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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粮中添加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生长性能、养分
消化率及经济效益的影响
杨昕涧，陈书琴，陈东里，杜红方，解祥学＋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５１９０６０）
摘要：本试验旨在研究日粮中添加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生长性能、养分消化率及育肥经济效益的影响。试验选用３０
头体重为（４２７±８）ｋｇ的法系夏洛莱牛，随机分为３组（对照组、ｓｌｏ组和ｓ２０组），每组１０头，其中对照组饲喂基
础日粮，ｓｌｏ组、ｓ２０组在饲喂基础日粮的同时分别添加１０ ｇ／（头·ｄ）和２０ ｇ／（头·ｄ）活性酵母产品。结果表明：
ｓ２０组日增重最高，达到１．２５ ｋｇ／ｄ，显著高出对照组４０．７０％（Ｐ＜ｏ．０５），ｓｌｏ组日增重比对照组高２５．５８％（Ｐ＞０．０５）；

ｓ２０组耗料增重比最低，达到６．８０：１，对照组最高，为１２．１８：１；ｓ２０组瘤胃内羧甲基纤维素酶和木聚糖酶活性相较对
照组显著提高，其中，中性洗涤纤维（ＮＤＦ）和酸性洗涤纤维（ＡＤＦ）表观消化率分别显著高出对照组１２．１３％和８．７２％
（Ｐ＜ｏ．０５），ｓｌｏ组ＮＤＦ和ＡＤＦ表观消化率分别比对照组高６．３５％和２．９１％（Ｐ＞ｏ．０５）。综上可知，日粮中添加活
性酵母产品可显著降低育肥牛耗料增重比，降低饲养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在本试验条件下，日粮中添加２０ ｇ／（头·ｄ）
活性酵母产品的增重效益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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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肉牛业的发展得到重视，中央财

反刍动物日粮利用率、改善生产性能的作用［４。５Ｉ，但

政投入逐年增加。截至２０１５年，我国肉牛存栏量为

也有研究效果不一致的报道【６】，这可能是由于菌种

８１７．３万头，牛肉产量达到７００．１万ｔ，肉牛产业

及添加方式不同所致‘”。选择反刍专用菌及确定合

１０

已取得较大突破…。但我国肉牛生产水平低下，饲

理的添加量是活性酵母在反刍动物中应用的关键，

料转化率低等问题制约了肉牛养殖的可持续发展【２Ｉ。

本文在肉牛日粮中添加新型活性酵母，拟探究其对

肉牛作为反刍动物，主要依靠瘤胃中微生物发酵将

肉牛生长性能、日粮养分消化率和育肥经济效益的

粗饲料中纤维降解成为挥发性脂肪酸（ｖＦＡ）、甲

影响，为活性酵母在肉牛上的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烷和ｃｏ，等，为其提供机体生长与生产所需的能量、
蛋白合成所需的碳架和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３】。但

１材料与方法

瘤胃发酵能力有限，反刍动物对于日粮利用率较低，

１．１

这不仅影响肉牛的生长性能，也造成了资源浪费。

２０１７年１月８日在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因此，提高饲料转化率，促进肉牛健康、快速生长，

司产学研试验基地进行，选用３０头体重为（４２７±８）

提升肉牛生产水平是肉牛养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ｋｇ的法系夏洛莱牛，随机分为３组，分别为对照组、

国内外一些研究表明，添加活性酵母具有提高

ｓｌｏ组、ｓ２０组，每组１０头。试验期为６０ ｄ。对照

试验动物及处理

试验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９曰一

组饲喂基础日粮，ｓｌｏ组在基础日粮中添加１０

ｇ／

（头·ｄ）活性酵母产品，ｓ２０组添加２０ ｇ／（头·ｄ）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０５；修回日期：２叭７—０５—２３

活性酵母产品，活性酵母产品由广东溢多利生物科

资助项目：农业部公益性行业（农业）专项（２０１５０３１３４）
作者简介：杨昕涧（１９９０一），男，贵州瓮安人，助理工程师，硕士，
主要从事反刍动物营养研究，Ｅ—ｍａｉｌ：８７５７０７６７８＠ｑｑ

１．２试验目粮及饲养管理试验基础日粮由精料和

ｃｏｍ

＋通讯作者：解祥学（１９８４一），男，江苏徐州人，博士，高级工程
师，Ｅ—ｍａｉｌ：２８２９３５２２５＠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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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粗料组成，粗料为象草青贮，精料按１００％比例提
前配制后，饲喂前与粗料按６：４比例混匀投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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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组成及营养成分含量见表１。

初始重，在试验结束后称重，记录肉牛终体重。计

所有试验牛只均栓系式喂养，采用全混合日粮

算肉牛平均日增重：

（ＴＭＲ）方式饲喂，于每日０８：００、１４：００分２次饲

日增重＝终体重一初始重／试验天数

喂，自由饮水，每次饲喂前将已分装好的活性酵母

试验结束后，通过ＤＭ采食量与平均日增重，

与１００ ｇ左右精料混合均匀，投喂给试验组牛只，

计算耗料增重比。

对照组投喂等量精料，待牛采食完毕投喂试验基础

１．３．３

日粮。

随机挑选３头牛用胃管式瘤胃液采样器采集瘤胃液，
表１

日粮组成及营养成分（干物质基础）

％

测定羧甲基纤维素酶、木聚糖酶和微晶纤维素酶活
定义为每分钟每毫升酶液作用于底物生成的还原糖

原料组成
玉米

２８．６８

麸皮

８．１６

豆粕

９．６６

玉米酒精糟ＤＤＧＳ

在试验结束当日晨饲前，每组

力，采用ＤＮｓ还原糖分析法测定。酶活单位（Ｉｕ）

含量

项目

酶活力测定

量（¨ｍ０１）。
１．３．４

消化试验

试验结束前最后４ ｄ进行消化试

验。每组随机挑选３头牛，准确记录每天投料量和

１０．９２

剩料量，采用全收粪法收集粪便。混合每天收集粪样，

小苏打

Ｏ．５４

石粉

Ｏ．６６

食盐

Ｏ．３０

稀硫酸，混合均匀，６５℃烘干，回潮，制成风干样

预混料。

１．０８

以备分析，测定粪样ＤＭ、ｃＰ、ＮＤＦ、ＡＤＦ，方法

象草青贮
合计

混匀，称重，取总粪重的４％加入１／４粪重的１０％

同１．３．１。计算日粮养分全消化道表观消化率：

４０．００

某养分消化率（％）＝１００×（食入养分量一粪

１００．００

营养成分

中养分量）／食入养分量

粗蛋白

ｌＯ．９８

中性洗涤纤维

５４．９５

酸性洗涤纤维

２８．４４

钙

Ｏ．５０

磷

０．３０

疰；①赖黼为每千克鳓限姑供ｔ维生素Ａ

２ ４００ Ｉｕ，维生素Ｄ扔Ｉｕ，维生素Ｅ
铜１０噶，铁５１曜，锌３０蜒，锰２０ ｒｎｇ，锌３０曜，硒０．１醒，钴０．１ Ｔｎｇ

１．３．５

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市场实际情况，计算肉

牛育肥利润：

禾听闰（元／ｄ）＝（总增重（ｋ）×活撇（元蚀）一

饲料费用支出（元）一添加剂支出（元））／试验期
ｌ∞ＩＵ．

１．４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通过Ｅｘｃｅｌ初步整理后，

采用ｓＡｓ软件中ＧＬＭ过程进行统计分析，Ｄｕｎｃａｎｔｓ

１．３测定指标及方法

法进行多重比较，结果以平均值表示，显著性水平

１．３．１饲料样品试验期间每周采集投喂基础日粮，

为Ｐ＜０．０５。

测定其干物质（ＤＭ）含量、粗蛋白（ｃＰ）、中性
洗涤纤维（ＮＤＦ）、酸性洗涤纤维（ＡＤＦ）、钙（ｃａ）

２试验结果

和磷（Ｐ）。ＤＭ采用常压烘干减量法进行测定；

２．１

ｃＰ采用凯氏定氮法利用Ｆｏｓｓ全自动凯氏定氮仪

可知，各处理组的初始体重与终体重均无显著差异

（Ｋｊｅｌｔｅｃ ８４００）进行测定；ＮＤＦ和ＡＤＦ参照ｖａｎ

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生长性能的影响

（Ｐ＞ｏ．０５），ｓ２０组日增重最高，达到１．２５

由表２

ｋｇ／ｄ，

ｓｏｅｓｔ等［８１的方法采用ＡＮＫｏＭ ２０００ｉ全自动纤维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４０．７０％（Ｐ＜ｏ．０５）。ｓｌｏ组的日增

析仪测定．ｃａ含量的测定采用乙二胺四乙酸（ＥＤＴＡ）

重比对照组高２５．５８％（Ｐ＞ｏ．０５）。对照组ＤＭ采食

络合滴定法；Ｐ含量的测定采用钒钼黄比色法。

量显著高于２个活性酵母产品添加组（ｐ＜ｏ．０５）。

１．３．２生长性能试验期间每２周连续２ ｄ测定１次

ｓ２０组的耗料增重比最低，为６．８０：１，对照组最高，

采食量，记录每日投料量与剩料量，并采集投料与

为１２．１８：１，２组间差异显著（Ｐ＜ｏ．０５）。

剩料样品，测定ＤＭ含量后计算ＤＭ采食量：

２．２

ＤＭ采食量＝投料量×投料ＤＭ含量一剩料
量×剩料ＤＭ含量

由表３可知，活性酵母产品添加组

羧甲基纤维素酶和木聚糖酶均高于对照组。其中，

采用地磅称重，于试验开始前称重，记录肉牛

ｓ２０组羧甲基纤维素酶和木聚糖酶活性相比对照组

一１１９～

万方数据

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瘤胃内纤维素分解相关

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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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别为１ ６３５．００元／头和１ ８８０．８３元／头，对照组仅

日粮添加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生长性能的影响

为１ １９５．００元／头。扣除饲料及添加剂成本，试验

期间ｓ２０组利润最高，达１８．３２元／（头·ｄ），对
照组最低，为６．７５元／（头·ｄ），ｓｌｏ组每头利润
为１４．８９元／（头·ｄ）。
表５

日粮添加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育肥经济效益的影响

注：同行数据肩标不同小写字母代表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含有相同小写字母或无字母代表
差异不显著（尸＞０．０５）。下表同

表３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瘤胃内纤维分解相关酶
活性的影响

Ｕ

显著提高（Ｐ＜ｏ．０５），ｓｌｏ组的木聚糖酶活性相比
对照组显著提高（Ｐ＜ｏ．０５），而其微晶纤维素酶
和羧甲基纤维素酶活性与对照组相比没有显著变化
（Ｐ＞ｏ．０５）。
２．３

影响

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日粮养分表观消化率的
由表４可知，与对照组相比，活性酵母产

品添加组的ＤＭ和ｃＰ表观消化率较高，但２个

３讨论

试验组间无显著差异（Ｐ＞ｏ．０５）。ｓ２０组ＮＤＦ和

活性酵母产品是一种成分复杂的微生态制剂，

ＡＤＦ的表观消化率分别较对照组高１２．１３％和８．７２％

它是由细胞外代谢产物、酵母细胞及变性培养基组

（Ｐ＜ｏ．０５）。ｓｌｏ组的ＮＤＦ和ＡＤＦ表观消化率分

成的混合物，其代谢产物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氨基酸、

别比对照组高６．３５％和２．９１％（Ｐ＞ｏ．０５）。
表４

寡糖、小分子肽、醇类、酯类及其他一些重要的辅

日粮添加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日粮养分表观
消化率的影响

助因子，可改善饲料适口性和促进动物对日粮的消
％

化吸收ｐ。…。闰晓刚””研究表明，在颗粒精料日粮
基础上，每日在鲜奶中添加２０ ｇ酵母培养物可提高
犊牛平均ＤＭ采食量和平均日增重。本研究结果表
明，日粮中添加新型活性酵母产品提高了肉牛平均
日增重与饲料转化率，但其采食量并未提高。这可
能与菌剂类型、添加量、试验动物种类及动物所处
阶段不同有关。

根据市

肉牛瘤胃内饲料主要依靠微生物分泌的各种酶

场实际情况，所用饲料按每千克ＤＭ折算价格为１．３６

对其进行分解。微生物所产生的酶活性决定了瘤胃

元／ｋｇ，活牛市场价格为２５元／ｋｇ。由表５可知，

微生物对饲料的分解程度。微晶纤维素酶是能有效

对照组总ＤＭ采食量显著高于活性酵母产品添加组

分解微晶纤维素的一种外切口一葡聚糖酶；羧甲基

（Ｐ＜ｏ．０５），ｓ２０组试验全期增重最高，对照组试

纤维素是一类作用于线性纤维素分子链内Ｂ一１，４

验全期总增重最低。ｓｌｏ组和ｓ２０组的增重价值分

糖苷键，产生纤维素糊精、纤维二糖和葡萄糖的内

２．４活性酵母产品对肉牛经济效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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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葡聚糖酶；木聚糖代表一组可水解木聚糖底物生

育肥经济效益。本试验条件下，添加水平为２０ ｇ／（头·ｄ）

成木糖的酶类，是包括外切口一１，４木聚糖酶、外

新型活性酵母产品时效果最佳，增重效益最大。

切卢一１，４木聚糖酶和卢一木糖苷酶等多组分的多
酶复合体。纤维素分解是在多种纤维素酶系协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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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ｎｏｓ—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Ｊ

１９９９，１１（ｓ１）：１—１６．

维利用率”２。１…，使得日粮营养物质的消化利用率提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升，从而改善动物的生长性能”５１“。耿春银”５１研究
『５】

ｓｕｍｍｅｒ［Ｊ］．Ｊ
［６】

ｏｒ

Ｄａｉｒｙ

ｓｃｉ，２０１５，９８（６）：４０６２—４０７３．

ｓｃｏｒｅ

ａｔ

ｃａｌ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 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ｅ

ｆ７】

酶活性。添加水平为２０ ｇ／（头·ｄ）活性酵母产品

Ｍ，Ｍｅｌｏ Ａ Ｃ Ｓ，ｅｆ ａＪ．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１ｉｖｅ ｙｅａｓ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ｌ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Ｒ Ｍ，Ｋｅｌｌｙ Ａ Ｋ，Ｏ’Ｇｒａｄｙ Ｌ，ｅ￡ａＪ．Ｔｈｅ ｅⅡ．ｅｃｔ ｏｆ
ｂｏｄ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本试验中，添加活性酵母产品不显著改变微晶纤维

组显著提高了肉牛饲料转化率，且羧甲基纤维素酶

Ｓａｌｖａｔｉ Ｇ Ｇ Ｓ，Ｊｄｎｉｏｒ Ｎ Ｎ
ｏｆ ｌａｃｔａｔｉｎｇ ｃｏｗｓ ｔｏ

在肉牛瘤胃的快速降解比例，提高其有效降解率。
素酶活性，但可显著提高羧甲基纤维素酶和木聚糖

１０７９【Ｊ］．Ａｎｉｍ

ｌ ０７７

Ｆｅｅｄ Ｓｃｉ Ｔｅｃｈ，

２００８，１４０（３）：２２３—２３２．

平等”７１发现，目粮中添加活性酵母可提高粗饲料（苜
蓿颖粒、玉米秸秆青贮、黑麦干草）ＮＤＦ和ＡＤＦ

ｗｉｔｈ 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 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ｅ

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ｃｅｓ ｂｏｕｌａｒｄｉｉ

发现，在育肥牛基础曰粮中按ｏ．８ ｇ／头的比例添加
活性酵母，饲料转化率较对照组提高了６．３％。景小

Ｍ，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Ｐ Ｈ，Ｏｒｔｅｇａ Ｍ Ｅ，ｅｆ ａｊ．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ｕｍｅｎ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ｉｒｙ ｃａｌｖｅｓ

ｏｎ

ｍｉｌ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 ｒｕｍｅｎ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ｉｒｙ ｃｏｗ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ｌａｃｔａｔｉｏｎ［Ｊ］．Ｊ

Ｓｃｉ，２０１０，９３（１１）：５３１８·５３２８．

Ｄａｉｒｙ

王典，王加启，宋丽华．日粮中添加酵母或酵母培养物对
奶牛生产性能的影响［Ｊ］．中国畜牧兽医，２０１２，３９（５）：８２·
８５．

［８】Ｖａｎ

和木聚糖酶的活性均显著提高，其ＮＤＦ和ＡＤＦ表

ｓｏｅｓｔ Ｐ Ｊ，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Ｊ Ｂ，Ｌｅｗｉｓ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ｎｅｕｔｒａｌ

观消化率相较于对照组显著提高，与上述试验结果

Ｂ

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ｇｅｎｔ ｆｉｂｅｒ，ａｎｄ ｎｏｎｓｔａｒｃｈ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ｎｉｍ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Ｊ］．Ｊ

Ｄａｉｒｙ

Ｓｃｉ，１９９１，７４（１ ｏ）：３５８３—３５９７．

一致。

『９】

肉牛育肥经济效益是肉牛养殖的关键指标，耿

窦茂鑫，吴涛．饲用微生态制剂的发展现状与应用性研究
［Ｊ］．饲料研究，２０１３，（１）：１３－１７．

春银”引研究发现，活性干酵母和酵母培养物均可提

［１０】

高育肥牛经济效益，活性干酵母主要通过提高肉牛

『１１】

陆庆泉，柴家前．动物微生态制剂在畜牧业中的应用［Ｊ］．
饲料博览，２０００，（３）：２８．３０．
闫晓刚．酵母培养物和颗粒精料对荷斯坦犊牛生长发育
的影响［Ｄ］．长春：吉林农业大学，２００５．

育肥末重、平均ＤＭ采食量及平均日增重的方式改

『１２】黄庆生，王加启．添加不同酵母培养物对瘤胃纤维分解茵

善育肥牛增重效益，但对饲料转化率没有显著影响。

群和纤维素酶活的影响［Ｊ］畜牧兽医学报，２００５，３６（２）：

仇武松等”剐研究结果表明，湖羊增重效益的获得是
通过日粮转化率的提升实现，而对ＤＭ采食量没有

１４４一ｊ４８．

『１３】

显著影响。本试验结果表明，添加活性酵母产品显

解的影响［Ｊ】动物营养学报，２００８，２０（１）：１０８—１１４．
『１４】

著改善了育肥牛经济效益，但肉牛增重效益的提高，

刘彩娟，孙满吉，孙金艳，等．饲粮中添加复合益生菌对
奶牛瘤胃发酵及纤维素酶活的影响［Ｊ］．动物营养学报，

主要通过饲料转化率及日粮纤维消化率的提升获得，
与景小平等””、仇武松等”剐研究结果一致。与耿春

冯伟业，刘大程，卢德勋，等．不同品质粗饲料日粮及添
加酵母培养物对绵羊瘤胃内主要纤维素酶及纤维物质降

２０１１，２３（５）：８２１—８２７．

ｎ５】

耿春银．活性酵母与酵母培养物饲喂育肥牛生长性能、
胴体指标和牛肉品质的比较［Ｄ】．北京：中国农业大学，

银”５１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与试验动物品种、

２０１５．

阶段及所用活性酵母产品类型及添加量有关。

『１６】

Ｆｉｎｃｋ Ｄ Ｎ，Ｒｉｂｅｉｒｏ Ｆ Ｒ Ｂ，Ｂｕｒｄｉｃｋ Ｎ Ｃ，ｅｆ ａＪ．Ｙｅａｓ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４结论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肉牛日粮中添加活性酵母产品可显著改善肉牛生
长性能，提高日增重，提高瘤胃内纤维降解酶活性，

景小平，彭全辉，邹华围，等．活性干酵母对肉牛瘤胃纤

『１８】

维降解率的影响［Ｊ】中国畜牧杂志，２０１５，５ｌ（１４）：５２—５５．
仇武松，王彦芦，张振威，等．日粮添加产朊假丝酵母与
枯草芽孢杆菌对湖羊生长性能及养分消化率的影响［Ｊ】

从而提升饲料转化率，降低饲养成本，显著提高肉牛

～１２１一

万方数据

ｃａｔｔｌｅ［Ｊ］．ＰＡｓ，２０１４，３０（３）：３３３—３４１．

『１７】

中国畜牧杂志，２０１７，５３（２）：１０６．１０９．

中固耄教象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