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赐美健制剂对断奶仔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温建新  李  健
 
（青岛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266109） 

摘要  为了观测赐美健制剂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及腹泻率的影响，选择 60 头 30±2 日龄体重相近的

健康长×大断奶仔猪，随机分为 3 组，一个对照组（A 组），饲喂基础日粮，两个试验组 （B 组和 C 组），

分别饲喂赐美健制剂，每组两个重复，试验期为 20 d。结果表明，头均日增重试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B 组和 C 组仔猪平均日增重分别为 448.5g 和 439.6g,比对照组提高 11.04%和 8.84%；料肉比

B 组和 C 组比 A 组分别降低 11.73%和 8.38%；腹泻率试验组极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分别降低 10.5%
和 8.25%。试验表明赐美健制剂能够提高断奶仔猪的生长速度和降低其腹泻率，为推广使用该产品提供

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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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断奶时容易发生腹泻，仔猪从断奶到育肥

前期，断奶腹泻造成的损失占全部的 75% [1]，早期

断奶腹泻是困扰我国养猪业的严重问题，目前主要

是改善饲养管理和在日粮中添加抗生素。但是，随

着人们对环境保护及食品安全的关注，人们对集约

化养殖产品的优质、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

对抗生素在畜禽养殖中作为生长促进剂所引起的

副作用(如动物免疫水平低下、耐药菌株的产生、

抗生素在畜产品中的残留和二重感染等问题)日益

担忧，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已受到严重挑战。越

来越多的国家纷纷禁止或限制多种抗生素作为饲

料添加剂。因此，开发和推广能有效替代抗生素类

生长促进剂的新型“绿色饲料添加剂”己成为当务

之急。益生素(Probiotics)是目前研究 早、 多且

己广泛使用的一类用于替代抗生素的新型绿色饲

料添加剂。现在，已有一些国际产品在生产销售，

主要有美国 Probiotics 国际公司的 PROTOXIN（水

剂、粉剂），英国 Europroteins 的 PROVITA Lac 
TEAL SBLC，日本藤泽药品公司的意拉库脱等，

国内也有许多公司的优秀产品。 
本研究为了观测乳酸菌益生素―赐美健系列

产品中用于仔猪的两种产品对断奶仔猪生长性能

及腹泻率的影响，来判定其应用效果，为推广使用

该产品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试验产品  产品 1：乳酸型粪肠球菌制剂；

产品 2：乳酸型粪链球菌制剂。 
上述两种制剂属赐美健系列产品，有效活菌数

保证值大于 109 个/g，产品并配以其他有益菌属、

畜禽生长所必需的维生素、氨基酸、生物酶以及其

他生物因子，由青岛安普动物营养品制造有限公司

提供。 
1.1.2  试验动物  选 60 头约 30 日龄体重相近，公

母各半的健康长×大断奶仔猪，随机分为 3 组，每

组两个重复。断奶仔猪由山东省莒南恒兴食品有限

公司良种猪场提供。 
1.1.3  饲粮配方  试验猪用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

水平见表 1。 
表 1  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饲料原料 配合比例(%) 营养素 营养水平

玉米 
大麦 
甘薯粉

麸皮 
豆粕 
菜籽饼

鱼粉 
骨粉 
食盐 

56.0 
10.0 
3.8 
2.5 
17.2 
5.0 
5.0 
0.3 
0.2 

消化能（MJ/Kg） 
粗蛋白质(%) 
粗纤维(%) 
钙(%) 
磷(%) 

赖氨酸(%) 
蛋氨酸+胱氨酸(%) 

13.72 
18.7 
3.5 

0.45 
0.51 
1.03 
0.53 

1.2  方法 
1.2.1  试验设计  试验设计一个对照组两个试验

组，A 组为空白对照组，饲喂基础日粮(不含任何

抗生素)；B 组和 C 组为试验组，B 组饲喂基础日

粮+乳酸型粪肠球菌益生素；C 组饲喂基础日粮+
乳酸型粪链球菌益生素；各组制剂添加量为 0.1%。 

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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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期 20d，在试验起始和结束时于早上 9：00~10：
00 空腹称重，并记下仔猪的体重。仔猪网上平养，

栏圈尺寸为 2.0×2.0 m。  
1.2.2  饲养管理  试验期间仔猪饲养在全封闭式

的保育仔猪舍内，舍内的温度保持在 22~25℃，仔

猪自由采食，每个栏圈安装有鸭嘴式饮水器供仔猪

自由饮水。仔猪的免疫按猪常规兽医传染病的免疫

程序进行，仔猪饲养管理措施严格执行卫生防疫制

度。 
1.2.3  测定指标  试验期仔猪末重，头均日增重，

料肉比、腹泻率。 
1.2.4  数据分析  对试验获得的数据进行方差分

析。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用于试验的两种产品对仔猪的头均日增重、料

肉比及腹泻率的影响的比较见表 2。 
表 2  两种产品对仔猪生产性能影响的结果 

试验
处理 

试猪始重 
(kg) 

试猪末重 
(kg) 

头均日 
增重(g) 料肉比

腹泻率
(%) 

A 组 7.53±0.014 15.61±0.069b 403.9±3.68b 1.81:1 31.5% 

B 组 7.50±0.028 16.47±0.071a 448.5±2.40a 1.62:1 21.0%a

C 组 7.52±0.028 16.30±0.071a 439.6±4.45a 1.67:1 23.25%a

注：①表中数据为平均数±标准差； 
②各平均数间相同字母的即为差异不显著（P>0.05），凡

不同字母的即为差异显著（P<0.05）； 
③腹泻率=每组仔猪发生腹泻的头日总数÷（仔猪头数×

试验天数）×100%。 
试猪末重组间差异显著(P<0.05)，B 组末重

高，C 组次之，A 组相对较低，B 组试猪末重比 A
组多达 0.89Kg；头均日增重组间差异显著(P<0.05)，
B 组和 C 组极显著高于 A 组（P<0.01），生长速度

分别提高 11.04%和 8.84%，B 组和 C 组间差异不

显著。 
A、B、C 三组料肉比分别为 1.81:1、1.62:1、1.67:1。

B 组和 C 组分别比 A 组提高饲料利用率 11.73%和

8.38%。 
A、B、C 三组腹泻率分别为 31.5%，21.0%，

23.25%，经两样本百分数差异显著性检验，B、C
组极显著低于 A 组（P<0.01），腹泻率分别低 10.5%
和 8.25%，说明添加 0.1%的微生态制剂（赐美健）

对仔猪腹泻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3  讨论与结论 
3.1  益生素（赐美健）提高仔猪生产性能 
  益生素（Probiotics）也称促生素、生菌剂、微

生态制剂、活菌制剂等，对其中文名称至今尚无统

一规定，对其定义的解释也不尽一致。美国的

Parker 教授对 Probiotics 作过如下定义：益生素是

维持消化道微生物生态平衡的活的或死的微生物

及其发酵产物。丹麦的学者认为：益生素是饲喂畜

禽的活的或死的微生物及培养物，目的是加强畜禽

肠道微生物群落的屏障功能，或非特异性的加强免

疫系统功能，FDA(美国联邦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把
它称为“可直接饲用的微生物制品”(Direct Feed 
Microbial Products，DFMs)1999 年，何明清等学者

把益生素定义为:一类含有大量有益菌及其代谢产

物和生长促进因子，具有维持肠道微生物平衡、提

高机体健康水平的微生物制剂，包含活菌、死菌及

其代谢产物[2]。 
可以直接饲用且比较安全的菌种有 40 余种。

我国农业部 1999 年 6 月公布了 12 种饲料级微生物

添加剂，主要归属于以下几类:乳酸菌类、酵母菌

类、芽孢杆菌类等[3、4、5]。适量微生态制剂（赐美

健）添加到饲料中能促进采食，促进消化，提高物

质同化速度，能显著地提高饲料利用率，促进仔猪

的生长速度。乳酸菌进入动物肠道上段迅速发育转

变成具有新陈代谢作用的营养型细菌，具有很强的

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的活性，有助于饲料的消

化利用，提高动物的饲料利用率和增重，同时肠道

菌群所生产的营养被称为动物的微生态营养，是维

持动物的生命和生长必不可少的元素，是对动物饲

料营养的补充。 
3.2  益生素在断奶仔猪日粮中的应用 

在养猪生产中特别是猪处于断乳、运输、转群、

气温突变或患病等应激条件下，使用效果明显，可

显著提高猪的日增重、提高饲料转化率，降低仔猪

腹泻和死亡率。韩剑众报道益生素可提高猪的生长

性能，平均日增重提高 11%，饲料转化率提高

8.5%[6、7]。Pollman 用乳酸杆菌饲喂仔猪，日增重

提高 8.4%，用乳酸杆菌合剂则日增重提高 2.5%，

饲料转化率提高 6.8%，早期断奶仔猪日粮中添加

益生素，可显著降低仔猪腹泻的发生[8]。聂实践等

应用益菌多添加到仔猪日粮中，仔猪腹泻发病头次

减少 22.9%，腹泻时间缩短 3.5 d[9]。 Lidbeck 等证

实了嗜酸乳酸杆能预防放射性治疗引起的腹泻，增

加断奶仔猪和生长肥育猪日增重和提高饲料转化

率[10]。Newman 等报道，粪乳酸杆菌可促进赖氨酸

的分泌，对赖氨酸饲喂量不足的生长猪来说，可提

高生长性能及钙的利用率[11]。 
3.3  益生素（赐美健）预防仔猪腹泻作用 
  益生素（赐美健）的适量添加剂量（0.1%）对

断奶仔猪的疾病尤其是腹泻具有较好的防治作用，

但添加量过小或过大对预防仔猪的腹泻效果均不

理想，这可能是由于乳酸菌进入肠道环境粘附于宿

主肠道上段黏膜上皮细胞表面，需形成一定稳定数

量的菌群，才能起到预防动物腹泻作用，而肠道中

同时存在大量大肠杆菌，由于微生物竞争作用，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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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剂量过少，则造成乳酸菌的消耗，形成不了一个

稳定的菌群，又由于微生态的平衡作用，反而导致

病原菌大量增长，而造成腹泻率增加，添加剂量过

高时，则打破了肠道中微生物菌落原有的平衡，也

导致动物腹泻率上升。 
3.4  益生素（赐美健）改善畜舍环境卫生,减轻粪
便尿恶臭   

养猪场粪尿恶臭，不仅污染周围环境，而且臭

气中所含的氨气，硫化氢等有害物质会影响猪健康

生长。而使用益生素（赐美健）后，可明显降低粪

便中的氨气与粪便素含量，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考

虑：（1）促进营养吸收，减少粪便中大肠杆菌含量，

大肠杆菌是肠道中产生臭味的主要细菌，任何生物

的种群数量，决定于食物与营养的多少，同样肠道

中大肠杆菌的数量也决定于到大肠肠道后段营养

物质的多少，饲料中添加益生素后，饲料的消化，

吸收都加强，到达肠道后段的营养物质明显减少，

肠道中大肠杆菌受到营养的限制，粪便中大肠杆菌

的数量下降，产生的臭味与氨气也减少。（2）细菌

素的抑菌功能，益生素中含有丰富的细菌素，从而

对大肠杆菌起到抑菌作用，也可防止其在肠道中定

殖，预防肠道的不正常发酵，抑制腐败菌生长，从

而达到除臭、除氨作用。 
3.5  影响益生素作用效果的因素 

研究和应用益生素遇到的 大的问题是其作

用效果变异大，尽管在某一试验条件下益生素的效

果很显著，但影响益生素作用效果的因素很多，养

殖场试验的效果常常很难预测。 
3.5.1  饲料成分的影响  饲料中含有拮抗益生菌

的抗生素或其他抗菌物质会影响使用效果。另外，

日粮中某些营养物质，如不饱和脂肪酸对益生菌的

活性有显著影响。有报道指出,饲料中的某些矿物

元素对益生菌活性有影响。 
3.5.2  微生态制剂质量的影响  微生态制剂的稳

定性、含菌数、活菌数等直接影响使用效果。另外，

储藏条件如水分、温度以及饲料的 pH 值均有影响。 
3.5.3  使用剂量与方式的影响  目前尚无微生态

制剂的动力学系统描述。益生菌在肠道发挥作用的

有效剂量及定植所需剂量无法明确，不同年龄、不

同种动物的 佳使用剂量不同，需通过实验不断摸

索。此外，动物个体差异性、环境的变化、菌种的

类别都会影响益生素的使用效果。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产肉国，占世界总产量的

25%，但其出口量仅占世界肉类贸易量的 25%。其

销售价格比国际市场低 50%以上[12]。造成我国畜

产品质量不符合要求的主要原因是药物残留、饲料

品质低、环境污染严重等。 
21 世纪人类的食品将首先突出安全。动物性

食品的安全，首先是饲料的安全。抗生素对预防和

控制畜禽疾病、促进动物生长、提高畜禽产量和生

产效率以及发展畜牧生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

时也产生了严重不良后果。随着科学认识的深入，

人们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对抗生素的副作用有

了深刻的认识，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动物饲养

者反对使用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作为抗生素替

代品的益生素，“以病治病，未病防病，无病保健”
是它的优点，克服了应用抗生素所造成的菌群失

调，耐药性菌株增加，以及药物的毒副作用等问题。

益生素的使用时间虽然不长，但其优点是明显的。

在其使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在运输、使用和保

存过程中容易失活，抗酸碱能力弱，难以长时间定

殖在肠道等。选育出繁殖速度快，耐受力强的菌株

己成为该领域发展的新方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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