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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来霉素与几种常用抗生素添加剂
在仔猪生产中应用效果比较

张石蕊，谢申伍
(湖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湖南长沙410128)

中国分类号：$859．79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嫱号：0529—6005(2003)11-0046—02

抗生素类添加剂在畜牧生产中应用已有半个多

世纪历史，国内外大量的饲养试验和生产实践证明，

添加一定剂量的抗生素对促进动物生长、预防疾病、

改善饲料转化效率、保障健康、提高养殖业的经济效

益具有明显的作用。在高度重视抗生素的残留及耐

药性的前提下，在理想抗生素替代物出现之前，现阶

段动物生产中科学合理的继续使用抗生素添加剂仍

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意义。

南方由于潮湿多雨，持续高温，对家畜的生长形
成一定的危害。使用抗生素添加剂防病促生长是生

产者首选的有效措施。多肽类抗生素如安来霉素、黄

霉素、维及利亚霉素等，由于无吸收、排泄迅速、毒性

小、无副作用、不易产生耐药菌株、安全性好，在国内

外已被广泛使用。安来霉素是一种新进人中国市场

的多肽类抗生素添加剂，本试验目的是测定该抗生

素添加剂在仔猪生产中使用效果，并以南方养殖业

常用的几种抗生素添加剂作为对照。

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动物及其分组从35日龄长大二元杂交

已断奶仔猪的115头中按体重、性别和遗传基础相

近原则选择78头猪分为6个处理，每处理两栏，共12

栏，每栏6～7头。预饲1周，经检验，各处理间差异不
显著(P>0．05)。

试验设计见表1。

寰1试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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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论

3．1通过静态吸附法实验，在不影响黏杆菌素稳定

性的前提下，用1 mol／L HCl进行洗脱时，收率达到
52．8％。

3．2上样液浓度为2万IU／ml，以1 mol／LHCl洗

脱，流速控制在2 ml／rain时既可获得较好的洗脱曲

线，又能节约生产成本。

3．3离子交换后的洗脱液可去除发酵液中大部分

色素，减压浓缩后可用于继续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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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的营养水平结合猪场实际进行基础日粮配制，日

粮料型为千粉状。各处理日粮原料组成及主要营养

水平见表2。

裹2基础日粮原料组成殛主要营养水平

原料组成 配比(蹦) 营养水平(Mj／g，％)

玉米 66，o DE 13．22

小麦麸4．o CP 18 25

大豆粕 23．0 钙0．75

鱼粉 3．0 有效磷0．40

磷酸氢钙 1．0 赖氨酸1 02

石粉 1．0 蛋氨酸0 36

2％预混料 2．0 蛋+肮氨酸0．66
合计 100 食盐0．30

*预混料为每千克日稂提供：维生素A 5500IU，维生素DaZ200

Iu，维生索E 50 mg．维生素K32．2 mg．维生素B1 228 ug-核黄索5．0

mg．硫胺素1．5 mg，尼克酸25 mg．n泛酸12 mg，胆碱400 mg·Cu

220mg．FellomgtZnl60mg，Mn 50mg，1 0 3mg，se 0．3mg，赖

氨酸1 200 mg，蚤氨酸500 mg，

1．3饲养管理猪舍为密闭式，地面为部分水泥实

体与部分漏缝式，每栏圈舍面积为270 cm×200 cm。

试猪自由采食，乳头式饮水器饮水。按猪场常规程序

进行驱虫和免疫。试验开始与结束时分别对每头猪

清晨空腹称重。正式试验期为40天，试验期为5月22

日至7月2日。

1．4测定指标包括增重、日增重、日采食量、日采

食粗蛋白质量、饲料／增重(F／G)、蛋白质／增重

(P／G)、腹泻头数及头日数、腹泻率(腹泻头日数／饲
养头日数(100％)以及每公斤增重的饲料成本等。

1．5统计方法部分试验数据采用SAS统计软件

进行单因子方差分析和邓肯氏多重比较。

2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抗生素添加剂对仔猪生长速度的影响

经检验，各处理之间增重差异不显著(P>0．05)。以

低量安来霉素(5mg效价／kg)组为基准，中量安来
霉素组、高量安来霉素组、抗生素V组、抗生素H组、

抗生素G组日增重提高或降低幅度分别为

+0．52％、+5．1 5％、一2．06％、一7．22％、

+0．77％。见表3。

2．2不同抗生素添加剂对仔猪采食量、饲料及蛋白

质转化效率的影响 各处理间采食量以高量(15

mg效价／kg)安来霉素组及抗生素G组的采食量效
高，抗生素H组较低，其余几个处理日采食量相近。

以第l组830 g为基准，日采食量变化幅度在
一2．4％～+3．13％之间。

由于日增重、采食量存在差异，处理间饲料及蛋

白质转化效率亦有差异。以第l组2．14：1为基准，

处理间料重比变化幅度在一1．87％～5．14％之间。
其中以高、中、低剂量安来霉素组料重比指标较好，

高剂量安来霉素组达2．12；1，抗生素H组较差，为

2．25；1。蛋白质转化效率亦有同样趋势。见表4。

衰3各组生长性能测定

2．3不同抗生素添加剂对仔猪腹泻发生的影响

试验过程中，腹泻现象及具体腹泻发生率见表5。

寰5试验猪腹泻发生率

样本数

膜泻头数

腹泻头日数

腹泻率(蹦)

由表5可知，各处理腹泻率为0．52％～4．20％

之间，其中安来霉素3个处理间差异小，腹泻发生率

低，抗生素H组腹泻率较高，达4．20％，其次为抗生

素V组、抗生素G组，分别为2．4％，2．08“。

2．4经济效益分析用每增重1 kg饲料成本进行

比较，以第l组为准，各处理同变化幅度在一0．60％

～5．06％之间，其中第1、2、3组基本接近。与之相竺譬mⅫ》茹一竺≮¨“塑写。％塑¨：。”塑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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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是动物机体的一种免疫病理反应。药物引

起的过敏反应在兽医临床上比较常见，发病率较高，

轻的发生药疹，重的则导致动物休克，甚至死亡。近

年来，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动物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愈

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许多新药由人医临床迅速转

向兽医临床，动物药物过敏反应的发生率也随之增

多。本文结合兽医临床对药物过敏的原因进行了简

单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诊断与防治对策。

l产生原因

1．1药物因素 (1)药物代谢：过敏反应是抗原抗

体反应，由于大多数药物是小分子，为不完全抗原

(半抗原)。当这些小分子药物被引入机体后，药物和

它的代谢产物与体内大分子载体如蛋白质、多肽及

多糖等发生不可逆结合，形成共价结合的全抗原或

内源性的自身分子，在生产或储存过程中，通过聚合

反应生成多价半抗原(高分子过敏性物质)而产生特

异性抗体，有过敏作用。而青霉素、磺胺、奎宁、非那
收穑日期：2002—08—12 西汀等半抗原药物的代谢产物可与体内大分子载体

dhⅫ■h■“k址d如“k“k蛙d“托d|．∞■H■㈨^A“妤dE．妊d|．{蚰^^h托．宣f．目■驻矗E．驰d如妊．暑山“■Hd撤h“破山n■“础蹦砷如妊吐E-＆■“■tEd

比，第5组成本多增加5．06％，第4、6组分别增加 2．67％，1．49％。见表6。

寰6试验猪经济效益测定

3讨论

据报道，饲用安来霉素(Enramycin)是由微生

物发酵产生、为1 3个不同种类的17个氨基酸分子和

脂肪酸分子构成的环状多肽结构类物质。产品稳定

性好，耐高温，对动物肠道内多种草兰氏阳性菌有很

强的杀菌力，口服肠管不吸收，低(无)残留，不易产

生耐药性，对环境无污染。本试验在南方高温季节进

行，猪舍内日间最高温度34℃以上有近10天，最高

达38"C，因此试验过程中受试猪整体增重速度有所

下降。尽管如此，安来霉索添加剂在本试验中仍显示

了良好的应用效果。与几种常用抗生素添加剂相比，

添加安来霉素组的试验猪腹泻率最低，仅在

0．52％～0．71％之间，且腹泻头数最少。促生长效果

测定结果表明，安来霉素组的平均促长效果略高于

其它3类抗生素。研究同时证明，安来莓素在提高饲

料转化效率上效果明显，且性价比最高。

本试验也提示，在日粮中添加5 mg效价／kg的

安来霉素，就可在仔猪生产中取得较好的综合养殖

效果。

有关南方养猪生产条件下，安来霉紊对饲料中

各主要养分消化吸收与抗菌促长效果的进一步评

估，以及与其它促长剂的配合使用效果测定，有待后

续研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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