５±４.５０

６７７.０４±１９.６０
３.６６±０.０４

１９７.６９±３.５７

１.１２±０.０２ ａ

１５８

南

京

农

续表 ２
指标 Ｉｔｅｍｓ

Ｇ１

蛋白效率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ａｔｉｏ

２.７９±０.１９

氮保留率 / ％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能量保留率 / ％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肝体比 / ％ Ｈｅｐａｔｏｓｏｍａｔｉｃ ｉｎｄｅｘ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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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Ｇ２

试验分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Ｇ３

２.８３±０.０７

２.９０±０.０１

Ｇ４

２.９３±０.０５

Ｇ５

２.８４±０.０５

４７.２１±０.８２

４６.０４±０.９２

２.４５±０.０６

２.４９±０.０４

２.４８±０.０５

２.４９±０.０６

２.５０±０.０４

０.７１±０.１２

２７.４４±１.１７

２８.２９±０.７８

１.１２±０.１６

３０.０４±０.６１

１.３２±０.１１

９.１６±０.３１

１.３５±０.２４

９.１０±０.３９

０.６９±０.２１

８.９１±０.２３

０.６３±０.１２

０.６０±０.０７

２９.０２±０.９７
１.４１±０.０７
８.７１±０.４７
０.５２±０.１２

注:同行数据肩标不同字母表示处理组间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ꎬ下同ꎮ
Ｎｏｔｅ:Ｍｅ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发酵饲料对鲤鱼体组成的影响

由表 ３ 可知:各组饲料对鲤鱼的水分、蛋白质、灰分、脂肪含量和能量水平均无显著影响( Ｐ>０.０５) ꎮ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不同饲料对鲤鱼体组成和能量水平( 以鲜样计) 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ｅ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ｂｏｄ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ｅｖｅｌ( ｗｅ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ｒｐ

指标 Ｉｔｅｍｓ

２.３

学

４６.３８±０.２３

８.５６±０.２４

腹脂率 / ％ Ｉｎｔｒａ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 ｆａｔ

学

４５.３６±１.３９

１.２０±０.２４

脏体比 / ％ Ｖｉｓｃｅｒａ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大

４５.４９±３.１３
２６.８９±２.９８

肥满度 / ％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业

Ｇ１
７４.４３±０.８１
１６.０６±０.０８
５.６７±０.０６
２.７１±０.０７
６.１８±０.２９

水分含量 / ％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蛋白含量 / ％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脂肪含量 / ％ Ｌｉｐ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灰分含量 / ％ Ａｓ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能量水平 / ( ＭＪｋｇ －１ )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ｅｖｅｌ

发酵饲料对鲤鱼肠道消化酶活性的影响

Ｇ２
７５.０２±０.６９
１５.７９±０.２１
５.００±０.３０
２.６９±０.０９
５.７２±０.１８

试验分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Ｇ３
７５.１６±０.４４
１５.８１±０.０６
４.９２±０.３９
２.６２±０.０６
５.８１±０.１４

Ｇ４
７４.３９±０.３６
１５.８９±０.２２
５.７４±０.１８
２.７８±０.０６
６.００±０.１５

Ｇ５
７４.０９±０.８０
１５.９６±０.１４
５.４５±０.５６
２.７７±０.１０
６.０２±０.１９

由表 ４ 可知:各组饲料对鲤鱼的肠道蛋白酶活性无显著影响ꎮ Ｇ４ 组的脂肪酶活性最高ꎬ并显著高于

Ｇ１、Ｇ２ 和 Ｇ５ 组( Ｐ<０.０５) ꎮ Ｇ１ 组的淀粉酶活性最高ꎬ并显著高于 Ｇ３ 和 Ｇ５ 组( Ｐ<０.０５) ꎮ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ｅ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ｅｎｚｙｍｅ ｏｆ ｃａｒｐ

指标 Ｉｔｅｍｓ

蛋白酶活性 / ( Ｕｍｇ －１ ) Ｐｒｏｔｅ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脂肪酶活性 / ( Ｕｇ －１ ) Ｌｉｐ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淀粉酶活性 / ( Ｕｍｇ －１ ) Ａｍｙｌ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２.４

不同饲料对鲤鱼肠道消化酶活性的影响

Ｇ１
８６.２７±８.３９
２０.８７±３.１１ ａ
０.１８±０.０１ ｃ

发酵饲料对鲤鱼肌肉品质的影响

试验分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Ｇ２
７２.９９±８.８５
２０.３３±５.７５ ａ
０.１６±０.０１ ｂｃ

Ｇ３
７５.０７±６.６０
４７.５１±７.８３ ｂｃ
０.１４±０.０１ ａｂ

Ｇ４
８５.５６±０.０３
５４.２３±１.４４ ｃ
０.１８±０.０２ ｃ

Ｇ５
８６.９８±４.８９
３６.２５±３.５０ ｂ
０.１１±０.０１ ａ

各组饲料对鲤鱼的系水力、蒸煮损失、含肉率、硬度、弹性、咀嚼性、内聚性、黏附性以及肉色 ａ ∗ 、ｂ ∗ 、Ｌ ∗ 值

均无显著影响( Ｐ>０.０５) ( 表 ５) ꎮ

Ｔａｂｌｅ ５
指标 Ｉｔｅｍｓ

２.５

系水力 / ％ Ｗａｔｅｒ￣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蒸煮损失 / ％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ｌｏｓｓ
含肉率 / ％ Ｍｅａ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硬度 / ｇ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弹性 / ｍｍ Ｓｐｒｉｎｇｉｎｅｓｓ
咀嚼性 Ｃｈｅｗｉｎｅｓｓ
内聚性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黏附性 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Ｌ ∗ 值 Ｌ ∗ ｖａｌｕｅ
ａ ∗ 值 ａ ∗ ｖａｌｕｅ
ｂ ∗ 值 ｂ ∗ ｖａｌｕｅ

表５

不同饲料对鲤鱼肌肉品质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ｅ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ｌｌｅ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ｒｐ
Ｇ１
６.６１±０.５３
２２.０５±１.１８
６０.８１±３.１７
７２４.６０±２４.９５
０.４６±０.０２
１０７.７８±７.５５
０.３２±０.０２
－２１.０９±０.４４
４４.９０±０.７７
３.７８±０.３７
５.１２±０.７２

发酵饲料对鲤鱼非特异性免疫机能的影响

试验分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Ｇ２
７.３１±０.５５
２２.１９±０.４３
６０.７６±３.１４
７７０.９８±１０２.０４
０.４３±０.０３
９９.４９±１６.３５
０.３１±０.０２
－１８.６２±３.６５
４２.５７±１.０６
４.６９±１.１９
４.４５±０.３７

Ｇ３
６.６７±０.５２
２０.４３±０.３９
６１.４２±１.４４
８３８.２２±５４.７５
０.４３±０.０１
１０５.６５±８.８０
０.３０±０.０１
－２１.３１±４.４５
４３.８９±１.２８
４.１６±０.４１
４.３２±０.３４

Ｇ４
７.４６±０.６０
２０.５８±１.５９
５６.１８±０.５０
６９５.４０±５８.５５
０.４５±０.０２
９３.５１±７.００
０.３１±０.０２
－２１.８８±２.６２
４６.０６±１.６６
３.７１±０.２５
４.６９±０.４０

Ｇ５
６.１３±１.１８
２０.１４±１.０９
５８.５６±１.８６
７０４.９５±３４.４５
０.４５±０.０２
９６.８０±６.６１
０.３１±０.０１
－２１.２１±１.３６
４４.７０±０.６３
４.２４±０.８８
４.９９±０.７１

各组饲料对鲤鱼的血浆血糖水平、溶菌酶活性以及总蛋白、球蛋白和补体 Ｃ４ 含量均无显著影响( Ｐ>

０.０５) ꎮ 各组 ＩｇＭ 含量均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ꎮ 对照组的血浆皮质醇水平和补体 Ｃ３ 含量均与 Ｇ２ 组之间

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ꎬ但却显著低于其他各组( Ｐ<０.０５) ꎮ Ｇ１、Ｇ２ 和 Ｇ３ 组间的血浆髓质过氧化物酶活性
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 ꎬ但均显著高于 Ｇ４、Ｇ５ 组( Ｐ<０.０５) ( 表 ６)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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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Ｔａｂｌｅ ６

不同饲料对鲤鱼非特异性免疫机能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ｅ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ｐ

指标 Ｉｔｅｍｓ

血糖水平 / ( ｍｍｏｌＬ －１ )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ｌｅｖｅｌ

血浆皮质醇水平 / ( ｎｇｍＬ －１ ) Ｃｏｒｔｉｓｏｌ ｌｅｖｅｌ
溶菌酶活性 / ( μｇｍＬ ) Ｌｙｓｏｚｙｍｅ
－１

总蛋白含量 / ( ｇＬ －１ )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Ｇ１

７.５９±１.０９

１４４.５９±８.７２ ａ
１１.２１±１.３３
２４.１４±１.００
２２.２３±０.９３

球蛋白含量 / ( ｇＬ －１ ) 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髓质过氧化物酶活性 / ( ＵＬ －１ )
Ｍｙｅｌｏ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３７.０６±０.８６ ｃ

ＩｇＭ 含量 / ( ｍｇｍＬ －１ )
Ｉｇ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４９±０.１０ ａｂ

补体 Ｃ３ 含量 / ( μｇｍＬ －１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Ｃ３ ｃｏｎｔｅｎｔ
补体 Ｃ４ 含量 / ( μｇｍＬ －１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Ｃ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６

１５９

钟小群ꎬ等:发酵饲料对鲤鱼幼鱼生长性能、消化酶活性、肌肉品质和免疫机能的影响

Ｇ２

试验分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Ｇ３

８.４０±１.５４

１５６.４２±１７.５４ ａｂ
１２.６５±３.３２
２６.６２±２.５５
２５.２２±２.７４

３４.９１±０.８１ ｃ

６.８５±０.８９

Ｇ４

９.９２±１.１３

Ｇ５

６.２８±０.７０

２１３.０８±２６.３６ ｃ
１４.７７±１.４４

２４０.１６±２.２３ ｃ
１４.８８±１.６８

２０１.０５±４.８７ ｂ
１４.３４±３.６０

２１.６９±１.８４

２３.９２±１.８４

２６.５２±１.２５

２３.８３±２.０３

３５.３２±１.０５ ｃ

２５.８０±１.４８

２４.２５±０.１３ ａ

２８.３９±１.２６

２８.７６±１.０４ ｂ

１.３２±０.０９ ａ

１.３９±０.０５ ａｂ

１.５９±０.１３ ａｂ

１.６４±０.０５ ｂ

２５５.０９±５.６８ ａ

２４３.３４±２.４４ ａ

３０３.８１±１０.４７ ｂ

２９６.６２±７.５７ ｂ

３０１.２６±５.８５ ｂ

２３８.８１±１３.２８

２３２.９３±１１.９６

２３２.７５±１３.４５

２５７.４５±３.３４

２５２.７５±１０.７７

发酵饲料对鲤鱼肝脏抗氧化性能的影响

由表 ７ 可知:各组饲料对鲤鱼肝脏的 ＣＡＴ、Ｔ￣ＡＯＣ、ＳＯＤ 和 ＧＳＨ￣ＰＸ 活性以及 ＭＤＡ 含量均无显著影响

( Ｐ>０.０５) ꎮ

表７
Ｔａｂｌｅ ７

不同饲料对鲤鱼肝脏抗氧化性能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ｅ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ｐ

指标 Ｉｔｅｍｓ

Ｇ１

Ｇ２

试验分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Ｇ３

Ｇ４

Ｇ５

过氧化氢酶活性 / ( Ｕｍｇ －１ ) ＣＡ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４７.６８±３.６９

５０.５４±４.５０

４８.７３±０.９０

５１.７４±２.６２

５３.０４±４.４９

丙二醛含量 / ( ｎｍｏｌｍｇ －１ ) ＭＤ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３２±０.２１

４.０８±０.０２

４.１０±０.０４

４.３５±０.０８

４.０１±０.３２

总抗氧化能力 / ( Ｕｍｇ －１ ) Ｔ￣ＡＯＣ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 / ( Ｕｍｇ －１ )
Ｓ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 / ( Ｕｍｇ －１ )
ＧＳＨ￣ＰＸ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３

３.８７±０.６７

４.１２±１.１０

７.３１±１.２７

３.７３±０.３５

６.１１±２.６８

３７７.６７±２２.７８

３９７.７２±２２.６７

３５０.７４±９.０１

３７８.６６±１６.７５

３７１.３３±４５.８１

１８４.９４±６.０４

１７６.４６±２.３０

１７５.０７±２.５２

１８４.５４±１１.３６

２０３.１９±２４.７３

讨论
为了贴近实际生产并更真实地反映发酵饲料的使用效果ꎬ本试验在配置饲料时采用了 ２ 种方法ꎬ即直

接添加和等蛋白替代ꎮ 直接将发酵饲料添加至基础饲料中的依据在于ꎬ在生产实践中绝大多数企业的饲
料配方较为固定ꎬ调整其饲料配方具有较大的难度ꎬ并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饲料生产成本ꎮ 因此ꎬ考虑将
发酵饲料作为一种微量的原料直接添加ꎬ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ꎮ 将发酵饲料等蛋白替代基础饲料中的菜
粕的依据在于ꎬ发酵饲料的粗蛋白水平为 １８％、水分为 ４２％ꎬ烘干后其蛋白水平与菜粕最为接近ꎬ用它替
代菜粕ꎬ不仅能够满足与对照组等氮的需要ꎬ且对饲料配方的改动较小ꎮ
３.１

发酵饲料对鲤鱼生长性能和肌肉品质的影响

本试验中ꎬ发酵饲料等蛋白替代 ５％ 菜粕组显著降低了鲤鱼的饲料系数ꎬ且这组的摄食量比其他组

低ꎮ 这表明ꎬ这组鲤鱼的饲料利用率较高ꎬ增长单位体质量消耗的饲料量最少ꎮ 使用这种饲料将显著降低
养殖成本ꎮ 究其原因ꎬ一方面可能是经过微生物发酵后ꎬ饲料中植物蛋白源中的抗营养因子含量显著降低
或者被消除ꎻ同时ꎬ一部分大分子蛋白被降解成能够被水产动物直接消化吸收的小分子蛋白、小肽和氨基
酸ꎮ 经过上述过程ꎬ饲料的营养价值得以改善ꎬ进而提高了动物机体的利用率 [１９] ꎮ 另一方面ꎬ随着发酵饲
料添加或替代量的增加ꎬ饲料的酸度会发生变化ꎬ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饲料的适口性ꎬ进而抑制动物的
食欲ꎬ最终造成摄食量下降 [２０] ꎮ 此外ꎬ发酵饲料中的益生菌可以在动物机体肠道内生长繁衍ꎬ促进肠道内
维生素、蛋白质和氨基酸等营养成分的消化吸收 [２１] ꎬ提高了饲料利用率进而改善了机体的生长性能ꎮ 值
得注意的是ꎬ发酵饲料等蛋白替代 ５％菜粕组饲料的水分含量高于其他组ꎬ这也可能对结果造成一定影响ꎮ

系水力是最重要的肉品质指标之一ꎬ其大小经常用滴水损失来描述ꎬ滴水损失越多表示系水力越小ꎮ

滴水损失越低肉质越好 [２２] ꎮ 此外ꎬ含肉率的高低也是评价鱼类肌肉品质、经济性状和生产性能的重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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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之一 [２３] ꎮ 而肌肉的颜色 ( 肉色) 是肉品质优劣的外观表现ꎬ 是人们能够看到、 感觉到的最直观的印
象 [２４] ꎮ 质构能反映肉质的软硬程度和弹性ꎬ是肉品食用的主要指标 [２４] ꎮ 在本试验中ꎬ发酵饲料对肌肉的
系水力、蒸煮损失、含肉率、质构以及肉色均无显著影响ꎮ 究其原因ꎬ一方面可能是发酵饲料对各组鱼体肌
肉营养成分和蛋白质结构没有产生显著影响ꎬ从而未对肌肉品质造成影响 [２５] ꎻ另一方面ꎬ可能是发酵饲料
需要添加到一定量时才会对肌肉品质产生显著影响 [２６] ꎬ而本试验中发酵饲料的添加量较低ꎬ最高的只有

１０％ꎬ不足以造成显著影响ꎮ 这也表明ꎬ发酵饲料可以很好地被鲤鱼利用ꎬ而不会对其肌肉品质产生显著影响ꎮ
３.２

发酵饲料对鲤鱼消化酶活性的影响

研究表明ꎬ肠道是动物营养物质消化吸收的主要场所 [２７] ꎮ 鱼类( 尤其是无胃鱼类) 主要靠消化酶进
行化学性消化ꎬ因此肠道消化酶活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鱼类的消化能力 [２８] ꎮ 本试验中ꎬ肠道脂肪酶
活性和淀粉酶活性以等蛋白替代 ５％ 菜粕组为最高ꎬ等蛋白替代 １０％ 菜粕组的脂肪酶和淀粉酶活性均较
低ꎬ而各组间蛋白酶活性相差不大ꎮ 这表明ꎬ发酵饲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鲤鱼肠道消化酶活性ꎬ进而
改善其消化机能ꎬ但过量的发酵饲料会影响肠道的消化功能ꎮ 其原因可能是ꎬ饲料经发酵后产生的有机
酸、菌体活性蛋白、叶酸以及益生菌等物质能有效改善动物的消化道微生态环境ꎬ促进消化酶分泌 [２９] ꎬ且

益生菌在增殖过程中会分泌一定的酶类ꎬ对内源性酶进行一定补充 [３０] ꎬ从而提高机体的肠道消化酶活性ꎻ
也可能是ꎬ发酵饲料中抗营养因子的降低或消除ꎬ使原料营养成分迅速转化ꎬ进而提高动物机体的消化吸
收能力 [３１] ꎮ 但是ꎬ过量添加发酵饲料会引起肠道内酸度过高ꎬ导致消化酶活性下降ꎬ进而对肠道消化吸收
功能造成负面影响 [３２] ꎮ

３.３

发酵饲料对鲤鱼免疫机能及肝脏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本试验中ꎬ发酵饲料等蛋白替代 ５％ 菜粕组的皮质醇和补体 Ｃ３ 含量均高于对照组ꎬ而髓质过氧化物

酶的活力则显著低于对照组ꎮ 这可能是发酵饲料和益生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鲤鱼的非特异性免疫机

能ꎮ 这是因为ꎬ血液中血糖和皮质醇水平升高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动物机体出现了轻微的应激反应 [３３] ꎻ而
补体 Ｃ３ 含量提高ꎬ反映发酵饲料能刺激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反应ꎬ进而提高其免疫机能ꎻ此外ꎬＭＰＯ 活性
与中性粒细胞的功能和活力密切相关ꎬ其活力下降反映组织细胞的应激反应减弱ꎮ 究其原因ꎬ一方面可能
是发酵饲料中的小分子蛋白、肽类和游离氨基酸含量相对较高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机体的非特异性免
疫力 [３４] ꎻ另一方面可能是发酵饲料中的益生菌能够激发机体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来增强机体免疫
机能 [３５－３６] ꎮ

细胞在代谢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ꎬ当其过量时会导致机体氧化损伤ꎬ如细胞膜完整性受损和

ＤＮＡ 结构破坏等ꎮ 同时ꎬ动物机体内有一套防御系统ꎬ其由多种抗氧化酶和还原性物质构成ꎮ 其中ꎬＧＳＨ
－

能够与自由基结合ꎬＳＯＤ 可以将 Ｏ２ 转化为 Ｈ ２ Ｏ ２ ꎬ而 ＧＳＨ￣Ｐｘ 在 ＧＳＨ 的参与下ꎬ催化 Ｈ ２ Ｏ ２ 的分解ꎬ从而清

除自由基 [３７] ꎮ 本试验中ꎬ发酵饲料对鲤鱼肝脏中的 ＳＯＤ、ＣＡＴ、ＧＳＨ￣Ｐｘ、ＭＤＡ 和 Ｔ￣ＡＯＣ 等均无显著影响ꎮ
这表明ꎬ在饲料中添加发酵饲料和益生菌没有影响鲤鱼的抗氧化能力ꎮ 此试验结果与王一娟等 [３８] 和徐奕
晴等 [３９] 在中华绒螯蟹上的研究结果不一致ꎮ 究其原因ꎬ一方面可能是益生菌和发酵饲料对动物机体抗氧
化能力的调节作用存在种间特异性ꎬ且与蛋白源的替代水平及动物养殖周期的长短等因素密切相关ꎻ另一
方面可能是本试验中发酵饲料添加量相对较低ꎬ不足以影响机体的抗氧化功能ꎮ

本试验结果表明ꎬ发酵饲料等蛋白替代 ５％菜粕组的饲料系数较低、肠道消化酶活性较高且非特异性

免疫机能较强ꎬ而其蛋白效率比及氮保留率均与对照组相差不大ꎬ表明这组饲料不仅可以提高鱼体对饲料
的利用率ꎬ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鱼体的消化机能和免疫力ꎮ 在实际生产中ꎬ使用这组饲料来饲喂鲤
鱼ꎬ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饲料消耗量并改善鱼体抗病力ꎬ进而降低养殖成本并改善养殖效益ꎬ也不会影
响鲤鱼的肌肉品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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