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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对蛋鸡生产性能、血液指标
和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郭晋丽１ꎬ２ꎬ３ ꎬ赵志辉２ ꎬ郭文博２ ꎬ孙真真２ ꎬ杨俊花２∗ ꎬ张德福１ꎬ３∗
(１.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ꎬ上海 ２０１３０６ꎻ２.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ꎬ上海 ２０１４０３ꎻ
３.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ꎬ上海 ２０１１０６)

摘要:[ 目的] 本试验旨在研究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ｄｅｏｘｙｎｉｖａｌｅｎｏｌꎬＤＯＮ) 对高产蛋鸡生产性能、蛋品质、血常规、血液生化

指标以及肝脏抗氧化能力的影响ꎮ [ 方法] 选用 ２６ 周龄体质量为(１.９０±０.２) ｋｇ、产蛋率一致的海兰蛋鸡 １２０ 只ꎬ随机分为 ６
组ꎬ每组 ４ 个重复ꎬ每个重复 ５ 只ꎬ对照组每天灌胃等量生理盐水ꎬ试验组每天分别灌胃 １、５、１０、２０ 和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ＤＯＮꎬ连续
灌服 ６ 周ꎮ [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ꎬ不同质量浓度 ＤＯＮ 处理组蛋白高度和哈夫单位均显著升高ꎬ白细胞( ＷＢＣ) 和血小板

( ＰＬＴ) 数量均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 或 Ｐ<０.０１) ꎮ ＤＯＮ 剂量为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时ꎬ与对照组相比ꎬ蛋鸡产蛋率极显著降低( Ｐ<０.０１) ꎬ
血清中红细胞 ( ＲＢＣ) 数 量、 血 红 蛋 白 ( ＨＧＢ) 含 量 和 红 细 胞 压 积 ( ＨＣＴ) 极 显 著 上 升 至 最 高 ( Ｐ < ０. ０１) ꎻ ＤＯＮ 剂 量 高 于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时ꎬ与对照组相比ꎬ血清中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ＡＳＴ)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ＡＬＴ) 和碱性磷酸酶( ＡＬＰ) 活性和
尿素( ＵＲＥＡ) 浓度及肝脏组织中一氧化氮( ＮＯ) 和丙二醛( ＭＤＡ) 浓度显著提高( Ｐ<０.０５ 或 Ｐ<０.０１) ꎬ蛋壳颜色和肝脏组织
中总抗氧化能力( Ｔ￣ＡＯＣ)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ＧＳＨ￣Ｐｘ) 和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 活性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 或 Ｐ<０.０１) ꎬ但

５ ｍｇｋｇ －１ ＤＯＮ 组的 Ｔ￣ＡＯＣ 水平和 ＳＯＤ 活性显著提升( Ｐ<０.０５) ꎮ [ 结论] ＤＯＮ 会显著影响蛋鸡的凝血功能ꎬ当 ＤＯＮ 剂量
达到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会显著降低蛋鸡产蛋率和蛋品质ꎬ引起肝脏和肾脏组织损伤ꎬ对肝脏的抗氧化能力也具有显著抑制作用ꎮ
关键词: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ＤＯＮ) ꎻ蛋鸡ꎻ生产性能ꎻ血液指标ꎻ抗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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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ｅｏｘｙｎｉｖａｌｅｎｏｌ ( ＤＯＮ)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ꎬ ｅｇ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ｂｌｏｏｄ ｒｏｕｔｉｎｅꎬｓｅｒｕｍ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ｒ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ｉｎ ｌａｙｉｎｇ ｈｅｎｓ. [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ｔｗｅｎｔｙ ２６￣ｗｅｅｋ￣ｏｌｄ
Ｈｙ￣Ｌｉｎｅ ｌａｙｉｎｇ ｈｅｎｓ ｗｉ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１.９０±０.２) ｋｇ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ｅｇ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ａｌｌｏｔｔｅｄ ｔｏ ６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ｔｈ ４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ｐ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５ ｌａｙｉｎｇ ｈｅｎｓ ｐｅｒ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ꎬｔｈｅ ｌａｙｉｎｇ ｈｅ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ｆｅｄ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５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ｓ[１ꎬ５ꎬ１０ꎬ２０ ａｎｄ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ＤＯＮ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ｄａｉｌｙ ｖｉａ ｉｎｔｒａｇａｓｔｒ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６ ｗｅｅｋｓꎬａｎｄ ｌａｙｉｎｇ ｈｅ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ｆ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ａｌｉｎｅ ａｓ ｔ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ａｌｂｕｍｅｎ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ａｕｇｈ ｕｎｉｔ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ꎬ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ＷＢＣ ａｎｄ ＰＬＴ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０.０５ ｏｒ Ｐ<０.０１) . Ｉｎ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ＤＯＮ ｇｒｏｕｐꎬｅｇ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０.０１) ꎬａｎｄ ＲＢＣꎬＨＧＢ ａｎｄ ＨＣＴ ｉｎ ｂｌｏｏ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１) . Ｂｅｓｉｄｅｓꎬｗｈｅｎ ｄｏｓｅｓ ｏｆ ＤＯＮ ｗａｓ ａｄｄ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ꎬｔｈｅ ＨＧＢꎬＲＢＣ ａｎｄ ＨＣＴ ｉｎ ｂｌｏｏｄꎬ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ＥＡ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ＡＳＴꎬＡＬＴ ａｎｄ ＡＬＰ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 ａｎｄ ＭＤＡ ｉｎ ｌｉｖｅｒ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Ｐ<０.０５ ｏｒ Ｐ<０.０１) ꎬｂｕｔ ｅｇｇｓｈｅｌｌ ｃｏｌ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ＡＯＣꎬＧＳＨ￣Ｐｘ ａｎｄ ＳＯＤ ｉｎ ｌｉｖｅ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０.０５
ｏｒ Ｐ<０.０１) .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ＡＯＣ ａｎｄ ＳＯＤ ｉｎ ５ ｍｇｋｇ －１ Ｄ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 ０.０５) .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ｙｉｎｇ ｈｅｎｓꎬａｎｄ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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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晋丽ꎬ等: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对蛋鸡生产性能、血液指标和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Ｄ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ｅｇ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ｇ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 ｄａｍａｇｅ ｏｆ 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ｋｉｄｎ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ｉｖｅｒ ｏｆ ｌａｙｉｎｇ ｈｅ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ｅｏｘｙｎｉｖａｌｅｎｏｌꎬｌａｙｉｎｇ ｈｅｎꎬ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ꎬｂｌｏｏｄ ｉｎｄｉｃｅｓꎬ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ｄｅｏｘｙｎｉｖａｌｅｎｏｌꎬＤＯＮ) ꎬ又称为呕吐毒素( ｖｏｍｉｔｏｘｉｎ) ꎬ是由禾谷镰刀菌和粉红镰

刀菌等产生的一种真菌毒素ꎬ属单端孢霉烯族毒素ꎬ主要污染小麦、玉米及燕麦等粮食作物 [１] ꎮ ＤＯＮ 化学
性质稳定ꎬ在谷物加工以及烹饪过程中很难被降解ꎬ极易污染谷物食品、饲料等植物源性产品ꎮ 畜禽摄入

被 ＤＯＮ 污染的日粮ꎬ浓度低会引起动物食欲减退、体增重和营养物质吸收率降低ꎬ浓度高则会导致呕吐、
腹泻、腹痛、免疫机能异常或中毒死亡等 [２－３] ꎮ 这些毒性作用主要源于 ＤＯＮ 干扰细胞内核糖体肽基转移

酶的活性ꎬ阻碍核糖体循环、抑制蛋白质合成 [４－５] ꎮ 不同动物对 ＤＯＮ 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ꎬ其中猪最为敏
感ꎬ家禽耐受性较强 [６] ꎮ 但仍有报道ꎬ日粮添加 ＤＯＮ 可以破坏肉鸡的小肠形态结构 [７] ꎬ降低生产性能和
免疫机能 [８－９] ꎮ Ｍｏｏｎ 等 [１０] 在鸡胚中接种 ＤＯＮꎬ引起肝脏和脾脏组织学病变ꎮ Ｈａｒｖｅｙ 等 [１１] 发现添加高剂
量的 ＤＯＮ 会导致肉鸡红细胞压积( ＨＧＢ) 和血红蛋白( ＨＣＴ) 等血液学指标降低ꎮ

蛋鸡作为养殖业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每年因真菌毒素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容忽视ꎮ 目前国内外关于

ＤＯＮ 单一毒素污染对蛋鸡毒性作用的研究报道非常少ꎬ只有 Ｌｅｅ 等 [１２－１３] 研究指出给蛋鸡饲喂黄曲霉毒素
Ｂ１ 和 ＤＯＮ 混合污染日粮ꎬ使蛋鸡产蛋性能、蛋重和蛋壳质量降低ꎬ导致肝脏和肾脏肿大ꎮ 那么ꎬＤＯＮ 对
蛋鸡的毒性作用如何ꎬ安全阈值范围等仍没有明确定论ꎮ

因此ꎬ本研究采用 ＤＯＮ 标准品ꎬ观察不同剂量 ＤＯＮ 处理对蛋鸡生产性能、蛋品质、血常规指标、血清

生化指标和肝脏组织抗氧化指标的影响ꎬ以揭示 ＤＯＮ 对蛋鸡的临床毒性效应ꎬ探究 ＤＯＮ 对蛋鸡的安全剂
量范围ꎬ旨在为真菌毒素毒理学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ꎮ

１
１.１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选用 ２６ 周龄海兰蛋鸡ꎮ ＤＯＮ 真菌毒素标准品( 纯度≥９９％ꎬＰｒｉｂｏｌａｂꎬ新加坡) ꎬ购自北京普华仁生物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ꎬ以无菌生理盐水稀释ꎮ

１.２

试验设计与饲养管理

随机选取体况良好、体质量(１.９０±０.２) ｋｇ、产蛋率一致的蛋鸡 １２０ 只ꎬ随机分为 ６ 组ꎬ每组设 ４ 个重

复ꎬ每个重复 ５ 只ꎮ 采用直接灌胃的方式ꎬ对照组灌胃等量生理盐水ꎬ试验组按鸡体质量分别灌胃 １、５、

１０、２０ 和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ＤＯＮꎮ 预饲期 ２ 周ꎬ试验期 ６ 周ꎬ试验期间连续灌服 ＤＯＮꎬ每天 １ 次ꎮ 试验鸡采用２ 层
阶梯笼养ꎬ按封闭式蛋鸡养殖场规定进行饲养管理ꎬ保证每天充足光照 １６ ｈꎬ室温 １６ ~ ２０ ℃ ꎬ湿度５０％ ~

６０％ꎮ 每日 ０７:００ 喂料 １ 次ꎬ自由采食、饮水ꎮ 蛋鸡饲喂基础日粮( 表 １) 参照« 鸡的饲养标准:ＮＹ / Ｔ ３３—
２００４» 并结合罗爱琼等 [１４] 的方法配制ꎮ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原料组成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玉米 Ｃｏｒｎ

豆粕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ｍｅａｌ
豆油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ｏｉｌ

麸皮 Ｗｈｅａｔ ｂｒａｎ

贝壳粉 Ｓｈｅｌｌ ｐｏｗｄｅｒ
石粒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预混料 ａ Ｐｒｅｍｉｘ
食盐 ＮａＣｌ

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组成( 风干基础)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ｂａｓａｌ ｄｉｅｔ( ａｉｒ ｄｒｙ ｂａｓｉｓ)
水平 Ｌｅｖｅｌｓ
６１.３

营养组成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２３.８

代谢能 ｂ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ｚ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粗蛋白质 Ｃｒｕｄ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３.０

粗脂肪 Ｅｔｈ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

１.４
４.０
４.０
２.０
０.５

粗纤维 Ｃｒｕｄｅ ｆｉｂｅｒ
钙 Ｃａｌｃｉｕｍ

磷 Ｐｈｏｓｐｈｏｎｅ

蛋氨酸 Ｍｅｔｈｉｏｎｉｎｅ
赖氨酸 Ｌｙｓｉｎｅ

水平 Ｌｅｖｅｌｓ

％

１２.２６
１９.７９
６.４３
３.５４
２.２７
０.５６
０.３８
０.７６

注:１) ａ 预混料为每千克饲粮提供:维生素 Ａ １０ ０００ ＩＵꎬ维生素 Ｄ ３ ６００ ＩＵꎬ维生素 Ｅ ４０ ＩＵꎬ维生素 Ｋ ２ ｍｇꎬ维生素 Ｂ ｌ １.６ ｍｇꎬ维生素 Ｂ ２
４.５ ｍｇꎬ维生素 Ｂ ６ ５ ｍｇꎬ维生素 Ｂ ｌ２ ０.０３ ｍｇꎬ生物素 ０.１ ｍｇꎬ泛酸 １０ ｍｇꎬ叶酸 ２ ｍｇꎬ锰( 硫酸锰)６０ ｍｇꎬ铁( 硫酸亚铁)３５ ｍｇꎬ锌( 硫
酸锌)５０ ｍｇꎬ铜( 硫酸铜)１０ ｍｇꎬ碘( 碘化钾) １.０ ｍｇꎬ钴( 硫酸钴) ０.１５ ｍｇꎬ硒( 亚硒酸钠) ０.３ ｍｇꎮ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ｘ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Ａ
１０ ０００ ＩＵꎬ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３ ６００ ＩＵꎬ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 ４０ ＩＵꎬｖｉｔａｍｉｎ Ｋ ２ ｍｇꎬ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ｌ １.６ ｍｇꎬ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２ ４.５ ｍｇꎬ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６ ５ ｍｇꎬ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 ｌ２ ０.０３
ｍｇꎬｂｉｏｔｉｎ ０.１ ｍｇꎬｐａｎｔｏｔｈ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１０ ｍｇꎬｆｏｌｉｃａｃｉｄ ２ ｍｇꎬＭｎ( ａｓ 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 ｓｕｌｆａｔｅ) ６０ ｍｇꎬＦｅ( ａｓ ｆｅｒｒｏｕｓ ｓｕｌｆａｔｅ) ３５ ｍｇꎬＺｎ( ａｓ ｚｉｎｃ
ｓｕｌｆａｔｅ)５０ ｍｇꎬＣｕ( ａｓ ｃｏｐｐｅｒ ｓｕｌｆａｔｅ)１０ ｍｇꎬＩ( ａｓ 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ｉｏｄｉｄｅ)１.０ ｍｇꎬＣｏ( ａｓ ｃｏｂａｌｔ ｓｕｌｆａｔｅ)０.１５ ｍｇꎬＳｅ( ａｓ ｓｏｄｉｕｍ ｓｅｌｅｎｉｔｅ)０.３ ｍｇ
ｆｏｒ ｐｅｒ ｋｇ ｄｉｅｔ.
２) ｂ 代谢能单位为 ＭＪｋｇ －１ ꎬ为计算值ꎬ其余为实测值ꎮ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ｏｆ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ｚ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ｓ ＭＪｋｇ －１ ꎬ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ｚ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ｗａｓ ａ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ꎬ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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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采集与制备

试验结束时ꎬ每只鸡用真空管翅静脉采血 ５ ｍＬꎮ 其中ꎬ１ ｍＬ 由加肝素钠抗凝剂的真空管收集ꎬ３０ ｍｉｎ

内进行血常规指标分析ꎻ４ ｍＬ 由不含抗凝剂的真空管收集ꎬ３ ０００ ｒｍｉｎ －１ 离心 １５ ｍｉｎꎬ吸取上层血清ꎬ
－ ２０ ℃ 冷冻保存ꎬ用于血清生化指标分析ꎮ 试验结束后ꎬ试验组每个重复随机选取 ３ 只鸡ꎬ共 ７２ 只进行屠
宰ꎬ将部分肝脏分离并准确称质量ꎬ按 １ ∶９( 质量体积比) 的比例加入预冷生理盐水制成匀浆ꎬ２ ０００ ｒｍｉｎ －１
离心 １５ ｍｉｎꎬ取上清液ꎬ用于测定肝脏抗氧化指标ꎮ

１.４

样品检测

１.４.１

生产性能

每天详细记录各组的产蛋数、软破壳蛋数和死亡鸡数ꎬ计算整个试验期不同 ＤＯＮ 处理

组的平均蛋重、产蛋率、采食量和料蛋比等ꎮ

试验结束前 ３ ｄ 连续收集各处理组鸡蛋ꎬ每组随机选取 ３０ 枚用于蛋品质分析ꎮ 用
ＥＭＴ７３００ 多功能蛋品分析仪和 ＥＦＧ － ０５０３ 蛋壳强度测定仪( Ｒｏｂｏｔｍａｔｉｏｎꎬ日本) 测定蛋壳颜色、蛋壳强度、

１.４.２

蛋品质测定

蛋壳厚度、蛋白高度、蛋黄颜色和哈夫单位ꎻ鸡蛋长径和短径等蛋形指数用游标卡尺测定ꎮ

１.４.３

血常规指标测定

１.４.４

血清生化指标测定

ＨＢ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英诺华ꎬ中国) 进行如下血常规检查:白细胞( ＷＢＣ) 、

红细胞( ＲＢＣ) 、血红蛋白( ＨＧＢ) 、红细胞压积( ＨＣＴ) 和血小板( ＰＬＴ) ꎮ

用 Ａｕ５８００ 全自动血液生化分析仪( Ｂｅｃｋｍａｎꎬ美国) 测定:天门冬氨酸氨基转

移酶( ＡＳＴ)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ＡＬＴ) 、碱性磷酸酶( ＡＬＰ ) 活性和白蛋白( ＡＬＢ) 、葡萄糖( ＧＬＵＣ) 、尿素
( ＵＲＥＡ) 、总胆红素( ＴＢＩＬＩ) 和肌酐( ＣＲＥ) 的浓度ꎮ

１.４.５

肝脏氧化指标测定

样品经匀浆处理后ꎬ用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Ｍ２００ 多功能酶标仪( Ｔｅｃａｎꎬ瑞士) 测定:总蛋白

( ＴＰ) 、总抗氧化能力( Ｔ￣ＡＯＣ) 、一氧化氮( ＮＯ) 、丙二醛( ＭＤＡ)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ＧＳＨ￣Ｐｘ) 和超氧化
物歧化酶( ＳＯＤ) 等指标ꎬ检测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ꎮ

１.５

数据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的 ＬＳＤ 法进行

多重比较和差异显著性检验ꎮ 所有结果均以平均值±标准误表示ꎮ

２
２.１

结果与分析
ＤＯＮ 对蛋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由表 ２ 可知:蛋鸡灌服 ＤＯＮ 后ꎬ对其料蛋比和平均蛋重并无显著影响( Ｐ > ０.０５) 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

１、５、２０和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组的产蛋率没有显著变化( Ｐ>０.０５) ꎬ只有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组的产蛋率极显著降低ꎬ且极显
著低于其他各组( Ｐ<０.０１) ꎻ与 １ ｍｇｋｇ －１ 组相比ꎬ２０ ｍｇｋｇ －１ 组的产蛋率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 ꎮ 随着 ＤＯＮ 剂
量的增加ꎬ蛋鸡采食量呈下降趋势ꎬ但在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 ꎮ 试验结果显示ꎬ蛋鸡日粮中 ＤＯＮ
剂量为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时ꎬ显著影响蛋鸡生产性能ꎬ使产蛋率降低ꎮ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项目 Ｉｔｅｍｓ
产蛋率 / ％ Ｅｇ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平均蛋重 / 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ｅｇｇ ｗｅｉｇｈｔ

采食量 / ( ｇｄ )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１

料蛋比

２.２

Ｆｅｅｄ￣ｅｇｇ ｒａｔｉｏ

饲粮添加不同剂量 ＤＯＮ 对蛋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ｓｅｓ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ｌａｙｉｎｇ ｈｅｎｓ
０

９２.８０±０.０２ Ｂｂｃ
６１.６７±１.４９

１０４.２１±０.９１
１.６３±０.０４

ＤＯＮ 添加剂量 / ( ｍｇｋｇ －１ ) Ａｄｄｅｄ ｄｏｓｅ ｏｆ ＤＯＮ
１
５
１０
２０

９３.９４±０.０２ Ｂｃ
６４.３４±０.６５

１０２.９３±０.９６
１.５６±０.０１

９３.５６±０.０１ Ｂｃ
６４.２１±０.９１

１０２.３７±０.９９
１.５６±０.０２

７１.１５±０.０２ Ａａ
６３.４０±１.４５

１００.７６±１.０１
１.５９±０.０４

５０

８７.５０±０.０２ Ｂｂ

８９.７７±０.０２ Ｂｂｃ

９９.２３±１.１４

９７.２８±０.９７

６３.１７±１.４９
１.５９±０.０４

６４.４７±１.２２
１.５６±０.０３

注:同行数据肩标的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在 ０.０１ 和 ０.０５ 水平上差异极显著和差异显著ꎮ 下同ꎮ
Ｎｏｔｅ: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ａｍｅ ｒｏｗ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０１ ａｎｄ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ＤＯＮ 对蛋品质的影响

由表 ３ 可知:蛋鸡灌服 ＤＯＮ 后ꎬ对其蛋壳强度、蛋壳厚度和蛋黄颜色并无显著影响( Ｐ>０.０５) ꎮ 与对

照组相比ꎬ各组蛋形指数均无显著变化( Ｐ > ０.０５) ꎬ但 １０、２０ 和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组显著高于 １ 和 ５ ｍｇｋｇ －１ 组
( Ｐ<０.０５) 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１０ ｍｇｋｇ －１ 组的蛋壳颜色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 ꎬ２０ 和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组极显著降低
( Ｐ<０.０１) 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１ 和 ５ ｍｇｋｇ －１ 组蛋白高度显著提高( Ｐ<０.０５) ꎬ１０、２０ 和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组极显著
提高( Ｐ<０.０１) ꎬ１０ ｍｇｋｇ －１ 组还显著高于 １ 和 ５ ｍｇｋｇ －１ 组( Ｐ<０.０５) 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各剂量组的哈夫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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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均极显著提高 ( Ｐ < ０. ０１) ꎬ 其 中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组 最 高ꎮ 试 验 结 果 显 示ꎬ 蛋 鸡 日 粮 中 ＤＯＮ 剂 量 高 于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时ꎬ可使蛋壳颜色降低ꎬ蛋白高度和哈夫单位提高ꎮ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项目 Ｉｔｅｍ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ｓｅｓ ｏｎ ｅｇ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０

蛋形指数( 长 / 宽) Ｅｇｇ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蛋壳颜色 Ｅｇｇｓｈｅｌｌ ｃｏｌｏｒ
蛋壳强度 / １０ ５ Ｐａ Ｅｇｇｓｈｅｌ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蛋壳厚度 / ｍｍ Ｅｇｇｓｈｅｌ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蛋白高度 / ｍｍ Ａｌｂｕｍｅｎ ｈｅｉｇｈｔ
蛋黄颜色 Ｙｏｌｋ ｃｏｌｏｒ
哈夫单位 Ｈａｕｇｈ ｕｎｉｔ ｖａｌｕｅ

２.３

饲粮添加不同剂量 ＤＯＮ 对蛋形品质的影响

ＤＯＮ 对血液指标的影响

１.２９０±０.０１４ ａｂ
４２.８４±１.９７ Ｂｂ
３.３３±０.０８
０.３５０±０.００５
８.４７±０.１９ Ａａ
８.１５±０.１３
９１.５１±１.１６ Ａ

ＤＯＮ 添加剂量 / ( ｍｇｋｇ －１ ) Ａｄｄｅｄ ｄｏｓｅ ｏｆ ＤＯＮ
１
５
１０
２０

１.２８０±０.００９ ａ
４０.６４±１.７１ ＡＢｂ
３.７２±０.１６
０.３５０±０.００７
９.１５±０.１６ ＡＢｂ
８.０７±０.１２
９４.３７±０.８７ Ｂ

１.２９０±０.０１１ ａ
４１.２７±１.３２ ＡＢｂ
３.６８±０.１６
０.３５０±０.００４
９.２２±０.２２ ＡＢｂ
８.２６±０.０８
９４.６２±１.０６ Ｂ

１.３５０±０.００８ ｂ
３８.９８±１.３１ ＡａＢ
３.３３±０.２２
０.３６０±０.００６
１０.１１±０.２３ Ｂｃ
８.２０±０.１３
９９.１４±０.８１ Ｂ

５０

１.３６０±０.００８ ｂ
３６.４３±０.９２ Ａａ
３.３３±０.２４
０.３４０±０.００８
９.５４±０.３１ Ｂｂｃ
８.１４±０.１５
９６.３８±１.２７ Ｂ

１.３７０±０.００７ ｂ
３７.７４±０.８５ Ａａ
３.５３±０.１１
０.３５０±０.００８
９.５１±０.２６ Ｂｂｃ
７.９９±０.１３
９５.９５±１.２０ Ｂ

由表 ４ 可见:与对照组相比ꎬ５、１０、２０ 和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ＤＯＮ 组 ＷＢＣ 数量均显著降低( Ｐ < ０. ０５ 或 Ｐ <

０.０１) ꎬ１０ ｍｇｋｇ －１ 组最低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１０ ｍｇｋｇ －１ 组 ＲＢＣ 数量、ＨＧＢ 含量和 ＨＣＴ 均极显著上升( Ｐ <
０.０１) ꎮ 而与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组相比ꎬ１、２０ 和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组的 ＲＢＣ 数量、ＨＧＢ 含量和 ＨＣＴ 均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

或 Ｐ<０.０１) 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其他剂量组 ＰＬＴ 数量均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 或 Ｐ<０.０１) ꎮ 试验结果显示ꎬ蛋鸡
日粮中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ＤＯＮ 可使血液中 ＷＢＣ 和 ＰＬＴ 数量减少ꎬＲＢＣ 数量、ＨＧＢ 含量及 ＨＣＴ 提高ꎬＤＯＮ 剂量
高于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时ꎬＲＢＣ 数量、ＨＧＢ 含量及 ＨＣＴ 无显著变化ꎬ但 ＷＢＣ 和 ＰＬＴ 数量仍减少ꎮ
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４
项目 Ｉｔｅｍｓ
ＷＢＣ 数量 / (１０ ９ Ｌ －１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ＢＣ

ＲＢＣ 数量 / (１０ １２ Ｌ －１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ＢＣ

饲粮添加不同剂量 ＤＯＮ 对蛋鸡血常规指标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ｓｅｓ ｏｎ ｂｌｏｏｄ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ｙｉｎｇ ｈｅｎｓ
０

９.５６±０.３８

ＤＯＮ 添加剂量 / ( ｍｇｋｇ －１ ) Ａｄｄｅｄ ｄｏｓｅ ｏｆ ＤＯＮ
５
１０

１

８.５０±０.２８

Ｂｃ

２.３７０±０.０３１ Ａａ

Ｂｂｃ

２.３８０±０.０６３ Ａａ

７.６５±０.７７

ＡＢａｂ

２.９３０±０.３８４ ＡＢａｂ

６.３０±０.７２

３.２６０±０.４１７ Ｂｂ

２０

７.６３±０.３４

Ａａ

５０

ＡＢａｂ

２.５２０±０.０６３ ＡＢａ

６.７２±０.５５ Ａａ
２.４４０±０.０５７ ＡＢａ

ＨＧＢ 含量 / ( ｇＬ －１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ＧＢ

１７０.５０±３.１８ Ａａ

１７１.７１±４.９７ Ａａ

２０６.３８±２６.１７ ＡＢａｂ ２３４.６３±２８.６３ Ｂｂ

１７６.３８±４.４１ Ａａ

１７６.８６±２.９６ ＡＢａ

ＰＬＴ 数量 / (１０ 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ＰＬＴ

２７１.８８±６４.９５ Ｂｃ

１９６.８６±１２.２８ ＡＢｂ

１０１.７５±１１.７５ Ａａ

１２０.００±２２.５７ Ａａ

８６.７１±１２.６４ Ａａ

ＨＣＴ / ％

２.４

９

－１

３０.８６±０.４５ Ａａ

３１.４８±０.７３ Ａａ

３８.３４±５.０３ ＡＢａｂ

４３.３８±５.３７ Ｂｂ

１０１.１３±１５.６９ Ａａ

３２.６７±０.７６ Ａａ

３２.６１±０.６９ ＡＢａ

注:ＷＢＣ:白细胞 Ｗｈｉ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ꎻＲＢＣ:红细胞 Ｒ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ꎻＨＧＢ:血红蛋白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ꎻＨＣＴ:红细胞压积 ＨｅｍａｔｏｃｒｉｔꎻＰＬＴ:血小板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ＤＯＮ 对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由表 ５ 可知:蛋鸡灌服 ＤＯＮ 后ꎬ对其 ＡＬＢ、ＧＬＵＣ、ＴＢＩＬＣ 和 ＣＲＥ 等生化指标并无显著影响( Ｐ>０.０５) ꎮ
表５

Ｔａｂｌｅ ５
项目 Ｉｔｅｍｓ

饲粮添加不同剂量 ＤＯＮ 对蛋鸡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ｓｅｓ ｏｎ ｓｅｒｕｍ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ｉｎ ｌａｙｉｎｇ ｈｅｎｓ
０

１

ＡＬＢ 含量 / ( ｇ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ＡＬＢ

１６.５７±０.３１

１５.９４±０.２３

ＡＳＴ 活性 / ( ＵＬ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ＡＳＴ

１９０.７４±５.４４ Ａａ

１８７.９６±８.１９ Ａａ

２.８８±０.４８ Ａａ

２.６６±０.４６ Ａａ

－１

ｃ( ＧＬＵＣ) / ( ｍｍｏｌＬ －１ )
－１

ＡＬＴ 活性 / ( ＵＬ －１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Ｔ

ＡＬＰ 活性 / ( ＵＬ －１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Ｐ

ｃ( ＴＢＩＬＩ) / ( μｍｏｌＬ －１ )

ｃ( ＵＲＥＡ) / ( ｍｍｏｌＬ －１ )

１０.８７±０.５８

５７６.４６±１２８.０８ ａ
２.２５±０.１６

０.３４０±０.０３７ ａ
６.００±０.９４

１１.９８±０.４６

ＤＯＮ 添加剂量 / ( ｍｇｋｇ －１ ) Ａｄｄｅｄ ｄｏｓｅ ｏｆ ＤＯＮ
５
１０
１６.０８±０.２３
１１.１４±０.４１

１８７.９５±７.０２ Ａａ
３.３１±０.４２ ＡＢａｂ

１６.０５±０.６４
１０.８２±０.５９

２１４.３１±１２.０８ Ａｂ
３.７５±０.６７ ＡＢｂ

６２２.５１±１２２.９７ ａｂ １ １６３.８３±３１８.６７ ａｂｃ ９２９.４６±２４７.４７ ａｂｃ
２.０４±０.１７

０.４４０±０.０２５ ａｂ
４.６０±０.２４

２.０３±０.１９

０.４８０±０.０４６ ｂ
５.４３±０.２０

２.３１±０.１７

０.４６０±０.０３５ ｂ
５.００±０.６２

２０

１５.７４±０.８８
１０.７７±０.４６

２４９.６４±１１.１２ ＡＢｃ
３.８２±０.１３ ＡＢｂ

５０

１５.０４±０.６０
１０.６８±０.３４

２７８.４３±４.７８ Ｂｄ
５.２０±０.３８ Ｂｃ

１ ３１４.４２±３０１.０１ ｂｃ １ ４６４.３２±４７５.６８ ｃ
１.８６±０.３１

０.４８０±０.０４８ ｂ
４.５７±０.３６

１.８８±０.１９

０.４８０±０.０３３ ｂ
５.６３±０.４９

ｃ( ＣＲＥ) / ( μｍｏｌＬ －１ )
注:ＡＬＢ:白蛋白 ＡｌｂｕｍｉｎꎻＧＬＵＣ:葡萄糖 ＧｌｕｃｏｓｅꎻＡＳＴ: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 ａｍｉｎ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ꎻＡＬＴ: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Ａｌａｎｉｎｅ
ａｍｉｎ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ꎻＡＬＰ:碱性磷酸酶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ꎻＴＢＩＬＩ:总胆红素 Ｔｏｔａｌ 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ꎻＵＲＥＡ:尿素 ＵｒｅａꎻＣＲＥ:肌酐 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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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相比ꎬ１ 和 ５ ｍｇｋｇ －１ 组 ＡＳＴ 活性无显著变化( Ｐ>０.０５) ꎬ１０、２０ 和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组显著升高( Ｐ<０.０５
或 Ｐ<０.０１) ꎬ且呈剂量 －效应关系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１ 和 ５ ｍｇｋｇ －１ 组 ＡＬＴ 活性无显著变化( Ｐ>０.０５) ꎬ１０ 和

２０ ｍｇｋｇ －１ 组显著提高ꎬ且显著高于 １ ｍｇｋｇ －１ 组( Ｐ<０.０５) ꎬ５０ ｍｇｋｇ －１ 组极显著提高( Ｐ<０.０１) ꎬ且显著高
于其他各组( Ｐ<０.０５ 或 Ｐ < ０.０１) 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１、５ 和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各组 ＡＬＰ 活性均无显著差异( Ｐ >

０.０５) ꎬ２０ 和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组显著提高( Ｐ<０.０５) ꎬ同时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组还显著高于 １ ｍｇｋｇ －１ 组( Ｐ<０.０５) ꎮ 此

外ꎬ与对照组相比ꎬ５、１０、２０ 和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各组的 ＵＲＥＡ 浓度均显著提高( Ｐ<０.０５) ꎮ 试验结果显示ꎬ蛋鸡
日粮中 ＤＯＮ 剂量高于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时ꎬ可使血清中 ＡＳＴ、ＡＬＴ 和 ＡＬＰ 活性及 ＵＲＥＡ 浓度提高ꎮ

２.５

ＤＯＮ 对肝脏氧化指标的影响

由表 ６ 可知:灌服 ＤＯＮ 对蛋鸡 ＴＰ 含量及 １ ｍｇｋｇ －１ 组各指标均无显著影响( Ｐ>０.０５) ꎮ 与对照组相

比ꎬ５ ｍｇｋｇ －１ 组 Ｔ￣ＡＯＣ 浓度显著提高( Ｐ<０.０５) ꎬ１０、２０ 和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组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 或 Ｐ<０.０１) ꎮ 与
对照组相比ꎬ１ 和 ５ ｍｇｋｇ －１ 组 ＮＯ 和 ＭＤＡ 含量以及 ＧＳＨ￣Ｐｘ 活性均无显著变化( Ｐ > ０.０５) ꎬ１０、２０ 和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组 ＮＯ 和 ＭＤＡ 含量均显著提高ꎬＧＳＨ￣Ｐｘ 活性均显著降低( Ｐ < ０.０５ 或 Ｐ < ０.０１) 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

１ 和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组 ＳＯＤ 活性无显著变化( Ｐ>０.０５) ꎬ５ ｍｇｋｇ －１ 组显著提高( Ｐ<０.０５) ꎬ２０ 和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组则
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 ꎮ 试验结果显示ꎬ蛋鸡日粮中 ５ ｍｇｋｇ －１ ＤＯＮ 可使 Ｔ￣ＡＯＣ 水平和 ＳＯＤ 活性提高ꎬ但
ＤＯＮ 剂量高于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时ꎬ使 Ｔ￣ＡＯＣ 水平、ＧＳＨ￣Ｐｘ 和 ＳＯＤ 活性降低ꎬＮＯ 和 ＭＤＡ 含量提高ꎮ
表６

Ｔａｂｌｅ ６
项目 Ｉｔｅｍｓ
ＴＰ 含量 / ( ｍｇｍＬ －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Ｐ

Ｔ￣ＡＯＣ 水平 / ( Ｕｍｇ －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ＯＣ
ＮＯ 含量 / ( μｍｏｌｍｇ －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ＮＯ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ｌａｙｉｎｇ ｈｅｎｓ
０

１２２.３２±８.７３

１

１２５.４９±５.０３

３.１

１１３.８８±２.９０

１２５.１９±３.２６

２０

１２５.３９±６.８７

５０

１２０.８４±３.５３

１.３８０±０.０７５ ＢＣｃ

１.４６０±０.０４９ Ｃｄ

１.０３０±０.０３５ Ｂｂ

０.９７０±０.０３５ ＡＢｂ

０.６８０±０.３８５ Ａａ

０.６４５±０.１６１ Ａａ

０.５０４±０.２３７ Ａａ

０.５９９±０.０３５ Ａａｂ

０.８４１±０.１７５ ＡＢｂ

１.０７０±０.４４６ Ｂｃ

１.２６０±０.１０２ ＢＣｄ

７６３.４９±１０６.９３ Ｂｄ

７０１.２６±９４.３３ ＡＢｃｄ ６１５.９１±８４.３２ ＡＢｃ

４４３.３９±８１.２５ Ａｂ

３４０.０４±５６.１４ Ａａ

３２０.０７±１０.９４ ｂｃ

３４５.６８±２６.６１ ｃ

２２６.２５±１６.４５ ａ

２０４.８５±１１.０１ ａ

３０３.９５±２２.８８ ｂ

ＭＤＡ 含量 / ( ｎｍｏｌｍｇ －１ )
１.０９３±０.１３６ Ａ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ＭＤＡ

３

ＤＯＮ 添加剂量 / ( ｍｇｋｇ －１ ) Ａｄｄｅｄ ｄｏｓｅ ｏｆ ＤＯＮ
５
１０

１.２８０±０.０６９ ＢＣｃ

ＧＳＨ￣Ｐｘ 活性 / ( Ｕｇ －１ )
７４４.３５±１０２.６２ Ｂ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ＧＳＨ￣Ｐｘ
ＳＯＤ 活性 / ( Ｕｍｇ －１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Ｄ

饲粮添加不同剂量 ＤＯＮ 对蛋鸡肝脏氧化指标的影响

１.０４７±０.１１３ Ａａ

１.２０３±０.０６４ Ａａｂ

３０５.２８±１９.５９ ｂ
１.３５４±０.０７５ Ａｂ

１.７４３±０.２１９ ＡＢｃ

１.９９８±０.３４５ Ｂｄ

注:ＴＰ:总蛋白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ꎻＴ￣ＡＯＣ:总抗氧化能力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ꎻＮＯ:一氧化氮 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ꎻＧＳＨ￣Ｐｘ: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ꎻＳＯＤ: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ꎻＭＤＡ:丙二醛 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讨论
ＤＯＮ 对蛋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等 [１５] 研究发现ꎬ冬小麦和春小麦中 ＤＯＮ 含量低于 ５ ｍｇｋｇ －１ 时对蛋鸡采食量和产蛋率等生

产性能无显著不良影响ꎮ 本试验中ꎬ当 ＤＯＮ 剂量不高于 ５ ｍｇｋｇ －１ 时ꎬ与对照组相比产蛋率无显著变化ꎬ
而当 ＤＯＮ 剂量为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时ꎬ产蛋率较对照组极显著降低ꎬ但 ＤＯＮ 剂量在高于 ２０ ｍｇｋｇ －１ 时ꎬ与对照组
无显著差异ꎮ Ｋｕｂｅｎａ 等 [１６] 指出饲喂 ＤＯＮ 污染量为 １８ ｍｇｋｇ －１ 的日粮不影响蛋鸡的产蛋率ꎬ由于目前没
有更多相关文献可供参考ꎬ笔者推测这一方面源于机体对 ＤＯＮ 吸收、代谢转化量有限ꎬ剂量为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时蛋鸡对 ＤＯＮ 的吸收代谢达到饱和后启动加速排泄机制ꎬ但其具体作用机制仍待进一步探究ꎻ另一方面
可能是由于肠道微生物对高剂量 ＤＯＮ 的解毒效果更好ꎬ使机体对 ＤＯＮ 吸收量减少ꎬ降低了 ＤＯＮ 对蛋鸡
的毒性ꎮ 有研究指出鸡肠道微生物主要集中在小肠前端ꎬ高剂量的 ＤＯＮ 可诱导十二指肠和空肠前端降解
菌的富集ꎬ使 ＤＯＮ 被代谢成脱毒产物去环氧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ꎬ进而降低了蛋鸡对 ＤＯＮ 的吸收 [１７－１８] ꎮ

３.２

ＤＯＮ 对蛋品质的影响

蛋品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ꎬ即蛋壳质量、蛋形指数等外在指标和蛋白高度、哈夫单位等内在指标ꎬ是评

价鸡种优劣的重要指标ꎮ 蛋形指数是描述蛋形状的参数ꎬ正常鸡蛋的蛋形指数为 １.３２ ~ １.３９ꎬ标准形为

１.３５ꎮ 本试验中ꎬ对照组蛋形指数较正常值有所降低ꎬ可能与品种不同有关ꎮ 各组蛋形指数较对照组均无
显著变化ꎬ但 １０、２０ 和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组显著高于 １ 和 ５ ｍｇｋｇ －１ 组ꎬ这表明饲喂 ＤＯＮ 的剂量达到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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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９

后会显著影响鸡蛋的形状ꎬ推测与高剂量 ＤＯＮ 影响蛋鸡子宫形态结构和功能有关ꎬ因为 ＤＯＮ 的主要毒性
作用是通过干扰 ＲＮＡ、ＤＮＡ 和蛋白合成来抑制细胞的增殖ꎬ靶细胞为快速分裂的细胞如肝脏、肠道细胞
等 [４－５] ꎬ高产蛋鸡子宫也是细胞增殖、分裂非常快速的组织ꎬ因此推测 ＤＯＮ 对蛋鸡子宫会产生一定的损伤
作用ꎬ且有对大鼠研究结果表明 ＤＯＮ 能显著降低怀孕母鼠的子宫系数 [１９] ꎮ 蛋壳颜色与遗传有关ꎬ本研究
中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组蛋壳颜色较对照组显著降低ꎬ２０ 和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组极显著降低ꎬ进一步表明 ＤＯＮ 可以干扰
蛋鸡子宫上皮细胞 ＲＮＡ 和 ＤＮＡ 合成ꎬ但其作用机制有待探索ꎮ 哈夫单位是评定蛋白品质和鸡蛋新鲜程

度的重要指标ꎮ Ｋｕｂｅｎａ 等 [１６] 研究表明ꎬ饲喂包含约 １８ ｍｇｋｇ －１ ＤＯＮ 的饲料后ꎬ鸡蛋蛋白高度显著提高ꎮ
与本试验中各剂量组的蛋白高度和哈夫单位较对照组均显著提高结果一致ꎮ
３.３

ＤＯＮ 对血常规的影响

血常规是评价动物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ꎮ 本试验中ꎬ饲粮中 ＤＯＮ 毒素超过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时ꎬＷＢＣ 数量

均显著降低ꎬＣｈｏｗｄｈｕｒｙ 等 [２０] 也指出给蛋鸡饲喂镰刀菌毒素污染的日粮后ꎬ蛋鸡白细胞和淋巴细胞显著降
低ꎬ与本研究结果一致ꎬ表明高剂量 ＤＯＮ 会破坏机体的白细胞和淋巴细胞ꎬ使其产生数量减少ꎬ进而影响
蛋鸡的免疫功能ꎮ 本试验中ꎬＲＢＣ 数量、ＨＧＢ 含量和 ＨＣＴ 均显著上升至最高ꎬＰｒｅｌｕｓｋ 等 [２１] 研究发现ꎬ长
期饲喂低剂量 ＤＯＮ 污染的日粮可引起猪 ＲＢＣ 数量和 ＨＣＴ 显著上升ꎬＢＡＬＢ / ｃ 小鼠在灌胃 ２.４ ｍｇｋｇ －１

ＤＯＮ 后也出现 ＨＣＴ 增加的现象 [２２] ꎬ这些结果表明 ＤＯＮ 会影响红细胞的数量及体积ꎮ 另外ꎬ在试验中各
剂量组 ＰＬＴ 数量均显著降低ꎬ孙真真等 [２３] 采用 ＤＯＮ 灌胃蛋鸡发现 ＰＬＴ 数量也显著降低ꎬ推测 ＤＯＮ 能破
坏血小板的生产ꎬ影响蛋鸡的止血和凝血功能ꎮ 但是ꎬＰｒｅｌｕｓｋｙ 等 [２１] 对猪的研究发现灌胃 ＤＯＮ 使 ＰＬＴ 数
量增加ꎬ不同的结果可能与 ＤＯＮ 的灌胃剂量以及动物种属有关ꎮ

３.４

ＤＯＮ 对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血清中 ＡＳＴ 和 ＡＬＴ 是反映肝脏受损的敏感指标ꎮ 本试验中当 ＤＯＮ 剂量高于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时ꎬ血清 ＡＳＴ

和 ＡＬＴ 活性均显著提高ꎬ与在小鼠、猪、鸡和鲤鱼的研究结果一致ꎬ不仅 ＡＳＴ 和 ＡＬＴ 活性提高ꎬ肝脏也出
现不同程度的损伤ꎬ充分证明肝脏是 ＤＯＮ 毒性作用的重要靶器官 [２２－２６] ꎮ ＡＬＰ 是临床上诊断肝胆体系疾
病的另一重要指标ꎬ当肝细胞损伤、再生障碍或发生癌变等情况时ꎬＡＬＰ 均可升高ꎮ 本研究中当 ＤＯＮ 剂量

高于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日粮时ꎬＡＬＰ 活性显著升高ꎬ与 Ｍｏｄｒａ 等 [２７] 给断奶仔猪饲喂 ＤＯＮ 污染日粮的结果相同ꎬ
表明 ＤＯＮ 能诱导肝脏发生损伤进而导致 ＡＬＰ 活性升高ꎮ 血清 ＣＲＥ 和 ＵＲＥＡ 浓度是体现肾脏肾小球的
滤过功能的 ２ 个重要指标ꎬ当肾脏受损时会引起血液 ＣＲＥ 和 ＵＲＥＡ 浓度升高ꎮ ＤＯＮ 各剂量组的 ＵＲＥＡ

均显著升高ꎬＧｉｒｉｓｈ 等 [２８] 给火鸡饲喂 ＤＯＮ 污染日粮ꎬ血清 ＵＲＥＡ 水平提高ꎬ而 ＤＯＮ 作用虹鳟鱼后ꎬ肾脏组
织病理学显示其功能失调 [２９] ꎬ这些结果提示肾脏是 ＤＯＮ 毒性作用的另一重要靶器官ꎮ

３.５

ＤＯＮ 对肝脏抗氧化指标的影响

肝脏不仅是 ＤＯＮ 毒性攻击的靶标器官ꎬ同时也是 ＤＯＮ 分解、代谢的主要场所ꎬ过量的 ＤＯＮ 聚集会降

低代谢酶活性ꎬ抑制肝脏脂质过氧化的发生 [３０] ꎮ 其中ꎬＴ￣ＡＯＣ 可反映体内的总抗氧化能力的大小ꎬＳＯＤ 和
ＧＳＨ￣Ｐｘ 是细胞内的主要抗氧化酶ꎬ其活力高低间接反映了机体清除自由基的能力ꎬＭＤＡ 为脂质过氧化产
物ꎬ反映机体脂质过氧化物的生成速率和强度ꎬ也间接反映组织氧化损伤程度ꎮ ＮＯ 作为一种重要的细胞

信号传导分子ꎬ与机体抗氧化功能密切相关ꎬ有研究表明过量的 ＮＯ 作用于巯基ꎬ能使相关抗氧化酶失活ꎬ
组织局部产生的氧自由基与 ＮＯ 迅速结合生成毒性更大的 ＮＯ ３－ ꎬ从而产生细胞损伤 [３１] ꎮ 本试验结果显
示ꎬＤＯＮ 剂量为 ５ ｍｇｋｇ －１ 时ꎬ可以提高 Ｔ￣ＡＯＣ 水平和 ＳＯＤ 活性ꎬ表明日粮中 ５ ｍｇｋｇ －１ 的 ＤＯＮ 能诱导肝
脏的抗氧化性能增强ꎮ 但是当 ＤＯＮ 剂量在 ２０ 和 ５０ ｍｇｋｇ －１ 时ꎬ肝脏 Ｔ￣ＡＯＣ 水平和 ＧＳＨ￣Ｐｘ、ＳＯＤ 活性降
低ꎬＭＤＡ 和 ＮＯ 含量增加ꎮ 有研究证实给大鼠灌胃 ２８ ｍｇｋｇ －１ ＤＯＮ 后肝脏 ＳＯＤ 和 ＧＳＨ 活性降低 [３２] ꎮ 体
外研究表明ꎬＤＯＮ 在作用 ２４ ｈ 后可使 ＨＴ２９ 细胞系 ＳＯＤ 活性降低ꎬ巨噬细胞模型中 ＮＯ 浓度提高 [３３] ꎮ 给
小鼠饲喂黄曲霉毒素 Ｂ １ 、玉米赤霉烯酮和 ＤＯＮ 混合污染的日粮ꎬ肝脏和血清中的 ＭＤＡ 水平均显著增

加 [３４] ꎮ 这些毒性作用主要源于 ＤＯＮ 干扰细胞内核糖体肽基转移酶活性和抑制蛋白合成的机制ꎮ 低剂量
作用时ꎬＤＯＮ 诱导 Ｔ￣ＡＯＣ 水平和 ＳＯＤ 活性提高ꎬ促进肝脏的抗氧化能力ꎻ而高剂量刺激则会抑制 ＧＳＨ￣Ｐｘ

和 ＳＯＤ 等抗氧化酶活性ꎬ降低肝脏抗氧化能力ꎬ这可能与高剂量 ＤＯＮ 诱导肝细胞凋亡有关ꎮ Ｍｉｋａｍｉ 和吕
伟等 [３５－３６] 的研究均表明高剂量的 ＤＯＮ 染毒可使猪肝脏细胞和锦鲤肝细胞发生凋亡ꎮ 总之ꎬ低剂量 ＤＯＮ
可诱导肝脏抗氧化性能增强ꎬ高剂量 ＤＯＮ 则抑制肝脏的抗氧化能力ꎬ进而产生毒性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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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蛋鸡日粮中ꎬ当 ＤＯＮ 剂量高于 １０ ｍｇｋｇ －１ 时ꎬ会显著影响蛋鸡生产性能ꎬ降低蛋鸡产蛋率和蛋品质ꎻ

减少血小板的数量ꎬ干扰机体凝血功能ꎬ同时严重影响蛋鸡的免疫力ꎮ 此外ꎬ肝脏和肾脏是 ＤＯＮ 造成蛋鸡
毒性作用的主要靶器官ꎬ肝脏抗氧化能力的损伤可能是其毒性作用的主要根源ꎮ 当日粮中 ＤＯＮ 剂量为

１ ｍｇｋｇ －１ 时ꎬ蛋鸡生产性能稳定ꎬ血液生理生化指标和肝脏抗氧化能力稳定ꎬ故暂定 １ ｍｇｋｇ －１ 为 ＤＯＮ 对
蛋鸡的安全剂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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