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兴 国  

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湖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教育部饲料安全与高效利用工程中心
   湖南省畜禽安全生产协调创新中心

2017∙11   重庆  



本 人 简 介

           黄兴国，博士，湖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新型生物饲料研究与开发。

           湖南农业大学教育部饲料安全与高效利用工程中心主任

           国家生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分会理事

           湖南省畜牧兽医学会理事

           湖南省营养与生态环境学会常务理事

           湖南省科技特派员

           联系方式：13873168989； QQ:2510702848

            



目录

1 氧化应激

2 氧化应激对猪生产的影响

3 缓解氧化应激措施

4 益生菌缓解氧化应激效果



4 

1、氧化应激

     机体氧化还原稳态对于人和动物机体细胞、组织以及器官的正常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机体氧化还原稳态

的维持主要是依赖于机体氧化系统和抗氧化系统之间的动态平衡；这种动态平衡一旦被打破，活性氧自由基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产生过多或者机体抗氧化系统遭到破坏，就会引起机体氧化应激（

oxidative stress）。



5 

自由基就是最外层含有未成对电子的
原子、分子、离子，或作为分子片段
的原子基团。

由氧诱发的自由基。主要包括活性氧

(ROS)：氢自由基、超氧阴离子、羟

自由基、烷过氧基、烷氧基、氢过氧

基、单线态氧等

氧自由基

由氮形成，并在分子组成上含有氮的

一类化学性质非常活泼的物质,也称活

性氮。包括：一氧化氮（NO•）和过

氧亚硝基阴离子（ONOO-）

氮中心自由基

氧自由基与多聚不饱和脂肪酸发生脂

质过氧化的链式反应后生成的中间代

谢产物。包括：脂自由基（L•）、脂

氧自由基（LO•）、脂过氧自由基（

LOO•）

脂性自由基

自由基

氧自由基 （95％）：机体中最重要的自由基；其中： O2·- 、·OH 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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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的作用

u 参与脂肪加氧酶产物的生成

u 胶原蛋白的合成

u 增强肝脏的解毒作用

促 进 作 用 氧化损伤

u 对DNA的损伤

u 对蛋白质的损伤

u 对细胞膜的损伤

u 凝血酶的合成

u 参与调节细胞增殖与分化

u 维持正常的氧化代谢过程等

Bashan N, Kovsan J, Kachko I, et al.. Physiological Reviews, 2009, 89(1):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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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的作用

通过一系列反应，引起细胞凋亡、组织器官损伤

Bhattacharyya A, Chattopadhyay R, Mitra S, et al. Physiological Reviews, 2014, 94(2):3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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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动物氧化应激

01. 膜脂质过氧化增强 02. 蛋白质功能抑制 03. 核酸及染色体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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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内氧化－抗氧化平衡机制

u正常代谢过程中，在细胞线粒体内电

子传递链合成ATP过程中产生；

u参与巨噬细胞杀灭细菌的过程；

   中性粒细胞 Neutrophils，

   异嗜白细胞 Heterophils。

自由基的形成

u主要的抗氧化酶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清除O2. - 
过氧化氢酶（CAT)：清除H2O2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 ：
清除H2O2有机过氧化物
磷脂氢过氧化物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清除脂类过氧化物
谷胱甘肽硫转移酶：清除有机过氧化物
u主要的非酶性抗氧化剂
维生素类（Vit E, VitC)：清除1O2 O2.- 阻断过氧化
谷胱甘肽：清除1O2 OH•H2O2

蛋白质抗氧化剂(铜蓝蛋白）：控制OH•生成

抗氧化系统/Antioxidans

防御系统/Defense System

Bashan N, Kovsan J, Kachko I, et al.. Physiological Reviews, 2009, 89(1):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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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物质与自由基的关系

营养物质是动物体内清除自由基的物质来源

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

合成酶类抗氧化剂，如谷胱甘
肽的生物合成需要氨基酸、矿
物元素和ATP的参与。

本身是营养物质也是体内必须
的抗氧化剂，如VA、VC、VE
、β-类类胡萝卜素等直接参与
ROS的清除以及提高抗氧化物
酶活性

某些矿物质是酶类抗氧化剂的活
化中心，如内源硒、铜、锰是谷
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与
超氧化物歧化酶(Cu,Zu-SOD；
Mn-SOD)生物合成所必需的微
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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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营养物质有利于动物适应氧

化应激和防治某些动物疾病

营养物质是自由基所致生物分子损伤

修复的物质基础

营养物质与自由基的关系

u 被损伤的生物分子在修复或置换的过程中所需要的物质

，如核苷酸、氨基酸、脂肪酸、酶系统与辅助因子以及

能量来源均以营养物质为最终物质基础。

u 饲料中某些天然抗氧化剂及部分非营养素的有效成分可

能也直接或间接地在生物分子的修复或置换过程中起到

物质基础的作用。

u 日粮提高抗氧化剂（如：维生素C、维生素E）的用量

可减小氧化应激所造成的危害

u 适宜的营养水平也可以减少和预防生理性氧化应激所造

成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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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低温

运输、通风不良

过高的饲养密度

环境因素

寄生虫球虫

细菌、病毒感染

采食霉菌毒素

疾病因素

不饱和脂肪的氧化

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

日粮质量的变化

日粮因素

快速生长

大量采食及泌乳

肥胖

较高的代谢需要

1 2 3 4

2、动物生产过程氧化应激诱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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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采食量

13-34%
F/G

133%
腹泻

11-41%
日增重

生
长
性
能

15-22%
粗蛋白消化率

17-35%
粗脂肪消化率

14%
代谢能

30%
粗蛋白利用率

营
养
物
利
用

氧化应激对猪生产的影响

袁施彬等(2007)； Zheng等(2010）；Lv等(2012)；李永义等(2011)；Deng等(2010)；Yuan 等(2007)；徐静(2009)；李丽娟(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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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应激导致的深层后果

分子水平的损伤

u 脂肪：过氧化

u 蛋白：修饰产物

u 核酸：损伤

细胞凋亡

u 肠黏膜屏障功能丧失 

u 肠腔内有害物质如毒素或细菌

穿过肠黏膜进入体内

细胞水平

u 使生物膜PUFA比例下降，影响流

动性和完整，细胞膜损伤

u 细胞器功能丧失

Circu M L, Aw T Y. Seminars in Cell & Developmental Biology, 2012, 23(7):729-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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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应激对肠道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u 消化道器官与粘膜极易遭受氧化应激损伤，使旁细胞结合复合体受损，增加上皮通透性。

u 氧化应激不仅引发粘膜细胞损伤，可继而导致消化道分泌功能下降，导致消化吸收、转运和同化

代谢功能降低，降低饲料利用率。

u 氧自由基(ROS)可通过细胞信号传导途径影响细胞的分裂、分化、凋亡等过程，许多细胞信号的

传导通路对氧化应激都很敏感，ROS可能是诸多信号传导通路的共同环节。ROS可能通过影响

粘膜细胞的基因表达，调节肠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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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断奶导致仔猪发生严重的氧化应激，引起肠道屏障功能障碍，
这是诱发断奶应激综合症的重要原因。

断奶
仔猪

机体
氧化
系统
失衡

氧化
应激

DNA损伤

蛋白质损伤

脂质过氧化

氧化
损伤

氧化应激对仔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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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辛酸
茶多酚

葡萄籽
提取物

益生菌

虾青素

类胡萝
卜素

褪黑素

l最大程度降低饲料中的氧化产物（自由基）对

动物生长、健康的影响

l改善动物肠道的健康

l提高动物对维生素类抗氧化剂的利用效率

l降低动物的应激水平

抗氧化剂功效研究的最新进展

l阻止或延迟饲料中脂质的氧化

l提高饲料稳定性

l延长饲料保存期

传统添加抗氧化剂的目的

3、营养调控措施



18 

益生菌的抗氧化作用机制

u益生菌自身具有的抗氧化酶系统：如超氧化物

歧化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NADH氧化酶

使益生菌具有抗氧化活性。

u益生菌形成具有还原活性或调节氧化应激的大

分子或小分子代谢物而使其具有调节氧化应激

的功能。

u益生菌或其代谢产物通过细胞信号转导的方式

调节氧化还原平衡调节因子的表达水平而发挥

对氧化应激的调节作用。

u益生菌通过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而发挥对氧

化应激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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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益生菌缓解仔猪肠道氧化应激效果

试验动物与材料

二元断奶仔猪
德氏乳杆菌

（ 2.01×1010CFU/g ） 脂多糖

试验一、断奶仔猪饲料中添加益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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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分组 应激处理 德氏乳杆菌添加量
对照组 100 μg/kg BW 的生理盐水 0
LPS组 100 μg/kg BW 的LPS 0

德氏乳杆菌组 100 μg/kg BW 的LPS 0.2%

         预饲期为 3 天，正式试验28 天。饲养试验后，于试验第29天清晨，LPS组和德氏乳杆菌组仔
猪腹腔注射 100 μg/kg BW 的LPS，空白对照组注射等量灭菌生理盐水，注射 LPS 或生理盐水后每
个重复随机选取一头仔猪3 h 采血，6 h 屠宰。

  表1 试验分组

试 验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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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仔猪生长性能

图 1德氏乳杆菌对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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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仔猪血清和肠黏膜相关氧化指标

项目 对照组 LPS组组 德氏乳杆菌组

T-AOC (U/ml） 5.34±0.80ab 4.90±0.76b 6.43±0.96a

SOD (U/ml） 4.73±0.58 4.89±0.60 5.03±0.54

CAT (U/ml） 85.84±7.99 82.62±5.16 82.18±12.26

GSH-Px (U/ml） 604.49±30.58a 494.17±40.60b 596.89±61.24a

GSH (umol/L) 7.91±3.13 7.14±2.42 7.70±2.38

MDA (mmol/l） 2.18±0.19c 2.60±0.18a 2.28±0.19b

H2O2(mmol/l) 40.98±6.29b 55.31±10.26a 28.70±5.30c

       LPS 刺激导致血清中T-AOC下降，MDA和H2O2含量增多，机体出现氧化应激。德氏乳杆菌处理
降低了血清中的MDA和H2O2含量，增加了血清的T-AOC和GSH-Px活力。

表2 德氏乳杆菌对LPS刺激仔猪血清相关氧化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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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对照组 LPS组 德氏乳杆菌组
T-AOC（U/mg pro) 

    空肠 0.82±0.19a 0.53±0.16b 0.57±0.10b

   回肠 0.56±0.10a 0.43±0.08b 0.40±0.07b

   结肠 0.41±0.10b 0.51±0.14ab 0.62±0.07a

SOD（U/mg pro)
  空肠 16.21±3.47 14.41±2.71 14.54±3.14
  回肠 12.18±1.75 10.79±3.82 10.94±2.12
  结肠 11.60±3.26 17.74±2.39 17.28±3.39

CAT（U/mg pro)
  空肠 42.62±10.36 54.93±7.96 50.20±7.65
  回肠 48.48±9.59 48.46±10.50 49.45±13.19
  结肠 58.75±11.76 57.08±12.36 59.96±13.60

GSH（umol/g pro)
  空肠 73.53±7.23a 48.37±7.51c 59.42±4.16b

  回肠 51.92±5.98a 28.82±2.14c 39.69±2.58b

  结肠 41.82±9.52 34.03±7.19 40.18±7.88

表 3 德氏乳杆菌对LPS刺激肠道黏膜抗氧化能力的影响 

           LPS刺激导致空肠和回肠的T-AOC和GSH（还原性谷胱甘肽）含量显著降低，德氏乳杆菌显著增
加了空肠和回肠的GSH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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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德氏乳杆菌对LPS刺激肠道黏膜氧化产物含量的影响

项目 对照组 LPS组 德氏乳杆菌组
MDA（mmol/g pro)

   空肠 0.41±0.19b 0.77±0.21a 0.36±0.16b

   回肠 0.45±0.08a 0.40±0.05a 0.23±0.04b

   结肠 0.15±0.10 0.26±0.10 0.20±0.09

H2O2（mmol/g pro)
  空肠 2.52±0.33 2.93±0.39 2.82±0.31
  回肠 3.34±0.47 2.10±0.32 3.28±0.27
  结肠 2.80±0.20 1.89±0.30 2.44±0.56

      LPS刺激导致空肠MDA含量增加，出现氧化应激，德氏乳杆菌降低了空肠和回肠的MDA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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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仔猪小肠黏膜抗氧化酶mRNA丰度

图2 德氏乳杆菌对LPS刺激小肠黏膜抗氧化酶mRNA丰度的影响

     德氏乳杆菌能缓解LPS刺激导致的氧化应激
。其途径是降低空肠、回肠黏膜和血清中的
MDA含量，降低血清H2O2含量；增加血清T-
AOC能力及空肠和回肠GSH含量；增加回肠
CAT（过氧化氢酶）和CuZnSOD的mRNA丰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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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仔猪小肠黏免疫因子水平

      LPS刺激增加了空肠和结肠的IL-1β、TNF-
α水平，降低了空肠的IL-10水平，肠道处于炎
症状态。
     德氏乳杆菌降低了空肠、回肠和结肠的IL-
1β，空肠和回肠的TNF-α水平，增加了空肠和
回肠的IL-10水平，缓解了炎症反应。

图3 德氏乳杆菌对LPS刺激小肠黏免疫因子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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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仔猪小肠黏膜形态

项目 对照组 LPS组 德氏乳杆菌组

绒毛高度（um）

十二指肠 376.37± 27.44a 255.82±20.07c 288.12±24.37b

空肠 332.25±27.39a 252.73±8.62b 260.73±28.37b

回肠 248.37±24.06a 188.75±13.39c 218.62±10.71b

隐窝深度（um）

十二指肠 107.63±13.30 103.32±15.04 91.93±8.02
空肠 84.75±10.12b 126.37±14.27a 98.17±11.35b

回肠 77.13±16.48b 130.30±6.65a 88.92±10.83b

绒毛高度/隐窝深度 V/C  
十二指肠 3.41±0.45a 2.58±0.37b 3.12±0.27a

空肠 3.99±0.56a 2.02±0.25c 2.66±0.13b

回肠 3.35±0.87a 1.45±0.13c 2.50±0.35b

    LPS刺激导致小肠绒毛变短、隐窝加深和V/C减小；德氏乳杆菌缓解了LPS刺激
导致的肠道绒毛萎缩和隐窝加深的肠黏膜损伤。

表5 德氏乳杆菌对LPS刺激小肠黏膜形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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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仔猪小肠黏膜紧密连接蛋白mRNA表达

     图5 德氏乳杆菌对LPS刺激小肠黏膜紧密连接蛋白mRNA丰度的影响

     
        德氏乳杆菌增加了十二指肠和空肠ZO-1和OccludinmRNA丰度，结肠OccludinmRNA丰度。
   
        德氏乳杆菌能够缓解肠道损伤，途径是降低炎性细胞因子的水平，上调了肠道上皮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增
加了绒毛高度，降低了隐窝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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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二、哺乳期灌服德氏乳杆菌缓解仔猪肠道氧化应激效果研究

       ●选取胎次、产期且体重相近，窝仔数7-12头的健康新生大白仔猪10窝，每窝调至10头，打耳号，用于

试验。每窝随机平分为对照组、试验组。

分组

仔猪日龄/d

1 3 7 14

对照组 1ml生理盐水 2ml生理盐水 3ml生理盐水 4ml生理盐水

试验组 1ml菌液 2ml菌液 3ml菌液 4ml菌液

     ● 断奶当天（21日龄）将仔猪转入到保育舍，从试验组、对照组中分别选择健康无病、体重相近的仔猪

30头，随机分为6个重复，每个重复5头猪，共60头仔猪。试验仔猪统一饲喂保育日粮。试验期共49天。

试 验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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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氏乳杆菌对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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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氏乳杆菌对仔猪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以上结果表明：哺乳期灌服德氏乳杆菌促进机体蛋白质周转代谢， 提高机体蛋白质利用率。

结果表明：哺乳期灌服德
氏乳杆菌后，对肝脏具有
保 护 作 用 ， 试 验 组 仔 猪
AST水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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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氏乳杆菌对仔猪血清应激激素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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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氏乳杆菌对仔猪血清相关氧化指标的影响

结果表明：哺乳期灌服德氏乳
杆菌后，21d仔猪GSH-Px活性
增加，49d仔猪GSH-Px和CAT
活性增加。增加了血清T-AOC
活性，降低了血清MDA含量，
有利于改善脂质过氧化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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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组织相关氧化指标（21d）

德氏乳杆菌对仔猪组织相关氧化指标的影响

结果表明：哺乳期哺乳期灌服
德氏乳杆菌后，增加仔猪空肠
GSH-Px活性；增加了肝脏和回
肠T-AOC活性，降低了各组织
MDA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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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组织相关氧化指标（28d）

德氏乳杆菌对仔猪组织相关氧化指标的影响

结果表明：哺乳期哺乳期灌服
德氏乳杆菌后，增加仔猪各组
织GSH-Px活性，增加空肠CAT
活性；增加了回肠T-AOC活性
，降低了肝脏和回肠MDA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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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组织相关氧化指标（49d）

德氏乳杆菌对仔猪组织相关氧化指标的影响

结果表明：哺乳期哺乳期灌服
德氏乳杆菌后，增加仔猪肝脏
和回肠GSH-Px活性；降低了肝
脏MDA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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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氏乳杆菌对仔猪肠道黏膜形态结构的影响

仔猪空肠黏膜形态结构

仔猪回肠黏膜形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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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氏乳杆菌对仔猪肠道黏膜通透性及紧密连接蛋白mRNA表达的影响

仔猪空肠黏膜紧密连接蛋白mRNA丰度

仔猪回肠黏膜紧密连接蛋白mRNA丰度

德氏乳杆菌对仔猪血清
DAO（二胺氧化酶）含量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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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1.哺乳阶段：哺乳期灌服德氏乳杆菌后，缓解哺乳仔猪机体应激状况，改善肠道抗氧化功能，调控

机体抗氧化能力，促进仔猪生长。

2.断奶阶段：哺乳期灌服德氏乳杆菌，缓解断奶仔猪氧化应激状况，改善肠道结构功能，提高仔猪

断奶后续生长状况。

    本试验由博士研究生彭伟、硕士研究生侯淑玲、枉候军、刘明、韦良开等同
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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