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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方面 

一、内毒素简介； 

 

二、内毒素对动物健康的危害； 

 

三、减小内毒素负面影响的综合措施。 



一、内毒素简介 

1、由革兰氏阴性菌所产生； 

   常见的革兰氏阴性菌有：痢疾杆菌、伤寒杆菌、
大肠杆菌、变形杆菌、绿脓杆菌、百日咳杆菌、
霍乱弧菌及脑膜炎双球菌等； 

 

   常见的革兰氏阳性菌有：葡萄球菌、链球菌、肺
炎双球菌、炭疽杆菌、白喉杆菌、破伤风杆菌等；  
 
 



       在1884年丹麦科学家汉斯.克里斯蒂安.革兰
发现了革兰氏阴性和革兰氏阳性细菌； 

       他采用革兰氏染色法来鉴别革兰氏阴性和
革兰氏阳性细菌。  



革兰氏染色法 

固定 

结晶紫染色 

番红染色 

脱色 

碘处理 







2、是菌体细胞壁的组成成分，包括脂肪、蛋
白质及脂多糖（LPS），而大家通常所说的
内毒素是指LPS（具内毒素生物学特征）； 

 

          LPS由类脂A、核心多糖、O-特异性多
糖链三个组成部分 ； 

 

 



脂多糖 

• O-特异性多糖链和类脂A(内毒素) 

图1.  细菌内毒素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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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细菌在生活状态时不释放，只有当菌体自
溶（如裂解）或用人工方法（如抗生素）
使细胞裂解后才可释放出来； 



4、革兰氏阴性菌存在于水中、空气中以及地面上，
存在将其吸入体内后的高度危险性； 

  

         Zucker等 (2000)发现，下列革兰氏阴性菌在
猪圈中经常发生，肠杆菌属（71.2%）、假单胞
菌属（22.7%）及奈瑟氏菌属。 

        在肠杆菌属中，其中大肠杆菌的发生率高达
46.8%，团聚肠杆菌为40.4%，变形杆菌为9.6%，
弗氏柠檬酸杆菌为2.1%，而克雷伯氏肺炎杆菌为
1.1%。  



         因此，革兰氏阴性菌分泌的内毒素可存
在于饲料、地板及皮肤上，这些都可以被
动物吸入。 

         有研究就空气中存在的内毒素浓度进行
了测定。  



5、内毒素的单位和测定 

        空气中单位为EU/M3(内毒素单位每立方米)，
血液中为ml/L(毫升每升)； 

           用Limulus Amoebocyte Lysate test (LAL)，
LAL试剂通过检测内毒素的活性来测定内毒素的
含量，这是测定方法可以被广泛接受 (Liebers et 

al. 2008)； 

          添加EDTA和肝素作为抗凝血剂检测血液中的
内毒素。 



6、内毒素的标准 

              Roelofs和Binnendijk（ 2000 ）指出，在
荷兰，内毒素的标准为50个内毒素单位 /m3 ； 

              Rosmalen研究农场，其平均内毒素浓度为
1824EU/克粉尘，或6106 EU/m3，这是规定标
准50 EU/m3的许多倍。  

           



内毒素和外毒素的比较 

外毒素 

 
• 由细菌分泌并释放到体外  

 

• 为蛋白或多肽 

 

• 革兰氏阳性菌和阴性菌均可产生 

 

• 对神经和 胃肠道（GIT）有独特的作用 

 

 

内毒素 

 
• 细胞壁的组成部分 

 

• 脂多糖：类脂 A 
 
 

• 只革兰氏阴性菌产生 

 

• 没有特异的作用 

       

      但可引起发热，体弱及 过敏性休 

      克（anaphilactic） 



内毒素和外毒素的比较 

外毒素 

 
• 少部分具有致死作用 

 

 

• 耐受温度60 – 80 ℃ 

 

• 有抗原 

 

• 它可以被转化成类毒素 

内毒素 

 
• 大部分具有致死作用 
 

 

 

 

• 非常稳定：121 ℃能耐受1h 

 

• 没有抗原 

 

• 它不能被转化成类毒素 

 

 



二、内毒素对健康的影响 

1、发热和免疫反应 

   IL–1（白细胞介素因子1）的主要作用是减

少动物采食量；改变葡萄糖代谢途径；诱
发疾病； 

 

  TNF（肿瘤坏死因子 ）主要激发脂肪分解。  

 



   发热 

 

致热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释放内部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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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部位接触内毒素的反应差异性 

          Muller等 (2002)研究发现：摄入内毒素的部
位会影响免疫反应，通过静脉注射和肌肉注射后
立刻发生免疫反应，而通过皮下和支气管摄入的

反应会迟一点（摄入后4-6小时）。  



3、年龄和习性对敏感性的影响 

  3.1 产前接触内毒素 

      研究结果表明，怀孕母猪接触毒素，对仔猪的

免疫系统功能可产生长期影响(De Groot et al., 

2007) 。 



3.2 哺乳期接触内毒素  

          动物早期接触内毒素后，其后期对内毒素的
敏感性进行了研究。猪在哺乳期第3天到第11天，
每天隔离2小时，在12到56日龄时接触内毒素，
所有的猪都产生免疫反应(Tuchscherer et al., 

2006)； 

          第12天大多表现为肌震颤，第56天则表现为

呕吐。   



4、对营养消化吸收的影响 

         原理： 

         内毒素－－胆囊收缩素（CKK，一种激素荷尔
蒙） 减少－－胰腺分泌消化酶减少－－消化率下

降(Jaworek et al., 2008) 。 



表1. 断奶猪的生长性能与氮元素平衡(Daiwen et al., 2008) 

 
 

注：成对喂食：组中的猪喂食一定量的LPS组猪所用的饲料； 

       对照组和LPS组(200 μg/kg BW配1ml生理盐水肌注)的猪自由采食。 

 LPS  成对喂食 对照组（自由采食） 

起始重（kg） 10.09±0.61  10.20±0.26 10.15±0.30 

 

采食量（g/day） 403.7±48.8a 403.7±48.8a  

 

562.4±50.0b 

 

日增重（g/day） 171±21a 199±31a 302±22b 

 

N元素摄入量（g/day） 12.92±1.56a 12.92±1.56a 17.70±1.33b 

N元素排除量（g/day） 3.91±0.85a 2.19±0.67b 2.92±0.47ab 

表观消化率 75.66±3.84a 83.31±2.97b 83.52±2.36b 



5、其他直接或间接的有害影响 

  5.1 对繁殖的影响 

          Elmore等(1978)研究发现，母猪在分娩后24

小时内，通过子宫或乳房接触内毒素，几小时后，
检测到白细胞有所下降，动物还表现出包括呕吐、
泌乳量减少、拒绝给仔猪喂奶等症状，在母猪的

血样中能检测到大肠杆菌内毒素。  



5.2 对动物生长的影响 

          Daiwen等 (2008) 研究发现，5周试验期内，
于第15天、17天和19天接触内毒素，在第21天注
射PRRS的活疫苗，猪的采食量降低15%、生长
降低21%，同时对猪肉肉质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减少内毒素负面影响的综合措
施 

1、确保猪舍具有高质量的卫生，注意适当的
通风和减少灰尘； 

 

2、尽可能防止应激的出现，如热应激，可增
加动物对内毒素的敏感性； 

 



3、猪舍的温度不应太低 ，见下图： 

 
        18℃或34℃猪舍温度下，接触和不接触内毒素后1日龄仔猪的直肠温度(Caroll et al., 2001). 

 



4、添加霉可脱AZ，其实验报告见下表： 

 

 

 

 

 

来自莱比锡大学的体外试验证明了一个事 实： 

Myco-Ad A-Z对内毒素的吸附率达到89%。 

 



猪耳号 内毒素ml/L 

123 4.55 

125 30.86 

126 < 0.05 

127 > 50.00 

128 22.88 

129 2.85 

130 47.33 

参考值 

 

<0.5 

猪耳号 内毒素ml/L 

123 < 0.05 

125 < 0.05 

126 < 0.05 

127 < 0.05 

128 < 0.05 

129 < 0.05 

130 < 0.05 

参考值 

 

<0.5 

不含Myco-Ad A-Z的血液质 

 

来源：德国莱比锡的Biocheck 

      3周后，添加1 kg/MT Myco-Ad 

A-Z的血液质 

来源：德国莱比锡的Biocheck 
 



Before  Endotoxin level in blood using Mycoad AZ at 

2,5 kg for 20 days 



使用2.5kg霉可脱AZ 20天前，血液中内毒素的水平 

来源：德国莱比锡大学 (LALT) 2008 7 4 

编号 指标 内毒素 

EU/ml 

黄曲霉毒素
（ug/L） 

 DON 

（ug/L） 

赭曲霉毒素A
（ug/L） 

玉米赤霉烯
酮（ug/L） 

1 1548/11253 >50 

2 1548/11290  >50 

3 944/11258  >50 

4 944/11263  >50 

5 572/11252  >50 

6 572/11273  4.61 

血液参考值 <0.5*  

EU= endotoxin unit（内毒素单位）；DON= Deoxynivalenol（脱氧雪腐镰刀菌）  

 



after Endotoxin level in blood using Mycoad AZ 

at 2,5 kg for 20 days 



使用2.5kg霉可脱AZ 20天后，血液中内毒素的水平 

来源：德国莱比锡大学(LALT) 2008 7 18   
编号 指标 内毒素 

EU/ml 

黄曲霉毒素
（ug/L） 

 DON 

（ug/L） 

赭曲霉毒素A
（ug/L） 

玉米赤霉烯
酮（ug/L） 

1 1548/11253 <0.05 

2 1548/11290  <0.05 

 

3 944/11258  <0.05 

 

4 944/11263  <0.05 

 

5 572/11252  <0.05 

6 572/11273  <0.05 

血液参考值 <0.5*  

EU= endotoxin unit（内毒素单位）；DON= Deoxynivalenol（脱氧雪腐镰刀菌）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