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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棒石黏土对饲料颗粒质量及樱桃谷肉鸭生长性能、
屠宰性能、肌肉品质和抗氧化性能的影响
王雨雨ꎬ刘强ꎬ王保哲ꎬ范程瑞ꎬ黎佳颖ꎬ庄苏 ∗
(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 目的] 本试验旨在研究日粮中添加不同水平的凹凸棒石黏土( 凹土) 对饲料颗粒质量及樱桃谷肉鸭生长性能、屠宰
性能、肌肉品质和抗氧化性能的影响ꎮ [ 方法] 按照随机区组试验设计ꎬ将 ７２０ 只 １ 日龄的樱桃谷肉鸭随机分为 ４ 个处理

组ꎬ每组 ６ 个重复ꎬ每个重复 ３０ 只ꎮ 分别饲喂基础日粮( 对照组) 及添加 ５、１０ 和 ２０ ｇｋｇ －１ 凹土的试验日粮ꎮ 试验期 ４２ ｄꎬ

１ ~ １４ ｄ为前期ꎬ１５ ~ ４２ ｄ 为后期ꎮ 试验结束时ꎬ每重复随机抽取 １ 只公鸭屠宰ꎬ用于各项指标测定ꎮ [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ꎬ
添加 ３ 种不同水平凹土均显著提高肉鸭前期饲料颗粒硬度以及降低前期饲料的含粉率( Ｐ<０.０５) ꎬ添加 ２０ ｇｋｇ －１ 凹土使后
期饲料的颗粒硬度显著提高( Ｐ<０.０５) ꎬ但其他凹土添加水平对后期饲料的颗粒硬度及含粉率无显著影响( Ｐ>０.０５) ꎮ 与对
照组相比ꎬ添加 ３ 种不同水平的凹土对樱桃谷肉鸭的终末体质量、平均日采食量、平均日增重和料重比均无显著影响ꎮ 与
对照组相比ꎬ日粮中添加 １０ ｇｋｇ －１ 凹土显著提高胸肌率、腿肌率与瘦肉率ꎬ添加 ２０ ｇｋｇ －１ 凹土显著提高腿肌率与瘦肉率ꎬ但
对胸肌率没有影响( Ｐ>０.０５) ꎬ其中ꎬ就腿肌率而言ꎬ１０ ｇｋｇ －１ 凹土添加水平较 ２０ ｇｋｇ －１ 凹土添加水平提高显著ꎮ 与对照组
相比ꎬ添加 ３ 种水平凹土均显著降低胸肌的滴水损失ꎬ添加 ２０ ｇｋｇ －１ 凹土显著降低胸肌的蒸煮损失ꎬ添加 １０ ｇｋｇ －１ 凹土显
著降低胸肌的红度值( ａ ∗ ) 和腿肌的滴水损失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日粮中添加 １０ 和 ２０ ｇｋｇ －１ 凹土均显著提高胸肌的超氧化
物歧化酶( ＳＯＤ) 活性ꎬ添加 ５ ｇｋｇ －１ 凹土显著提高胸肌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ＧＳＨ￣Ｐｘ) 活性ꎻ添加 １０ ｇｋｇ －１ 凹土显著提高
腿肌 ＳＯＤ 活性ꎬ添加 ３ 种水平凹土均显著降低腿肌中丙二醛( ＭＤＡ) 含量ꎮ [ 结论] 在本试验条件下ꎬ基础日粮中添加凹土
能改善饲料颗粒质量ꎬ提高樱桃谷肉鸭的屠宰性能ꎬ改善肌肉品质ꎬ提高肌肉的抗氧化能力ꎬ对肉鸭的生长性能无显著不利
影响ꎬ其最佳添加水平为 １０ ｇｋｇ －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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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ｅｌｌｅ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ꎬ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ꎬ ｍｅ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ｅｒｒｙ Ｖａｌｌｅｙ ｄｕｃｋｓ.

[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ｂｌｏｃｋ ｄｅｓｉｇｎꎬ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７２０ ｏｎｅ￣ｄａｙ￣ｏｌｄ Ｃｈｅｒｒｙ Ｖａｌｌｅｙ ｄｕｃｋｓ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４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ｔｈ ６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ｏｆ ３０ ｄｕｃｋｓ ｐｅｒ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ꎬａｎｄ ｆｅｄ ａ ｂａｓａｌ ｄｉｅ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ꎬ５ꎬ１０
ａｎｄ ２０ ｇｋｇ －１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ａｓ ４２ ｄａｙｓꎬ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１ ｔｏ １４ ｄａｙ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５ ｔｏ ４２ ｄａｙｓ) .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ꎬ１ ｍａｌｅ ｄｕｃｋ ｐｅｒ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 ｗａｓ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ｎｄｅｘ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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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ｅｌｌｅ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ｔａｒｔ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２０ ｇｋｇ －１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ｐｅｌｌｅｔ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ｅｌｌｅ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ｇｒｏｗ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 ( Ｐ < ０. ０５) ꎬ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ｄ 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ｅｌｌｅｔ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ｅ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ｅｌｌｅ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ｇｒｏｗ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Ｐ>０.０５) .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ｌｅｖｅｌｓꎬｄｉｄ 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ꎬ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ｆｅｅｄ ｉｎｔａｋｅꎬ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ｆｅｅｄ ｉｎｔａｋｅ ｔｏ ｇａｉｎ ( Ｆ / Ｇ) ｏｆ ｄｕｃｋ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ｕｓｃｌｅꎬ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ｎ ｍｕｓｃｌ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ｈｅ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１０ ｇｋｇ －１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Ｐ< ０.０５) ꎬａｎｄ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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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２０ ｇｋｇ －１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ｎ ｍｕｓｃｌｅ ( Ｐ < ０. ０５) ꎬｂｕｔ ｈａｄ ｎ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ｕｓｃｌｅ( Ｐ>０.０５) . １０ ｇｋｇ －１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ｔｈａｎ ２０ ｇｋｇ －１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０.０５) .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ｔｈｒｅ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ｄｒｉｐ ｌｏｓｓ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ｕｓｃｌｅ( Ｐ < ０. ０５) .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２０ ｇｋｇ －１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ｌｏｓｓ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ｕｓｃｌｅ ( Ｐ < ０. ０５) .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ꎬｔｈｅ ｒｅｄｎｅｓｓ( ａ ∗ )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ｒｉｐ ｌｏｓｓ ｏｆ 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０.０５)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ｏｓａｇｅ ｗａｓ １０ ｇｋｇ －１ . １０ ａｎｄ ２０ ｇｋｇ －１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
( Ｓ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ｕｓｃｌｅ ( Ｐ < ０. ０５ ) ꎬ ａｎｄ ５ ｇｋｇ －１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 ＧＳＨ￣Ｐｘ)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ｕｓｃｌｅ( Ｐ < ０. ０５) .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１０ ｇｋｇ －１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ｌｏｎ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ＭＤ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０.０５) ｂｙ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ｆｅｅｄ ｐｅｌｌｅ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ｅｎｈａｎｃｅ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ꎬａｎｄ ｈａｄ ｎｏ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ｅｒｒｙ Ｖａｌｌｅｙ ｄｕｃｋ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ｓｋｉ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ｌｌｅｔ ｄｉｅｔｓ ｏｆ ｄｕｃｋｓ
ｗａｓ １０ ｇｋｇ －１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ꎻＣｈｅｒｒｙ Ｖａｌｌｅｙ ｄｕｃｋｓꎻ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ꎻｍｅ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ꎻ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凹凸棒石黏土( 简称凹土) 是一种具有层链状和纤维晶体结构的镁铝硅酸盐矿物质ꎬ广泛存在于自然
界ꎬ其表面具有活性—ＯＨ 基团 [１－２] ꎮ 凹土独特的链式分层晶体结构赋予其良好的吸附性、离子交换性、脱
色性、黏合性等理化特性 [３－４] ꎮ 凹土作为黏结剂、脱色剂等已广泛用于石油、化工、建材与造纸行业 [５] ꎮ 近
年来的研究发现凹土亦可作为营养物质增强剂、有害物质吸附剂等应用于饲料工业中 [４ꎬ６] ꎮ 研究表明肉
鸡饲料中添加凹土可提高饲料颗粒硬度ꎬ改善饲料颗粒质量 [２] ꎮ 断奶仔猪饲料中添加适量凹土可提高养
分利用效率及生产性能 [７] ꎮ 此外ꎬ凹土可吸附细菌、病毒及其产生的毒素 [８－１０] ꎬ以及消化道中生成的氨等
有害物质ꎬ保证动物消化道内良好的生理环境ꎬ从而提高动物的抗氧化和抗病能力ꎮ Ｃｈｅｎ 等 [１１] 研究表明
在生长期肉鸡日粮中添加适量凹土能显著降低血浆中二胺氧化酶活性ꎮ 凹土能改善肉鸡肌肉品质与肌肉
氧化还原状态 [１２] ꎮ 但是ꎬ目前有关凹土在肉鸭饲料中应用尤其是凹土对肉鸭肌肉品质及抗氧化性能影响
的研究尚未见报道ꎮ 为此ꎬ本试验在肉鸭饲料中添加不同水平的凹土ꎬ研究其对饲料颗粒质量ꎬ樱桃谷肉
鸭生长性能、屠宰性能、肌肉品质和抗氧化能力的影响ꎬ为凹土在肉鸭饲料中的合理应用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１.２

试验材料

试验所用凹土由江苏神力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ꎬ粉碎过 １８０ μｍ 筛ꎮ
试验设计与日粮组成

选取 １ 日龄平均体质量为(５０±１.２) ｇ 的樱桃谷肉鸭 ７２０ 只ꎬ按照随机区组试验设计随机分成 ４ 组ꎬ每

组 ６ 个重复ꎬ每个重复 ３０ 只鸭ꎬ分别饲喂基础日粮中添加 ０( 对照组) 、５、１０ 和 ２０ ｇｋｇ －１ 凹土的试验日粮ꎮ
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１ꎮ
Ｔａｂｌｅ １
组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表１

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风干基础)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ｅｔｓ( ａｉｒ￣ｄｒｙ ｂａｓｉｓ)
试验时间 / ｄ
Ｔｅｓｔ ｔｉｍｅ

１ ~ １４

１５ ~ ４２

玉米 Ｃｏｒｎ

５０.００

５２.００

次粉 Ｗｈｅａｔ ｍｉｄｄｌｉｎｇ

１１.００

８.００

原料组成 / ％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小麦 Ｗｈｅａｔ

棉粕 Ｃｏｔｔｏｎｓｅｅｄ ｍｅａｌ
豆粕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ｍｅａｌ

玉米蛋白粉 Ｃｏｒｎ ｇｌｕｔｅｎ ｍｅａｌ
肉骨粉 Ｍｅａｔ ａｎｄ ｂｏｒｎ ｍｅａｌ
米糠 Ｒｉｃｅ ｂｒａｎ
赖氨酸 Ｌｙｓｉｎｅ

蛋氨酸 Ｍｅｔｈｉｏｎｉｎｅ
石粉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３.００
５.００
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００
６.５０
０.１５
０.１５
１.４０

１０.００
６.００
５.００
７.００
３.００
５.１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１.２０

组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营养组成 / ％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代谢能 ２ / ( ＭＪｋｇ －１ )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ｚ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Ｅ)
粗蛋白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钙 Ｃａｌｃｉｕｍ

总磷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赖氨酸 Ｌｙｓｉｎｅ

蛋氨酸 Ｍｅｔｈｉｏｎｉｎｅ

试验时间 / ｄ
Ｔｅｓｔ ｔｉｍｅ

１ ~ １４

１５ ~ ４２

１２.１３

１２.３４

０.９５

１.００

１９.３８
０.６６

１.１０
０.４５

１７.１９
０.７０
０.７８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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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试验时间 / ｄ
Ｔｅｓｔ ｔｉｍｅ

组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磷酸氢钙 ＣａＨＰＯ ４

１ ~ １４

１５ ~ ４２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５０

食盐 ＮａＣｌ

组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００

试验时间 / ｄ
Ｔｅｓｔ ｔｉｍｅ

１ ~ １４

１５ ~ ４２

１.００
１.００
预混料 １ Ｐｒｅｍｉｘ
注:１) 预混料可为每千克日粮提供:维生素 Ａ １０ ０００ ＩＵꎬ维生素 Ｄ ２ ０００ ＩＵꎬ维生素 Ｅ ２０ ｍｇꎬ维生素 Ｋ ０.５ ｍｇꎬ烟酸 ６０ ｍｇꎬ泛酸钙 １１ ｍｇꎬ
吡哆醇 ２.５ ｍｇꎬ核黄素 ４.０ ｍｇꎬ生物素 ０.２ ｍｇꎬ叶酸 ０.６ ｍｇꎬ硫胺素 ３ ｍｇꎬ铜 ８ ｍｇꎬ铁 ８０ ｍｇꎬ锰 ８０ ｍｇꎬ锌 ６０ ｍｇꎬ硒 ０.２０ ｍｇꎻ２) 代谢能
为计算值ꎬ其余为实测值ꎮ
Ｎｏｔｅｓ:１)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ｘ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ｅｒ ｋｉｌｏｇｒａｍ ｄｉｅｔ:ｖｉｔａｍｉｎ Ａ １０ ０００ ＩＵꎬ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２ ０００ ＩＵꎬ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 ２０ ｍｇꎬｖｉｔａｍｉｎ Ｋ ０.５ ｍｇꎬｎｉｃｏ￣
ｔ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 ６０ ｍｇꎬｃａｌｃｉｕｍ ｐａ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ｅ １１ ｍｇꎬｐｙｒｉｄｏｘｉｎｅ ２.５ ｍｇꎬｒｉｂｏｆｌａｖｉｎ ４.０ ｍｇꎬｂｉｏｔｉｎ ０.２ ｍｇꎬ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０.６ ｍｇꎬｔｈｉａｍｉｎｅ ３ ｍｇꎬＣｕ ８
ｍｇꎬＦｅ ８０ ｍｇꎬＭｎ ８０ ｍｇꎬＺｎ ６０ ｍｇꎬＳｅ ０.２０ ｍｇꎻ２)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ｚ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ｗａ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ｅｎｅｒｇｙꎬｗｈｉｌ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１.３

饲养地点及管理

试验在徐州恒杰饲料厂樱桃谷肉鸭养殖场进行ꎬ整个试验期为 ４２ ｄꎬ分为前、后两期ꎬ前期为 １ ~ １４ ｄꎬ

后期为 １５ ~ ４２ ｄꎮ 试验鸭采用网上平养ꎬ按常规程序进行疫苗接种ꎬ饲喂颗粒饲料ꎬ自由采食和饮水ꎬ２４ ｈ
连续光照ꎬ每天记录各组试验鸭采食量与死亡数ꎮ

１.４

样品采集与指标测定

１.４.１

饲料颗粒质量

饲料颗粒硬度:从各组颗粒饲料样品中用四分法选取长度基本相同并且大于 ６ ｍｍ

( 以颗粒两头最凹处计算) 的饲料颗粒 ６０ 粒ꎬ每 ２０ 粒作为 １ 组中的 １ 个重复进行颗粒硬度测定ꎮ 将
ＧＷ － １谷物硬度计( 上海华岩仪器设备有限公司ꎬ测定压力范围:０ ~ ２００ Ｎ) 的压力指针调整至零点ꎬ用镊
子将饲料颗粒置于压杆下方载物台上ꎬ转动手轮ꎬ使压杆下降ꎬ速度中等、均匀ꎬ待颗粒破碎后读取压力计
数值( ｋｇ) ꎬ计算每重复的平均值ꎮ

含粉率:含粉率测定方法参照文献[１３] ꎬ每组称取样品 １００ ｇ( ｍ １ ) ꎬ置于验粉筛粉化仪( ＪＪＳＦ － ２ 型ꎬ上

海精密仪器厂) 内振动 １０ ｍｉｎꎬ其筛下物(２.０ ｍｍ 筛下物) 的质量( ｍ ２ ꎬｇ) 作为样品的含粉量ꎬ每组颗粒饲
料重复测定 ６ 次ꎬ含粉率( Ｑ) 按公式(１) 计算ꎮ
Ｑ ＝ ( ｍ ２ / ｍ １ ) × １００％

１.４.２

生长性能

(１)

在试验开始时ꎬ测定试验鸭初始体质量ꎮ 在试验 ４２ ｄ 结束时ꎬ对所有试验鸭禁食 １２ ｈ

后测定试验鸭活体质量ꎬ用于计算平均体质量、平均日采食量、平均日增重与料重比ꎮ

１.４.３

屠宰性能

试验结束后ꎬ从每个重复中随机选取与该重复平均体质量相近的公鸭 １ 只ꎬ每组共 ６

只ꎬ颈静脉放血后屠宰、去羽ꎬ按照文献[１４] 方法计算屠宰率、半净膛率、全净膛率、胸肌率、腿肌率、瘦肉
率和腹脂率ꎮ

采集屠宰鸭左侧胸肌、腿肌用于测定 ｐＨ 值、肌肉色泽ꎬ采集右侧胸肌、腿肌用于滴水损
失及蒸煮损失的测定ꎮ 余下样品贮存于 － ２０ ℃ 冰箱中待用ꎮ

１.４.４

肌肉品质

肌肉 ｐＨ 值:在室温下ꎬ利用数显 ｐＨ 计 ＨＩ９０２５( ＨＡＮＮＡ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ꎬＩｔａｌｙ) ꎬ分别在左侧胸肌、腿肌同

一部位测定宰后 ４５ ｍｉｎ、２４ ｈ 的 ｐＨ 值ꎬ测定时将电极完全包埋在肉样中ꎬ待数值稳定后读数ꎬ每个样本重
复测定 ３ 次ꎬ取平均值ꎮ

肌肉色泽:宰后 ４５ ｍｉｎꎬ在正常室内光线条件下用色差仪( Ｋｏｎｉｃａ Ｍｉｎｏｌｔａ ＳｅｎｓｉｎｇꎬＪａｐａｎ) 测定左侧胸

肌和腿肌的亮度值( Ｌ ∗ ) 、红度值( ａ ∗ ) 与黄度值( ｂ ∗ ) ꎻ分别从每个样品的上、中、下部位各取 １ 块肉样ꎬ取
出切取新鲜横切面ꎬ测定不同区域的肉色ꎬ最后求平均值ꎮ

滴水损失:屠宰后从胸肌、腿肌固定位置取下 １０ ｇ 左右的肉块ꎬ去除肉样表面的结缔组织和脂肪组

织ꎬ称其初始质量( ｍ １ ꎬｇ) 后放入塑料袋中沿肌纤维方向倒挂于 ４ ℃ 冰箱ꎬ放置 ２４ ｈ 后取出ꎬ用吸水纸擦拭
去其表面汁液后称量其末质量( ｍ ２ ꎬｇ) ꎮ 肉样滴水损失按公式(２) 计算 [１２] ꎬ单位为 ｇｋｇ －１ ꎮ
ｍ１ －ｍ２
滴水损失 ＝
ｍ１

(２)

蒸煮损失:取 １０ ｇ 左右的胸肌和腿肌称质量( ｍ １ ꎬｇ) 后置于自封袋内ꎬ排除自封袋内的空气ꎬ使肉样与

自封袋紧贴ꎮ 再将装有样品的自封袋放置在 ８０ ℃ 的水浴锅中蒸煮ꎬ当样品中心温度达到 ７５ ℃ 时ꎬ取出
肌肉ꎬ用吸水纸 擦 干 肉 样 表 面 水 分ꎬ 称 蒸 煮 后 质 量 ( ｍ ２ ꎬ ｇ) ꎮ 肉 样 烹 饪 损 失 按 公 式 ( ３) 计 算 [１２] ꎬ 单 位
为ｇｋｇ －１ ꎮ

５１４

南

京

农

业

大

蒸煮损失 ＝

１.４.５

肌肉抗氧化性能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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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１ －ｍ２

(３)

ｍ１

采集每只鸭相同部位的胸肌和腿肌( 去除脂肪和结缔组织) ０.５ ｇ 左右ꎬ剪碎后

放入试管中按质量( ｇ) 、体积( ｍＬ) 比为 １ ∶ ９ 的比例加入 ９ 倍体积生理盐水ꎬ在冰水浴条件下用匀浆机

( Ｔ １０ ｂａｓｉｃ ＵＬＴＲＡ￣ＴＵＲＲＡＸ) 进行匀浆ꎬ匀浆后在 ４ ℃ 以 ３ ０００ ｒｍｉｎ －１ 离心 １０ ｍｉｎꎬ取上清液用于测定超
氧化歧化酶( ＳＯＤ) 活性、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ＧＳＨ￣Ｐｘ) 活性及丙二醛( ＭＤＡ) 含量ꎮ ＳＯＤ 酶活性定义为
每毫克组织蛋白在反应液中的抑制率达 ５０％时所对应的量为一个酶活性单位( Ｕｍｇ －１ ) ꎮ ＧＳＨ￣Ｐｘ 酶活性
定义为每毫克组织蛋白每分钟扣除非酶反应的作用使反应体系中 ＧＳＨ 浓度降低 １ μｍｏｌＬ －１ 为一个酶活
性单位( Ｕｍｇ －１ ) ꎮ 组织中 ＳＯＤ 与 ＧＳＨ￣Ｐｘ 活性和 ＭＤＡ 含量测定所用试剂盒均购于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
究所ꎮ

１.５

数据统计分析


数据经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进行初步处理后ꎬ结果均以“ 平均数±标准误” ( ｘ±ＳＥ)
表示ꎮ 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进

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ꎬ用邓肯氏( Ｄｕｎｃａｎ’ｓ) 法进行多重比较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凹土对饲料颗粒质量的影响

由表 ２ 可知:与对照组相比ꎬ日粮中添加凹土显著提高前期饲料的颗粒硬度( Ｐ<０.０５) ꎬ并显著降低前

期饲料的含粉率ꎻ添加 ２０ ｇｋｇ －１ 凹土可显著提高后期饲料的颗粒硬度ꎬ但添加凹土对后期料的含粉率无
显著影响( Ｐ>０.０５) ꎮ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１ ~ １４ 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ｌｌｅｔ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ｅ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指标 Ｉｔｅｍｓ

颗粒硬度 / ｋｇ
颗粒硬度 / ｋｇ

２０

Ｐｅｌｌｅｔ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２.６６±０.１６ ａ

４.０２±０.２７ ｂ

５.０２±０.１４ ｃ

５.１６±０.０５ ｃ

Ｐｅｌｌｅｔ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２.０４±０.１３ ａ
１.９８±０.２４

１.９１±０.０８ ａ
１.６８±０.３１

２.０６±０.０７ ａ
１.３８±０.０６

２.３９±０.０２ ｂ
１.３２±０.１８

３.３４±０.４２

含粉率 / ％ Ｆｉｎｅ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２.２

凹土添加水平 / ( ｇｋｇ －１ ) Ａｄｄｅｄ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ｌｅｖｅｌｓ
５
１０

０

含粉率 / ％ Ｆｉｎｅ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５ ~ ４２ ｄ

凹土对饲料颗粒硬度及含粉率的影响

２.０６±０.３２

ｃ

１.３４±０.０９

ｂ

ａｂ

注:同行数据肩标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 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ｏｗ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０.８７±０.０５ ａ

凹土对樱桃谷肉鸭生长性能的影响

由表 ３ 可知:与对照组相比ꎬ日粮中添加凹土对樱桃谷肉鸭的终末体质量、平均日采食量、平均日增体

质量及料重比均无显著影响ꎮ 日粮中添加 ５ 与 １０ ｇｋｇ －１ 的凹土使樱桃谷肉鸭的终末体质量及平均日增
体质量升高ꎬ但无统计学的意义ꎮ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初始体质量 / ｇ
终末体质量 / ｇ

平均日采食量 / 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ｅｒｒｙ Ｖａｌｌｅｙ ｄｕｃｋｓ

指标 Ｉｔｅｍ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Ｆｉｎａｌ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ｆｅｅｄ ｉｎｔａｋｅ

平均日增体质量 / ( ｇｄ )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料重比 Ｆｅｅｄ / ｇａｉｎ

２.３

凹土对樱桃谷肉鸭生长性能的影响

－１

凹土对樱桃谷肉鸭屠宰性能的影响

０

４９.２２±０.４０

凹土添加水平 / ( ｇｋｇ －１ ) Ａｄｄｅｄ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ｌｅｖｅｌｓ
５
１０

２ ９５２.３６±１４.７９
１３５.９３±３.５５
６９.１２±０.３６
１.９６±０.０６

５１.５０±０.３６

２ ９６５.９０±３３.５６
１３５.２６±１.０６
６９.３９±０.８２
１.９５±０.０２

４８.６０±０.２３

２ ９７３.７２±７.９２
１３７.３０±２.６１
６９.６５±０.１９
１.９７±０.０３

２０

５０.６２±０.２２

２ ９１１.１７±１４.５２
１３４.９３±１.７８
６８.１１±０.３５
１.９８±０.０３

由表 ４ 可知:日粮中添加凹土并不影响肉鸭屠宰率、半净膛率、全净膛率( Ｐ>０.０５) ꎮ １０ ｇｋｇ －１ 凹土添

加组肉鸭的胸肌率、腿肌率以及瘦肉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与 ５ ｇｋｇ －１ 凹土添加组( Ｐ < ０.０５) ꎬ腿肌率高于

２０ ｇｋｇ －１ 凹土添加组ꎻ２０ ｇｋｇ －１ 凹土添加组肉鸭的腿肌率和瘦肉率显著高于对照组ꎬ瘦肉率高于 ５ ｇｋｇ －１

凹土添加组( Ｐ<０.０５) ꎻ而 ５ ｇｋｇ －１ 凹土添加组胸肌率、腿肌率、瘦肉率与对照组间无显著差异ꎮ 日粮中添
加凹土对肉鸭腹脂率无显著影响ꎮ

第 ３ 期 王雨雨ꎬ等:凹凸棒石黏土对饲料颗粒质量及樱桃谷肉鸭生长性能、屠宰性能、肌肉品质和抗氧化性能的影响 ５１５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凹土对樱桃谷肉鸭屠宰性能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ｏｎ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ｅｒｒｙ Ｖａｌｌｅｙ ｄｕｃｋｓ

指标 Ｉｔｅｍｓ

凹土添加水平 / ( ｇｋｇ －１ ) Ａｄｄｅｄ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ｌｅｖｅｌｓ

０

５

１０

２０

屠宰率 /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８９.０７±０.２４

８９.３１±０.２０

８９.４３±０.１８

８９.１０±０.３４

全净膛率 / ％ 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ｅｄ ｙｉｅｌ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７６.３８±０.１６

７６.４３±０.３５

７６.７２±０.５２

７６.３８±０.５０

半净膛率 / ％ Ｈａｌｆ￣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ｅｄ ｙｉｅｌ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８３.００±０.３８

胸肌率 / ％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ｕｓｃｌ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３.１０±０.３５ ａ

腿肌率 / ％ 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９.４１±０.１６

瘦肉率 / ％ Ｌｅａｎ ｍｕｓｃｌ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２２.５１±０.２９
１.７４±０.０６

腹脂率 / ％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ｆａ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２.４

８３.１０±０.３４
ａ
ａ

８３.１６±０.６０

１３.１６±０.３６ ａ
９.６２±０.０７

２２.７８±０.４０
１.６２±０.０４

８３.２１±０.２５

１４.４９±０.４３ ｂ
１０.４５±０.１６

ａｂ

２４.９３±０.３３
１.７３±０.１４

ａ

１４.１３±０.４８ ａｂ
９.８８±０.１６ ｂ

ｃ

２４.０１±０.３５ ｂ
１.５３±０.０５

ｂ

凹土对樱桃谷肉鸭肌肉品质的影响
由表 ５ 可知:与其他各组相比ꎬ日粮中添加 １０ ｇｋｇ －１ 凹土显著降低了胸肌的红度( ａ ∗ ) 值( Ｐ<０.０５) ꎻ

而各组间胸肌亮度( Ｌ ∗ ) 与黄度( ｂ ∗ ) 值的差异不显著ꎮ 日粮中添加凹土对胸肌 ｐＨ ４５ ｍｉｎ 和 ｐＨ ２４ ｈ 值并无影
响ꎬ各组间差异不显著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日粮中添加凹土显著降低了胸肌滴水损失ꎻ２０ ｇｋｇ －１ 凹土添加组
胸肌蒸煮损失显著低于对照组ꎬ但各凹土添加组间胸肌滴水损失与蒸煮损失差异未达显著水平ꎮ

日粮中添加凹土不影响肉鸭腿肌 Ｌ ∗ 、ａ ∗ 、ｂ ∗ 值与腿肌 ｐＨ ４５ ｍｉｎ 、ｐＨ ２４ ｈ 值( Ｐ>０.０５) ꎮ 添加 １０ ｇｋｇ －１ 凹

土组腿肌的滴水损失显著低于其他各组ꎮ 凹土添加组腿肌蒸煮损失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ꎮ
表５

Ｔａｂｌｅ ５

指标 Ｉｔｅｍｓ

凹土添加水平 / ( ｇｋｇ －１ ) Ａｄｄｅｄ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ｌｅｖｅｌｓ

０

胸肌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ｕｓｃｌｅ

亮度 Ｌ ∗ 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红度 ａ ∗ Ｒｅｄｎｅｓｓ

５

１０

２０

３８.９６±０.８９

３８.０４±０.５２

３９.３９±０.８０

３７.４６±０.２９

６.１２±０.０９

６.０２±０.０３

６.０７±０.４８

６.０３±０.０４

１９.１０±０.８２ ｂ
７.５３±０.４３

黄度 ｂ Ｙｅｌｌｏｗｎｅｓｓ
ｐＨ４５ ｍｉｎ
∗

ｐＨ２４ ｈ

１９.２８±０.４０ ｂ
６.９３±０.９８

５.９０±０.０３

滴水损失 / ( ｇｋｇ －１ ) Ｄｒｉｐ ｌｏｓｓ
亮度 Ｌ ∗ Ｌｉｇｈｔｎｅｓｓ

黄度 ｂ ∗ Ｙｅｌｌｏｗｎｅｓｓ
ｐＨ４５ ｍｉｎ

２９２.３２±３.２２ ａｂ

２８４.９０±６.０１ ａ

４０.７３±０.６６

４０.７３±０.８１

４１.２６±０.３１

４０.０７±０.４８

９.０３±０.５２

９.０１±０.５０

７.９５±０.４９

７.９５±０.３８

１８.４０±０.３３

１８.３１±０.４４

６.１８±０.０６

１８.７４±０.７６

６.１７±０.０５

５.９２±０.０３

１４６.５９±５.３６ ｂ
２５８.３６±１６.９７

蒸煮损失 / ( ｇｋｇ －１ )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ｌｏｓｓ

８２.６０±５.２７ ａ

２９５.７７±９.８５ ａｂ

６.０３±０.０５

滴水损失 / ( ｇｋｇ －１ ) Ｄｒｉｐ ｌｏｓｓ

５.８８±０.０３

９１.３４±４.３２ ａ

３１０.１１±５.０３ ｂ

６.２６±０.０７

ｐＨ２４ ｈ

１８.６９±０.４１ ｂ
７.０９±０.３１

５.９０±０.０３

９３.２６±６.１７ ａ

１８.３７±０.４５

红度 ａ ∗ Ｒｅｄｎｅｓｓ

１７.２７±０.６２ ａ
６.６７±０.５４

５.９０±０.０３

１１３.６３±６.３７ ｂ

蒸煮损失 / ( ｇｋｇ －１ )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ｌｏｓｓ
腿肌 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

２.５

凹土对樱桃谷肉鸭胸肌和腿肌肌肉品质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ｅ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 ｉｎ Ｃｈｅｒｒｙ Ｖａｌｌｅｙ ｄｕｃｋｓ

６.１４±０.０４

５.９３±０.０５

１５５.７７±７.１６ ｂ
２４６.６３±１１.４９

６.０４±０.０２

１２３.０７±７.９３ ａ
２４６.９５±１１.６６

１４６.６２±７.９３ ｂ
２４６.９６±６.０５

凹土对樱桃谷肉鸭肌肉抗氧化性能的影响

由表 ６ 可知:与对照组相比ꎬ日粮中添加 １０ 和 ２０ ｇｋｇ －１ 凹土均显著提高肉鸭胸肌的 ＳＯＤ 活性( Ｐ <

０.０５) ꎬ分别提高了 ３２.１０％与 ３０.８３％ꎮ ５ ｇｋｇ －１ 凹土添加组胸肌中 ＧＳＨ￣Ｐｘ 活性显著高于对照组和 １０、２０

ｇｋｇ －１ 凹土添加组( Ｐ<０.０５) ꎮ 日粮中添加凹土对胸肌中的 ＭＤＡ 含量无显著影响ꎮ
表６

Ｔａｂｌｅ ６

凹土对樱桃谷肉鸭肌肉抗氧化性能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ｏｎ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 ｉｎ Ｃｈｅｒｒｙ Ｖａｌｌｅｙ ｄｕｃｋｓ
指标 Ｉｔｅｍｓ

胸肌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ｕｓｃｌｅ

ＳＯＤ 活性 / ( Ｕｍｇ －１ ) Ｓ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ＳＨ￣Ｐｘ 活性 / ( Ｕｍｇ ) ＧＳＨ￣Ｐｘ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

ＭＤＡ 含量 / ( ｎｍｏｌｍｇ ) ＭＤ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

凹土添加水平 / ( ｇｋｇ －１ ) Ａｄｄｅｄ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ｌｅｖｅｌｓ

０

５

１０

２０

２１.１５±１.２９ ａ

２４.４７±１.４２ ａｂ

２７.９４±１.２３ ｂ

２７.６７±１.８３ ｂ

２.５４±０.１０

２.３５±０.１９

２.２６±０.１６

２.２３±０.１４

９.３６±０.３９

ａ

１０.９２±０.５２

ｂ

９.３９±０.１４

ａ

９.４３±０.５６ ａ

５１６

南

京

农

续表 ６
指标 Ｉｔｅｍｓ
ＳＯＤ 活性 / ( Ｕｍｇ －１ ) Ｓ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４７.１５±１.６６ ａ
７.７２±０.１４

ＧＳＨ￣Ｐｘ 活性 / ( Ｕｍｇ －１ ) ＧＳＨ￣Ｐｘ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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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０

腿肌 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ＤＡ 含量 / ( ｎｍｏｌｍｇ －１ ) ＭＤ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业

０.３４±０.０３ ｂ

凹土添加水平 / ( ｇｋｇ －１ ) Ａｄｄｅｄ ｐａｌｙｇｏｒｓｋｉｔｅ ｌｅｖｅｌｓ
５

１０

２０

５２.３５±１.８５ ａ
８.２４±０.２５

５８.０５±１.６６ ｂ
８.９２±０.５９

４８.４７±１.７９ ａ
８.５７±０.６６

０.１６±０.０３ ａ

０.１９±０.０１ ａ

０.２３±０.０４ ａ

腿肌抗氧化指标显示ꎬ１０ ｇｋｇ 凹土添加组腿肌中 ＳＯＤ 活性显著高于其他各组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日
－１

粮中添加 ３ 种不同水平的凹土并不影响腿肌肉中 ＧＳＨ￣Ｐｘ 活性( Ｐ>０.０５) ꎬ但显著降低腿肌中 ＭＤＡ 含量ꎮ

３

３.１

讨论
凹土对饲料颗粒质量的影响
饲料的物理性状( 粉状料、颗粒料) 是影响家禽产肉量的关键因素之一 [１５－１７] 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与粉状

料相比ꎬ颗粒料可以提高肉鸡的生长性能 [１７－１８] ꎮ 颗粒饲料具有减少组分分级、提高消化率、减少致病生物
的侵袭、提高淀粉糊化度等特点 [１９] ꎮ 颗粒饲料必须在减少含粉率的前提下才可确保提高家禽的生长性

能 [２０－２１] ꎮ 本试验发现添加凹土显著提高前期饲料的颗粒硬度ꎬ降低饲料的含粉率ꎬ添加 ２０ ｇｋｇ －１ 凹土显
著提高后期饲料的颗粒硬度ꎮ Ａｎｇｕｌｏ 等 [２２] 报道ꎬ日粮中添加海泡石( 一种类似凹土结构的镁硅酸盐黏

土) 可以提高颗粒饲料的质量ꎬ尤其在高脂肪和高纤维含量日粮中作用效果更加明显 [２３] ꎮ Ｐａｐｐａｓ 等 [２] 发
现ꎬ日粮中添加 １.０％凹土可以显著改善饲料颗粒质量ꎮ 因此ꎬ本试验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ꎮ 引
起饲料颗粒硬度增加及含粉率降低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凹土特殊的吸附性和胶体流变性质ꎮ 凹土中微孔和
通道的存在以及细小的颗粒与纤维状特征赋予其拥有庞大的表面积 [２４－２５] ꎬ可吸收极性液体并形成胶体ꎬ
进而促进固体与固体间相互作用ꎬ最终改善饲料的颗粒硬度及降低颗粒饲料含粉率ꎬ这也是凹土作为饲料
黏结剂根本所在ꎮ
３.２

凹土对樱桃谷肉鸭生长性能的影响
基础日粮中添加凹土可提高动物生产性能、改善动物健康ꎮ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６] 报道ꎬ肉鸡日粮中添加凹土

显著提高了肉鸡的平均日增重及平均日采食量ꎬ其中添加 １０ ｇｋｇ －１ 凹土的试验组肉鸡日增重最高ꎮ 曹发
魁等 [２７] 的研究表明ꎬ凹土在增加蛋鸡产蛋率的基础上还可提高鸡蛋的品质ꎮ 祝溢锴 [２８] 报道ꎬ日粮中添加
凹土不仅提高了仔猪日增重ꎬ而且降低仔猪腹泻率及腹泻指数ꎮ 本试验结果表明ꎬ基础日粮中添加凹土并
没有改善樱桃谷肉鸭的终末体质量、平均日增体质量以及料重比ꎬ但也没有影响肉鸭生产性能ꎬ结果与前
人研究并不一致ꎮ 分析其原因这可能与动物种类、品种、饲养环境、日粮组成以及凹土添加量或纯度等因
素有关ꎮ
３.３

凹土对樱桃谷肉鸭屠宰性能和肌肉品质的影响
屠宰性能是衡量肉禽产肉性能的重要指标ꎬ反映了营养物质在动物体内不同组织以及同一组织不同

部位内的沉积差异 [２９] ꎮ 本试验研究表明ꎬ日粮中添加凹土显著提高樱桃谷肉鸭的胸肌率、腿肌率与瘦肉
率ꎮ 这可能与凹土能提高消化酶活性 [３０] 以及延长低黏度日粮在动物胃和小肠中停留时间 [３１] 有关ꎬ这有
助于促进机体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ꎬ从而增加产肉量ꎬ提高动物的屠宰性能ꎮ
肉色是消费者评价动物肌肉质量的重要感官指标ꎬ其中肉色亮度值及红色值在肉色测量结果中相对

重要 [３２] ꎮ Ｃｈｅｎｇ 等 [１２] 研究了基础日粮中添加 １０ 与 ２０ ｇｋｇ －１ 凹土后发现肉鸡的胸肌红色值与黄色值均显
著降低ꎮ 在本试验中ꎬ日粮中添加 １０ ｇｋｇ －１ 凹土显著降低了胸肌的红色度ꎬ添加不同剂量凹土使胸肌黄
色度也有所下降ꎮ 肉色的变化主要受色素含量、肌红蛋白形态等的影响 [３３] ꎮ 凹土造成动物产品色泽降低
的原因与凹土的吸附性以及凹土与色素的亲和性有关 [１２] ꎮ 因此ꎬ日粮中添加凹土对肌肉的色素沉积有一
定的负面作用ꎮ 肌肉 ｐＨ 值反映了宰后机体糖原酵解的速度ꎬｐＨ 值与肌肉系水力存在正相关关系 [３４] ꎮ 肌
肉的系水力不仅影响肉的风味、多汁性、嫩度、营养物质等食用品质ꎬ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ꎮ 肌肉的
系水力差会造成风味物质的流失ꎬ影响肉的口感ꎬ水分流失过多还会使肌肉柴而无味 [３５] ꎮ 肌肉的滴水损
失和蒸煮损失是反映肌肉系水力的重要指标ꎮ 在本试验中添加凹土未对肌肉 ｐＨ ４５ ｍｉｎ 以及 ｐＨ ２４ ｈ 值造成显
著影响ꎬ但添加凹土均显著降低胸肌的滴水损失ꎻ同时ꎬ添加 １０ 与 ２０ ｇｋｇ －１ 的凹土分别显著降低腿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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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损失与胸肌的蒸煮损失ꎬ这与 Ｙａｎｇ 等 [３６] 和 Ｃｈｅｎｇ 等 [１２]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ꎮ 这可能与凹土提高饲料
蛋白质利用率有关ꎮ 蛋白质利用率提高后肌肉蛋白质与脂肪的比例增高ꎬ使得肌肉亲水力提高ꎬ从而改善
胸肌、腿肌的系水力ꎮ 另有研究证明凹土能提高动物机体金属 Ｍｇ 的含量 [３７] ꎬＭｇ 含量的提高也可能提高
肌肉系水力ꎬ减少肌肉中水分流失 [３８] ꎮ 但是ꎬ杨雪等 [３８] 发现生长猪日粮中添加凹土或改性凹土并不影响
生长育肥猪肌肉的滴水损失及蒸煮损失ꎮ 这种差异性出现可能与动物种类、饲养时期以及日粮组成等因
素有关ꎮ

３.４

凹土对樱桃谷肉鸭肌肉抗氧化性能的影响
ＳＯＤ、ＧＳＨ￣Ｐｘ 活性及 ＭＤＡ 含量可以反映机体抗氧化性能的强弱ꎮ Ｃｈｅｎｇ 等 [１２] 报道ꎬ日粮中添加 ５ 或

１０ ｇｋｇ －１ 凹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胸肌与腿肌中 ＭＤＡ 含量ꎬ提高 ＧＳＨ￣Ｐｘ 的活性ꎮ Ｃｈｅｎ 等 [１１] 发现ꎬ日
粮中添加 １０ ｇｋｇ －１ 的凹土显著提高空肠及回肠的总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ꎮ 在本试验中ꎬ日粮中添加适量
凹土可显著提高肉鸭胸肌和腿肌的 ＳＯＤ 活性以及胸肌的 ＧＳＨ￣Ｐｘ 活性ꎻ同时ꎬ添加凹土均显著降低了腿肌
的 ＭＤＡ 含量ꎬ提高了肌肉的抗氧化能力ꎬ该结果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ꎮ 这可能与凹土的选择吸附性有
关ꎮ Ｍａｓｉｍａｎｇｏ 等 [９] 发现凹土在 Ｓｐｒｅｎｓｅｎ 缓冲液( ｐＨ６. ５) 中对黄曲霉素 Ｂ １ 有很强的吸附效果ꎮ Ｒａｍｕ

等 [１０] 在体外试验中发现凹土可以强烈吸附霍乱毒素及大肠杆菌毒素ꎬ且吸附紧密ꎬ解吸率小于 １％ꎮ 体内

的有害菌会破坏动物机体的抗氧化系统ꎬ真菌毒素如黄曲霉毒素 Ｂ １ 、玉米赤霉烯酮等可引起脂质过氧化ꎬ
破坏细胞膜结构及功能完整ꎮ 因此ꎬ凹土则通过吸附有害细菌及霉菌毒素起到保护机体抗氧化系统的作
用ꎮ 此外ꎬ凹土含有丰富的镁元素( ＭｇＯ 的含量约占 １３％) ꎬ镁与动物的抗氧化机能有密切的联系ꎮ 有研
究表明大鼠体内缺镁时ꎬ会使组织和血浆内脂蛋白的过氧化程度增加 [３８] ꎮ 这也可能是凹土增强机体抗氧
化能力的另一个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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