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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试验旨在研究不同来源的单宁酸替代氧化锌对保育猪生长性能、血清生化指标和抗氧化指标的影响。

选用156头杜长大保育猪，分为4组，每组设3个重复，每个重复13头仔猪。对照组喂高锌（1.5 kg/t）饲粮，3个试
验组（五倍子粉组、五倍子水解组、栗木粉组）喂单宁酸（500 g/t）饲粮。试验结果显示，五倍子粉、五倍子水解、
栗木粉单宁酸替代高锌均能提高保育猪的生长性能（P>0.05）；五倍子粉、五倍子水解、栗木粉单宁酸组降低腹泻
率的效果不如高锌，但都在5%以内（P<0.05）；五倍子粉、五倍子水解、栗木粉单宁酸能降低保育猪血清尿素氮的
水平及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碱性磷酸酶的活性（P>0.05）；五倍子粉组、五倍子水解组、栗木粉组在抗氧化
性能方面可替代高锌组（P>0.05）。结果表明，在保育猪阶段，在饲料中添加量为500 g/t的五倍子粉单宁酸、五倍
子水解单宁酸、栗木粉单宁酸能够替代高锌（1.5 kg/t）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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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sources of tannic acid instead of high zinc on growth performance, serum
biochemical index and antioxidant index of nursery pigs
LAN Lin-cheng

SHEN Shui-bao NONG Si-wei et al

Abstract: The test aim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sources of tannic acid instead of zinc oxide on growth performance,
serum biochemical index and antioxidant index of nursery pigs. 156 DLY weaned piglet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with three replicates in each group and 13 piglets per replicate. The control group was fed a high zinc oxide (1.5 kg/t)
diet, three test groups were fed with tannic acid (500 g/t) diet: gallnut powder tannic acid group, gallnut hydrolyzed tannic acid
group, chestnut powder tannic acid group.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allnut powder, gallnut hydrolysis, and chestnut powder
instead of high zinc oxide could improve the growth performance of nursery pigs (P>0.05); gallnut powder, gallnut hydrolysis
and chestnut powder have lower effect on diarrhea than high zinc oxide (P<0.05), but all within 5%; gallnut powder, gallnut
hydrolysis and chestnut powder can reduce serum UN and ALT, AST, AKP in nursery pigs (P>0.05); gallnut powder, gallnut
hydrolysis, and chestnut powde can replace high zinc group in antioxidant. Gallium powder tannins, gallic hydrolyzed tannins,
and chestnut powder tannins can be used in place of high zinc (1.5 kg/t) in the nursery pig stage at 500 g/t.
Key words: tannic acid; nursery pig; growth performance; serum biochemical index; serum antioxidant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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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高锌因其促生长、抗腹泻等特性而被广
泛使用于动物饲粮中，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和危害人类

通信作者 ：沈水宝，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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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有研究表明，来自天然植物多酚的水解单宁酸同样

1.3

具有促生长、抗应激和提高动物免疫力等作用，已经作
为代替抗生素的饲料添加剂在动物中使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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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动物与设计
试验猪和场地由南宁新世丰猪场提供。选用 156 头

。本试验旨

33 日龄、体重相近的健康杜长大保育猪，按照每组胎次

在饲粮中不添加抗生素的情况下，研究用不同来源的单

相近的原则随机分为 4 组，每组设 3 个重复，每个重复

宁酸代替高锌对保育猪的影响，为单宁酸替代高锌在实

13 头仔猪。试验期 25 d，以饲粮中添加氧化锌为对照组，

际生产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试验 1、2、3 组分别添加五倍子粉、五倍子水解、栗木粉。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期间每天定时饲喂 4 次，以猪吃饱料槽剩余少量或

1.1

试验材料

不剩为准，保持猪舍清洁通风，温度保持在 20~25 ℃，

氧化锌由南宁同盼饲料厂提供。五倍子粉单宁酸、

湿度 60%~70%。

五倍子水解单宁酸、栗木粉单宁酸（以下简称五倍子

1.4

数据收集与测定

粉、五倍子水解、栗木粉）由广州施华科技有限公司提

开始正式试验前测定初始重，开始试验后每天记录

供。五倍子粉由五倍子药材直接研磨成粉状，五倍子单

采食量和腹泻率，期间随时记录发病和死亡情况，试验

宁酸有效成分为 70% ；五倍子水解是五倍子粉提纯后获

结束时测定末重。猪空腹 12 h 前腔静脉采血，3 000 r/min

取的纯单宁酸，有效含量 90% ；栗木粉是栗木蒸发提取

离心 10 min，制备血清。血清测定内容包括正常生化指

物，栗木单宁酸有效含量为 40%。饲粮中氧化锌添加量

标及免疫球蛋白 G（IgG）、免疫球蛋白 M（IgM）、免疫

（1.5 kg/t）；不同单宁酸组按单宁酸百分比含量换算后添

球蛋白 A（Ig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

加，饲粮中不同单宁酸组有效含量皆为（500 g/t）。

氧化酶（GSH-Px)、过氧化氢酶（CAT）等的活性及丙

1.2

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二醛（MDA）的含量。

饲粮配方参照 NRC（2012）猪饲养标准和猪场实际

1.5

配置，基础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1。
表1

数据收集后使用 WPS 软件汇总，用 SPSS 22.0 软件
分析，分析结果以“平均值 ± 标准差”来表示，并以

基础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风干基础）

原料组成
玉米
豆粕
膨化大豆
发酵豆粕
面粉
67% 秘鲁鱼粉
大豆油
葡萄糖
乳清粉
预混料

含量 /%
53.2
10.0
8.0
5.0
5.0
4.0
3.5
2.5
2.5
3.0

数据统计与分析

营养水平
粗蛋白质 /%
粗脂肪 /%
粗纤维 /%
粗灰分 /%
赖氨酸 /%
氯化物 /%
磷 /%
钙 /%
消化能 /(MJ/kg)

Duncan 氏法进行显著性比较。
18.20
6.20
2.50
5.00
1.35
0.60
0.55
0.80
14.23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来源单宁酸替代高锌对保育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见表 2）
由表 2 可知，各单宁酸组的日均采食量都比高锌组
高（P>0.05），栗木粉组最高 ；平均日增重高锌组最低，
且栗木粉组显著高于高锌组（P<0.05），五倍子粉组、五
倍子水解组、栗木粉组分别比高锌组高 3.63%、7.01%、

注 ：1. 预混料为每千克饲粮提供 ：Fe（按硫酸铁计）150 mg、Cu（按硫酸

7.96% ；高锌组的料肉比最高（P>0.05），五倍子水解组

铜计）85 mg、Mn（按硫酸锰计）80 mg、I（按碘酸钙计）1 mg、Se

最低 ；高锌组腹泻率最低，与五倍子水解组差异显著

（按亚硒酸钠计）0.3 mg、VA 10 000 IU、VD3 1 200 IU、VE 30 IU、
VB1 1.5 mg、VB2 3.5 mg、VB6 1.4 mg、VB12 0.03 mg、 烟 酸 30 mg、
D- 泛酸 15 mg、生物素 0.14 mg ；

比高锌组高 82.76%、180.69%、142.76%，但猪腹泻率都
在 5% 以内。

2. 营养水平中消化能为计算值，其余均为实测值。

表2

（P<0.05）
，五倍子粉组、五倍子水解组、栗木粉组分别

不同来源单宁酸替代高锌对保育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项目

高锌组

五倍子粉组

五倍子水解组

栗木粉

初始均重 /kg

10.11±0.10

9.87±0.04

10.04±0.18

10.08±0.07

平均末重 /kg

20.22±0.35

20.26±0.25

20.76±0.98

20.90±0.12

日均采食量 /(g/d)

724.83±19.31

平均日增重 /(g/d)

b

400.90±19.25

415.46±10.07

428.99±33.66

432.82±7.62a

料肉比

1.81±0.41

1.76±0.01

1.69±0.05

1.73±0.02

腹泻率 /%

1.45±0.75

b

737.86±21.93
ab

ab

2.65±0.74

727.67±41.61
ab

4.07±0.67

a

754.54±6.29

3.52±0.67ab

注：同行数据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
，相同字母或未标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下表同。

2.2

不同来源单宁酸替代高锌对保育猪血清生化指标的

影响（见表 3）
由 表 3 可 知， 与 高 锌 组 相 比， 五 倍 子 水 解 组 的 总

蛋白含量显著降低（P<0.05），五倍子粉组、栗木粉组
差异不显著（P>0.05）；各组的白蛋白含量差异不显著
（P>0.05）
，但单宁酸组都比高锌组高 ；高锌组、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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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粉组的球蛋白含量显著高于五倍子水解组和栗木粉组

著（P>0.05）；高锌组的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含量与

（P<0.05）；各组的尿素氮含量差异不显著（P>0.05）
，但

五倍子粉组差异不显著（P>0.05），显著高于五倍子水解

单宁酸组都比高锌组低 ；高锌组的谷丙转氨酶活性显著

组与栗木粉组（P<0.05）；各组的 IgG 和 IgA 含量差异

高于所有单宁酸组（P<0.05）；高锌组的碱性磷酸酶活性

不显著（P>0.05）；五倍子粉组的 IgM 含量比高锌组高

显著高于五倍子水解组（P<0.05），与另外两组差异不显

100%，差异显著（P<0.05）
。

表3

不同来源单宁酸替代高锌对保育猪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项目

高锌组

五倍子粉组

五倍子水解组

栗木粉组

总蛋白 /(g/L)

47.11±1.22a

48.66±1.69a

43.61±0.63b

46.08±1.80ab

白蛋白 /(g/L)

24.82±1.95

26.36±1.01

25.00±1.32

26.24±1.66

球蛋白 /(g/L)

a

a

b

19.84±0.15b

22.29±0.73

22.30±1.89

18.61±0.75

尿素氮 /(mmol/L)

4.26±0.11

4.16±0.17

3.82±0.38

4.08±0.61

谷丙转氨酶 /(U/L)

121.22±8.01a

101.89±4.72b

82.67±16.37c

87.89±5.30bc

谷草转氨酶 /(U/L)

89.44±14.26

79.56±7.70

64.67±20.48

107.00±57.07

碱性磷酸酶 /(U/L)

410.00±64.93a

351.11±15.00ab

327.00±30.53b

334.67±24.34ab

胆固醇 /(mmol/L)

2.71±0.14a

2.77±0.12a

2.32±0.12b

2.45±0.13b

高密度胆固醇 /(mmol/L)

1.03±0.10

1.03±0.07

0.90±0.05

0.90±0.07

低密度胆固醇 /(mmol/L)

1.39±0.13a

1.50±0.03a

1.14±0.07b

1.24±0.03b

2.3

甘油三酯 /(mmol/L)

0.48±0.03

0.52±0.22

0.49±0.07

2.45±0.13

空腹血糖 /(mmol/L)

5.93±0.18

6.02±0.16

6.02±0.35

6.09±0.64

IgG/(g/L)

0.11±0.06

0.10±0.03

0.11±0.02

0.11±0.01

IgM/(g/L)

0.01±0.00bc

0.02±0.00a

0.01±0.00c

0.01±0.00ab

IgA/(g/L)

0.06±0.01

0.06±0.01

0.05±0.01

0.05±0.01

不同来源单宁酸替代高锌对保育猪血清抗氧化指标

的影响（见表 4）

（P>0.05），其中五倍子粉组 > 栗木粉 > 高锌组 > 五倍子
水解组 ；高锌组的 GSH-Px 活性最高，显著高于五倍子

由表 4 可以看出，各组的 SOD 活性都高于锌组，且

水解组和栗木粉组（P<0.05），五倍子粉组、五倍子水解

五倍子水解组的 SOD 活性显著高于高锌组（P<0.05），

组、栗木粉组分别比高锌组低 9.74%、24.00%、24.92% ；

五倍子粉组、五倍子水解组、栗木粉组分别比高锌组高

各组的 CAT 活性差异不显著（P>0.05），高锌组 > 栗木

8.45%、13.56%、9.63% ；各组的 MAD 含量差异不显著

粉 > 五倍子水解组 > 五倍子粉组。

表4
项目
SOD/(U/mL)

不同来源单宁酸替代高锌对保育猪血清抗氧化指标的影响

高锌组

五倍子粉组

263.80±11.80

b

五倍子水解组
ab

286.03±21.16

a

299.57±8.63

栗木粉组
289.21±23.37ab

MDA/(nmol/mL)

4.33±0.68

4.48±0.52

4.20±0.69

4.38±0.90

GSH-Px/(U/L)

997.74±109.65a

900.56±93.22ab

758.20±146.09b

749.15±53.27b

CAT/(U/ml)

8.32±1.20

6.83±0.72

7.49±1.61

8.11±1.44

3 讨论

分前人的研究效果一致，且栗木粉对生长性能的效果最

3.1

不同来源单宁酸替代高锌对保育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好 ；而仔猪的腹泻率虽略高于高锌组，但都在 5% 正常

研究表明，单宁酸在预防保育猪生长性能下降和腹

范围内，推测可能是由于天气太冷，仔猪饮用低温冷水

泻的方面可起到一定的效果。孙展英等

[4]

在断奶仔猪饲

粮中添加单宁酸，发现提升了仔猪的日增重和营养物质
利用率，同时还降低了仔猪的腹泻率。隋慧等

[5]

研究也

发现，在断奶仔猪日粮中添加植物提取物的主要成分单
宁酸，提高了仔猪的日增重、降低了腹泻率和料肉比。
黄伟杰等

[6]

在断奶仔猪中用 2 kg/t 单宁酸替代氧化锌，

导致，也有可能是单宁酸的抗腹泻效果确实没有高锌好。
3.2

不同来源单宁酸替代高锌对保育猪血清生化指标的

影响
总蛋白含量反映了机体合成蛋白质水平和蛋白质沉
积水平，而尿素氮含量则反映了动物对饲料蛋白的利用
情况，尿素氮含量越低则蛋白利用越高 [7]。已知单宁酸

仔猪腹泻率与对照组并无显著差异，料肉比也有一定的

具有收敛作用，能提高饲料利用率 [8]。本次试验中，只

降低，但仔猪的采食量和日增重降低了，推测是由于单

有五倍子水解单宁酸总蛋白比高锌显著降低，而不同来

宁酸味苦、添加量过高导致采食量下降。本试验在不添

源单宁酸的尿素氮含量与高锌相比差异虽不显著，但均

加抗生素情况下，发现 3 种不同的单宁酸对仔猪的日均

有降低，这表明单宁酸对机体蛋白的合成有促进作用，

采食量、平均日增重和料肉比都比高锌组好，这和大部

这与前人对单宁酸的研究结果一致。谷丙转氨酶、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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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氨酶、碱性磷酸酶则间接反映了机体肝脏健康情况，
[9]

肝脏受损时分泌量增加 。本次试验中，高锌组此 3 项
指标都偏高，反映了高锌对于动物肝脏的危害，也可能
与单宁酸的抗炎作用有关

[10]

。

饲料研究 FEED RESEARCH

低腹泻率的效果不如高锌 ；腹泻率方面，五倍子水解组 >
栗木粉组 > 五倍子粉组 > 高锌组，但该数值都在 5% 以内。
②五倍子粉、五倍子水解、栗木粉能提高保育猪对饲
料蛋白的利用率，利于机体肝脏健康，且五倍子水解单宁

血清中的免疫球蛋白是机体体液免疫的主要组成部

酸的效果较好 ；五倍子粉可以提高血清免疫球蛋白含量。

分，在机体受到抗原入侵时，IgG、IgA、IgM 可以与抗

③五倍子粉单宁酸、五倍子水解单宁酸、栗木粉单

原结合，发挥免疫和防御功能

[11]

。研究表明，高剂量氧

化锌亦可提高仔猪的血清免疫功能 [12-13]。本次试验表明，

宁酸在抗氧化性能方面可替代高锌组。
综上所述，在保育猪阶段，在饲料中添加量为 500 g/t

在保育猪日粮中添加单宁酸后的血清免疫球蛋白含量并

的五倍子粉单宁酸、五倍子水解单宁酸、栗木粉单宁酸能

未明显低于高锌组，说明单宁酸对于提高保育猪的血清

够替代高锌（1.5 kg/t）使用。

免疫也有良好的效果，有替换氧化锌添加在日粮中的可
能性。苏成文等 [14] 在保育猪日粮中添加坚木单宁，能提
高猪群免疫力，明显促进机体产生抗体 ；邓文等

[15]

发

现栗木单宁能明显改善断奶仔猪的肠道屏障功能，提高
机体抗氧化能力 ；单宁酸在獭兔、奶牛的免疫效果研究
上也取得类似的研究效果 [16-17]。本次试验结果与前人的
研究效果基本一致 [18]。同时，本次试验发现，五倍子粉
对保育猪的血清免疫效果最好，IgM 与 IgA 含量都是最
高的，IgM 显著高于高锌组。同为五倍子单宁酸，全粉
效果比提纯后的好，推测是由于全粉中的其他中草药成
分也在发挥作用 [19]，具体影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3

不同来源单宁酸替代高锌对保育猪血清抗氧化指标

的影响
断奶应激会导致仔猪机体性能紊乱，氧化应激通
常也会在这个阶段产生，氧化应激是由于机体内自由基
过量导致 [20]。已知单宁酸中含有的多元酚羟基可以有
效清除自由基，起到良好的抗氧化效果，超氧化物歧化
酶（SOD）
、谷胱甘肽过氧化酶（GSH-Px)、过氧化氢酶
（CAT）的活性及丙二醛（MDA）的含量是衡量机体抗
氧化能力的重要指标，SOD、GSH-Px、CAT 的活性与
机体的抗氧化防御能力成正比，而 MDA 的含量可间接
反映机体组织的氧化损伤程度，MDA 含量高则受损大 [21]。
刘倩 [22] 研究发现，给布氏田鼠摄入单宁酸日粮后 , 田鼠
肝脏中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
酶（GPx）
、过氧化氢酶（CAT）、谷胱甘肽还原酶（GR）
活性与不添加单宁酸日粮相比均显著提高。邓文等 [15] 试
验表明，栗木单宁可提高仔猪血清中 SOD 活性、降低
MDA 含量、增强仔猪的抗氧化能力。本次试验发现，各
单宁酸组 SOD 含量都比高锌组高，但 GSH-Px 活性都
比高锌组低，而 MAD 的含量及 CAT 活性差异不显著
（P>0.05）
。本次试验有部分结果与前人研究一致，综上
所述，各单宁酸组在抗氧化方面可替代高锌组。
4 结论
①五倍子粉、五倍子水解、栗木粉能提高保育猪的生
长性能。生长性能方面，栗木粉组 > 五倍子粉组 > 五倍
子水解组 > 高锌组 ；五倍子粉、五倍子水解、栗木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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