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丁酸甘油酯与三乳酸甘油酯对脂多糖刺激肉鸡
生长性鹾、血液生化指标及肝脏链量状态的影响

■李娇龙1张俊1邱洪仪1杨玲2谭灵琳1丁斌鹰1

(1．武汉轻工大学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430023

2．武汉泛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湖北武汉430023)

摘 要：试验研究了三丁酸甘油酯与三乳酸甘油酯对1～21日龄肉鸡生产性能和对脂多糖

(LPS)刺激肉鸡生长性能、血浆GPT、GOT、AKP活性以及肝脏能量状态的影响。试验分2期。第

1期：选取240只体重基本一致的1日龄Cobb肉公鸡，随机分成3组(对照组、丁酸酯组和乳酸酯

组)，每组4个重复，每个重复20只鸡。其中对照组饲喂基础日粮，丁酸酯组和乳酸酯组分别饲喂

在基础日粮的基础上添加0．1％三丁酸甘油酯、0．1％三乳酸甘油酯的试验日粮。第Ⅱ期：在试验

第22 d，试验分为4组，分别为对照组和LPS组(选自试验I期对照组，各10只鸡)、丁酸酯组和乳

酸酯组(从试验I期丁酸酯组和乳酸酯组各选取10只鸡)。其中对照组和LPS组饲喂基础日粮，

丁酸酯组和乳酸酯组分别饲喂在基础日粮的基础上添加0．1％三丁酸甘油酯、0．1％三乳酸甘油酯

的试验日粮。每个组10个重复，每个重复1只鸡。在试验第25、27、29 d上午8：00，对LPS组、丁

酸酯组和乳酸酯组的试验肉鸡分别腹腔注射500 lxg／kg体重的LPs，对照组注射相同剂量的灭菌

生理盐水。第29 d中午12：00采血，第30 d上午8：00屠宰取肝脏。试验I期结果显示：饲粮中添

加0．1％的三丁酸甘油酯和三乳酸甘油酯对1～21日龄肉鸡生长性能均无显著性影响(P>0．05)。

试验Ⅱ期结果显示：①饲粮中添加三丁酸甘油酯和三乳酸甘油酯均缓解了LPS刺激引起了日增

重的降低(P>0．05)，且二种甘油三酯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②饲粮中添加三丁酸甘油酯和

三乳酸甘油酯均缓解了LPS刺激导致的血浆谷丙转氨酶(GPT)、谷草转氨酶(GOT)的升高(P<

0．05)，但二种甘油三酯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P>0．05)。③饲粮中添加三丁酸甘油酯和三乳酸甘

油酯均显著缓解了LPS刺激引起的三磷酸腺苷(ATP)、二磷酸腺苷(AMP)、腺苷酸池(TAN)、能荷

(EC)的降低(P<0．05)和AMP／ATP的升高(P<0．05)。三乳酸甘油酯还显著升高了AMP水平(P<

0．05)。由此可见，在本试验条件下，饲粮中添加0．1％的三丁酸甘油酯和s--,t,酸甘油酯均缓解了

LPS刺激引起的肝脏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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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

gate the effects of tributyrin fiB)and trilaetin

口L)on growth performance，blood biochemical

parameters，and liver energy status in LPS—chal—

lenged broilers．In experiment one，240 one—

day—。old male Cobb chickens were randomly allo—

cated to 1 of 3 treatments(Control，T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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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with 4 replicate pens per treatment and 20 birds per pen．Birds in control group were fed tlle bas．

al diet，whereas birds in TB and TC groups were fed the basal diet supplemented with 0．1％TB and

0．1％TC，respectively．In experiment two，half of the chickens fed on each diet were iniected intraperi．

toneally with 500斗g／kg BW of lipopolysaccharide(LPS)or saline at 25，27，and 29 d of age．The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t 4 h post the administration of LPS or saline and liver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t 24 h post administration of LPS or salin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et supplemented with

TB or TC did not affect the growth performance of broilers．but both TB and TC diets inhibited the re．

duction of average daily gain of LPS—challenged broilers．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TB or TC de．

creased伊<O．05)the blood activities of alanine transaminase and aspartate transamiBase in broilers as

compared with the LPS group。Dietary TB or TC also inhibit(P<0。05)the increase in AMP／ATP and

the reduction in levels of ATP，AMP，total adenine nucleotide(TAN)and energy charge(EC)induced

by LPS．Additionally，dietary supplementation of TC increased(P<0．05)the levels of AMP in liver in

comparison with control group．In conclusion，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diet supplemented with TB

or TC alleviated the liver injury induced by LPS in broi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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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环境及饲养管理中的各种因素会对肉鸡造

成应激，使其身体机能紊乱，生产性能下降，从而对肉

鸡生产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叫。脂多糖(U埯)是革兰

氏阴性细菌细胞壁特有的结构成分[31，能够造成机体

免疫应激。研究表明，LPS刺激显著降低了AA肉公

鸡生长性能[41，显著增加了仔猪肝脏能量损耗嘲。此

外，它还能够刺激肝脏释放细胞因子，引起机体免疫

反应进而造成肝脏损伤嘲。Olinga等m研究表明，LPS

刺激鼠肝细胞显著增加了培养基中TNFct、IL一1B和

IL-IO的水平。

三丁酸甘油酯和三乳酸甘油酯分别是由丁酸和

乳酸与甘油酯化而成的。二者都被证明具有良好的

抑菌效果，能抑制炎性因子分泌，还能作为能源物质

为机体供能隅。91。Cox等哺I研究表明，肉鸡日粮中分别

添加0．5％的丁酸或乳酸能够显著降低消化道沙门氏

菌水平。Zhang掣101在肉鸡日粮中添加0。1％的丁酸钠
显著降低了血清IL_6、TNFct水平，说明丁酸能够缓解

免疫应激造成的机体损伤。但是，关于二种甘油酯对

生长性能和肝脏损伤修复效果的比较还未见报道。

本试验的目的是通过对肉鸡进行LPS多次刺激，建立

了一个LPS多次刺激模型，来探究三丁酸甘油酯和三

乳酸甘油酯对LPS引起的生长性能下降和肝脏损伤

的修复作用。

l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240只健康、体重(45．1壬0．5)g的1 13龄Cobb肉公

鸡，购于武汉正大畜牧有限公司。

三丁酸甘油酯、三乳酸甘油酯，纯度为45％。均

由武汉泛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LPS，大肠杆菌血清型055：B5，购于Sigma公司。

1．2试验日粮

试验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1。

1．3试验处理

试验分两期。

试验I期：240只体重基本一致的1日龄Cobb肉

公鸡，随机分成3组(对照组、丁酸酯组和乳酸酯组)，

每组4个重复，每个重复20只鸡。对照组饲喂基础日

粮，丁酸酯组和乳酸酯组分别饲喂在基础日粮的基础

上添加0．1％三丁酸甘油酯和0．1％三乳酸甘油酯的试

验日粮。

试验Ⅱ期：在试验第22 d，从试验I期对照组

选取(按体重基本一致的原则)20只鸡分成对照组

和LPS组(饲喂基础13粮)，从试验I期丁酸酯组、

乳酸酯组各选10只鸡为试验Ⅱ期丁酸酯组、乳酸酯

组(饲喂在基础13粮的基础上分别添加0．1％三丁

酸甘油酯和0．1％三乳酸甘油酯的试验日粮)，每只

鸡单笼饲养。每组10个重复，每个重复1只鸡。在

第25、27、29 d上午8：00，对LPS组、丁酸酯组、乳

酸酯组的试验肉鸡分别腹腔注射500 I上g／kg体重

的LPS，对照组注射相同剂量的灭菌生理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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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每只试验动物采食量控制在80∥d，自由

饮水。

原料组成(％

玉米

豆粕

次粉

大豆油

DL一蛋氨酸

L一赖氨酸

食盐

石粉

磷酸氢钙

预混料

)

2

0．24

O

O．4l

1．6

1．14

注：1．预混料为每千克日粮提供：锰75 mg、锌50 mg、铁80 mg、铜

7．5 mg、碘0．3 mg、硒0．2 mg、VA 50 000 IU、VE 100 mg、VD，

13 750 IU、VK3 10 mg、VB,1 I mg、VB2 30 mg、泛酸55⋯g、炯

酸300 mg、VBe 20 mg、VB，：0．05 mg、生物素0．75 mg、氯化胆

碱5 000 mg；

2．营养水平中粗蛋白、钙、磷为测定值，其余为计算值。

1．4饲养管理

试验肉鸡饲养在不锈钢笼中，每笼20只鸡。试

验期4周，室温在第一周维持在32～33 cC，第二周在

30～32℃，后面两周维持在26℃，并保持畜舍通风良

好。试验前3周，自由饮水与采食。

1．5样品采集与处理

试验开始后，前三周每周对试验肉鸡称重，记录

采食量。试验第25 d注射LPS前和第30 d上午8：00

前(均为禁食12 h后)称重，并做好记录。试验第

29 d中午12：00(注射LPS后4 h)对试验动物颈静

脉采血15 ml，3 000 r／min离心15 rain，分离血浆并

于一80℃冰箱保存，待测。试验第30 d上午8：00屠

宰，剖开腹腔取肝脏切碎，然后迅速放入液氮中保存

待测。

1．6指标测定

1．6．1生长性能的测定

生长性能包括1～21 Et龄肉鸡采食量、平均日增

》40

重、料重比和LPS多次刺激期间即试验25-29 d的平

均Et增重(ADG)。

1．6．2血液生化指标的测定

用13立702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谷丙转氨

酶(Girl!)、谷草转氨酶(GOT)、碱性磷酸酶(AKP)

酶活。

1．6．3腺苷酸水平的测定

采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仪(Waters，美国)测定肝

脏腺苷酸水平，方法参照刘坚等[nl的方法进行。将

肝脏从液氮中取出，在液氮中研磨成粉末状。迅速

称取0．1-0．2 g置于预冷的匀浆器中，加入2 ml预冷的

1．5 mol／1高氯酸，冰浴匀浆，然后离心(4 oC，3 000Xg，

10 min)，取上清液l ml缓慢加入0．4 ml 2 mol／1碳酸

钾溶液中和，再离心(4℃，3 000Xg，10 rain)，取上清

液，一80℃保存待测。

1．7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统计软件SPSSl7．0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One—way ANOVA)和Duncan7s法多重比较，

显著水平为P<0．05。统计结果用“平均值±标准差”

表示。

2结果与分析

2．1 日粮添加二种甘油三酯对1～21日龄肉鸡生长性

能的影响(见表2)

表2甘油三酯对1～21日龄肉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注：表中同行数据肩标字母相同或无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

同行数据肩标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O．05)；下表同。

由表2可知，13粮中添加0．1％的三丁酸甘油酯、

三乳酸甘油酯对1～21日龄肉鸡生长性能没有显著的

影响(P>O．05)。

2．2 日粮中添加二种甘油三酯对LPS多次刺激肉鸡

平均日增重的影响(见表3)

由表3可知，与对照组相比，LPS组平均日增重显

著降低了19．4％(P<o．05)。与LPS组相比，丁酸酯组、

M西卫刃邡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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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酯组平均日增重分别提高了9．1％、10．2％(P>

0．05)。

2-3 日粮中添加二种甘油三酯对LPS多次刺激肉鸡

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见表4)

表4甘油三酯对IJI，s多次刺激

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L／I

(；17r 5．20±0．1半

(：()T 183±4

^KI， 2 5】8±772‘

5．23±0．2 I

184±71

【973±462

由表4可知，与对照组相比，LPS刺激升高了血浆

GPT含量18．8％(P<0．05)和GOT含量18．6％(P<0．05)。

与LPS组相比，日粮中添加0．1％的三丁酸甘油酯、三

乳酸甘油酯分别使血浆GPT含量降低了15．4％(P<

0．05)、23．3％(P<0．05)，血浆GOT含量降低了15．2％

(P<0．05)、14．7％(P<0．05)。与对照组相比，日粮中

添加0．1％的三丁酸甘油酯、三乳酸甘油酯分别使血

浆GPT和GOT含量变化不明显(P>0．05)。在AKP含

量方面，LPS组与对照组、丁酸酯组与LPS组和对照

组、乳酸酯组与LPS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

0．05)，但是丁酸酯组AKP含量比乳酸酯组的低

25．09％(P<0．05)。

2．4 日粮中添加二种甘油三酯对LPS多次刺激肉鸡

肝脏腺苷酸水平的影响(见表5)

由表5可知，与对照组相比，LPS刺激降低了肝脏

ATP含量50．4％(P<O．05)、ADP含量33．3％(P<0．05)、

AMP含量20．7％(P<0．05)、TAN含量32．1％(P<0．05)

及EC 21．8％(P<0．05)，升高了AMP／ATP比值48．9％

(P<O．05)。与LPS组相比，日粮中添加0．1％三丁酸甘

油酯、0．1％三乳酸甘油酯分别显著提高了肝脏ATP含

量113％、81％(P<O．05)，ADP含量61％、67．1％(P<

0．05)，TAN含量45％、44．8％(P<0．05)及EC 39．2％、

22．6％(P<0．05)，分别降低了肝脏AMP／ATP比值

44．4％、29．1％(P<0．05)。同时与LPS组相比较，三乳

酸甘油酯还提高了AMP含量27．2％(P<0．05)。日粮

中添加0．1％三丁酸甘油酯、0．1％三乳酸甘油酯，与对

照组相比，在肝脏ATP、ADP、AMP、TAN含量和EC值

差异不显著(P>0．05)。

3讨论

3．1 日粮中添加二种甘油三酯对1～21日龄肉鸡生长

性能的影响

本试验表明，日粮中添加0．1％的三丁酸甘油酯、

三乳酸甘油酯对非应激条件下肉鸡生长性能并无显

著性影响。这与Zhang等”州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其

原因可能是三丁酸甘油酯、三乳酸甘油酯都可以为动

物体提供丁酸、乳酸等有机酸；而Leeson等”2l认为，营

养状况良好的健康肉鸡在一个卫生状况良好，密度适

中的环境下生长时，日粮添加有机酸对其生长并没有

显著的效果。

3．2 日粮中添加二种甘油三酯对LPS多次刺激肉鸡

体增重的影响

LPS会对动物机体产生毒性作用，例如通过刺激

多种细胞因子的大量分泌而引起炎症反应，造成多

器官损伤，影响机体新陈代谢等，最终影响了动物的

正常生长16AOA 3l。本试验结果显示，在试验第25。29 d，

LPS显著降低了肉鸡平均日增重(P<0．05)，这与Lee—

SOR等”2l和Zhang等”0】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Zhang

等I⋯t的研究表明，LPS多次刺激后，肉鸡的生长性能

显著低于对照组。董晓铃|4也发现，LPS处理显著降

低了AA肉鸡生长性能。大量研究表明，丁酸、乳酸

不仅具有抗菌作用，还能增强机体免疫力，更能作

为一种能量来源为机体供能。zhan一哟研究表明，

添加0．1％的丁酸钠可以显著提高LPS刺激的肉鸡日

增重。在李瑞珍”4怕勺研究中日粮添加1．8％的乳酸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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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提高了仔猪日增重。在本试验中，与LPS组相比，

日粮中添加0．1％的三丁酸甘油酯、三乳酸甘油酯分

别使平均日增重升高了9．1％、10．2％，但未达到显著

水平。

3．3 日粮中添an-种甘油三酯对LPS多次刺激肉鸡

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GPT是在肝细胞内合成的，主要分布在肝细胞的

胞质中，当肝细胞受损时会释放入血，是反映肝细胞

炎症受损最敏感的指标。GOT可以从受损的肝细胞、

心肌细胞、肌肉细胞或脑细胞中释放入血。肝脏中

的GOT主要存在于线粒体中，GOT升高说明细胞器

受损，肝脏损害严重。肝脏中含有高浓度的AKP，血

液中AKP升高是肝脏受损的一种表现。由此可见，血

液中GPT、GOT和AKP浓度升高可能是由肝脏受损导

致的。
一

本试验中，LPS刺激显著升高了血浆GPT和GOT

水平。冯俊明等”5I的研究表明，LPS刺激库普细胞后

产生的活性递质ffNFa、IL一6、NO)显著升高了培养肝

细胞上清的GPT、GOT水平，这与本试验结果基本

一致。营养物质在修复肝脏疾病方面起着重要的作

用“61。在本试验中，与LPS组相比，日粮中添加0．1％

三丁酸甘油酯、0．1％三乳酸甘油酯显著降低了血浆中

GPT、GOT水平。徐振飞争川和杨玲【馆I的研究表明，日

粮中添加丁酸钠或三丁酸甘油酯均有降低断奶仔猪

血清GPT、GOT水平的趋势(P<0．05)。Miyoshi等例给
肝损伤的大鼠口服三丁酸甘油酯，发现三丁酸甘油酯

抑制了NF_KB活性，从而减弱了肝损伤程度。Giest—

ing等㈣建议，仔猪断奶后受到应激刺激，添加三羧酸

循环的中间产物如乳酸等将有助于缓解应激，减少体

组织分解。Tsiloyiannis等刚的研究也表明，日粮添加

1．5％的乳酸缓解了大肠杆菌感染引起的仔猪疾病。

以上结果表明，三丁酸甘油酯和三乳酸甘油酯均能缓

解LPS引起的肝脏损伤，且二种甘油三酯之间效果差

异不显著。

3．4 日粮中添an-种甘油三酯对LPS多次刺激肉鸡

肝脏腺苷酸水平的影响

线粒体是机体能量转化和物质代谢的中转站，

是机体所有氧化磷酸化的场所，为细胞各种活动供

能1221。ATP是机体中存在的直接能量形式，水解可生

成ADP或AMP并伴有大量的能量产生，用于机体各

项生命活动。与此同时，AMP通过氧化磷酸化和底

◆42

物水平磷酸化获得高能磷酸基团形成ATP，三者始

终保持着动态平衡巧I。TAN是ATP、ADP和AMP三者

之和，其大小反映了线粒体生成高能磷酸化合物的

能力、氧化呼吸活性和细胞的能量储备瞵1。EC反映

了高能磷酸键在ATP、ADP和AMP之间的相互转换，

是动态调节细胞能量平衡的一个参数，可有效评估

能量储备状态瞄，。 ～

研究结果表明，LPS显著降低了大鼠肝脏琥珀酸

脱氢酶、细胞色素氧化酶活性和EC水平，严重影响

了肝脏的能量代谢吲。本试验结果显示，LPS显著降

低了肝脏ATP、ADP、AMP、TAN含量和EC水平，显著

升高了AMP／ATP。以上结果表明，LPS刺激增加了

肝脏能量损耗，降低了能量储备。Beauvieux等[231通

过对大鼠肝脏灌注丁酸和中链脂肪酸发现，丁酸和

中链脂肪酸增加了肝脏呼吸活性，修复了肝脏能量

代谢。中短链脂肪酸通过血液循环到达肝脏，进入

线粒体经B一氧化生成NADH和FADH：，NADH和

FADH：又进入电子呼吸传递链生成ATP。乳酸通过

肠腔进入血液循环到达肝脏，在肝脏转化为丙酮酸，

丙酮酸可以进入三羧酸循环生成删。本试验研
究结果与以上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与LPS组相比，丁

酸酯组、乳酸酯组的肉鸡肝脏ATP、ADP、TAN含量

和EC水平都有显著的升高。三乳酸甘油酯还显著

升高了肝脏AMP水平。以上结果表明，LPS刺激造

成了肝脏腺苷酸水平发生了变化，能量储备下降，而

三丁酸甘油酯和三乳酸甘油酯均能缓解LPS造成的

不利影响。

4结论

本试验结果显示：LPS多次刺激显著升高了血浆

GPT、GOT水平，增加了肝脏的能量损耗；而日粮中分

别添加0．1％三丁酸甘油酯和0．1％三乳酸甘油酯均显

著缓解了LPS多次刺激造成的肝细胞损伤和能量损

耗，且二者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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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工业》紧紧跟随移动互联网的

发展步伐，作为行业首家申请并推广新

浪官方认证微博及微信公众平台的媒体。

微博、微信用户可通过添加关注《饲料

工业》杂志，了解杂志最新电子期刊发

布、有奖征稿、行业热点、科技动态、

编读互动、问题解答等资讯。

作为<饲料工业>杂志的读者．如

果您是微信用户，添加<饲料工业)杂

志微信公众平台并回复留下地址、单位、

联系电话、姓名．我们就送您最新一期

的‘饲料工业>杂志。

具体添加方式方法如下：

1、在微信上直接点击“添加朋友”

——。按号码查找”。输入‘饲科工业>

杂志的微信号：feedindustry查找并关注

即可；

2、或用微信的扫描功能直接扫描以

下的二维码。点击关注即可。

作为《饲料工业》杂志的读者，如果

您是新浪微博用户，关注并@《饲料工业》

杂志新浪官方认证微博并留下地址、单位、

联系电话、姓名。我们就送您最新一期的

《饲料工业》杂志。

具体关注方法如下：

在新浪微博上点击”广场”——“找
人”，在搜索框内输入饲料工业杂志，选带v

认证的关注即可。

如果您既关注了《饲料工业》杂志新

浪官方微博又添加了微信官方平台，我们

每月将抽取三名读者，赠送《饲料工业》

全年杂志或合订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