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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阐释日粮添加玉米粉与油脂诱导奶牛低乳脂情况下，奶牛瘤胃细菌菌群的变化情况。 【方法】

采用自身对照试验设计，选取４头体况相近、健康的泌乳期中国荷斯坦奶牛。试验开始前先以基础日粮预饲并

以自身作对照。试验期奶牛日粮中添加玉米粉１．５ｋｇ·头
－１·ｄ－１，添加胡麻油１５０ｍＬ·头－１·ｄ－１。预饲期为

７ｄ，试验期为１５ｄ，分析奶牛乳脂率及瘤胃细菌菌群变化情况。【结果】在饲料淀粉营养水平达到２７％左右水

平上额外添加胡麻油１５０ｍＬ·头－１·ｄ－１，连续添加１５ｄ使奶牛的乳脂率极显著降低 （犘＜０．０１），乳糖显著升

高 （犘＜０．０５），成功诱导奶牛乳脂降低。瘤胃细菌研究表明，在门水平上共检测到２９个菌门，与对照组相比，

玉米粉和油脂诱导乳脂降低后奶牛瘤胃导软壁菌门丰度显著降低 （犘＜０．０５），放线菌门与浮霉菌门丰度极显著

增加 （犘＜０．０１）；螺旋菌门丰度显著增加 （犘＜０．０５）。在属水平上检测到３８９个菌属，其中１１０个菌属有显著

差异 （犘＜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奶牛瘤胃乳酸菌杆菌属丰度极显著增加 （犘＜０．０１），肠球菌属丰度极

显著降低 （犘＜０．０１），克里斯滕森菌属显著降低 （犘＜０．０５），普雷沃菌属丰度显著增加 （犘＜０．０５），毛螺旋菌

极显著降低 （犘＜０．０１），未注释毛螺旋菌属丰度显著增加，丁酸弧菌属２ （Ｂｕｔｙｒｉｖｉｂｒｉｏ２）丰度显著降低 （犘＜

０．０５），瘤胃球菌属１丰度显著提高。【结论】日粮添加玉米粉与油脂诱导奶牛乳脂降低，瘤胃细菌菌群多样性

未产生显著影响，但菌群结构及丰度发生了较大改变，产酸菌属与淀粉利用菌属增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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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研究意义】乳脂降低综合征是指由营养因素

引起的牛奶乳脂率降低的一种现象，降低幅度有时

可达５０％，但是乳蛋白、乳糖含量以及产奶量等

并未受到显著影响［１］。乳脂降低综合征的奶牛日粮

大多都有纤维素含量低、瘤胃易发酵碳水化合物含

量高的特点［２］。利用高精高脂肪酸日粮连续饲喂奶

牛，研究其对奶牛瘤胃中细菌菌群以及乳品质的影

响，对进一步阐明乳脂下降机制、指导生产中日粮

调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前人研究进展】王建平

等［３］研究表明，饲喂高精料日粮虽然可以提高产奶

量，但是乳脂率显著降低。国外研究发现，在日粮

中添加大量快速发酵碳水化合物，或者添加植物油

或鱼油均可诱导奶牛甚至奶山羊的乳脂明显降低，

即诱导产生乳脂降低综合征［４－５］。高淀粉和高脂肪

是有风险的添加剂，不仅会导致乳脂下降［６］，还会

对瘤胃菌群产生影响。Ｂｅｌａｎｃｈｅ等
［７］对比了粗饲和

高精饲喂的羔羊，结果发现粗饲羔羊瘤胃中有更多

的产琥珀酸丝状杆菌，瘤胃厌氧真菌和瘤胃细菌菌

群的多样性也更高。国外研究表明［８］，随着日粮精

粗比的增加，瘤胃纤维降解菌的生长会受到抑制。

Ｈｕｗｓ等
［９］在反刍动物饲料中添加鱼油，通过

ＱＰＣＲ技术，发现瘤胃解脂厌氧弧菌、丁酸弧菌

属、产琥珀酸丝状杆菌等的ＤＮＡ发生改变，表明

鱼油改变了反刍动物瘤胃的生物氢化。Ｎｅｔｏ等
［１０］

对比了在放牧水平下，是否添加全大豆添加剂 （油

源）条件对阉牛的影响，结果表明添加油脂抑制了

瘤胃纤维溶解菌的数量。Ｗａｎａｐａｔ等
［１１］研究表明，

随着日粮植物油的添加，水牛瘤胃微生物种群随之

降低。研究表明，乳脂降低综合征与瘤胃中微生物

群落的大规模转变之间存在关联［１２］。【本研究切入

点】研究发现在诱导奶牛乳脂降低综合征期间，奶

牛瘤胃淀粉菌Ｐｒｅｖｏｔｅｌｌａｂｒｙａｎｔｉｉ、产琥珀酸丝状

杆菌、溶纤维丁酸弧菌会减少，表明瘤胃微生物种

群变化与乳脂降低综合征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

性［１３］。虽然前人了解奶牛乳脂降低与瘤胃微生物

有关，但鲜少对比奶牛乳脂降低前后瘤胃菌群的变

化。【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本试验利用１６Ｓ高通量

测序技术分析玉米粉与油脂混合诱导奶牛乳脂下降

情况下，奶牛瘤胃细菌菌群结构的变化，为探明二

者的作用机制提供理论参考。

１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动物

试验动物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某牧场提供。试验

用玉米粉由宁夏某牧场提供，胡麻油为内蒙古赛星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１２　试验动物预处理

本试验采用自身对照试验设计，参考朱河水

等［１４］的试验方法。试验动物为泌乳期荷斯坦奶牛。

在同一个圈舍，根据体况良好、体重相近、胎次相

同、产奶量接近的原则，选取４头泌乳期中国荷斯

坦奶牛。试验开始以基础日粮进行预饲，预饲期为

７ｄ，以减少奶牛应激。预饲期后３ｄ开始采集瘤

胃液并混合均匀，作为对照组 （ＣＫ）。根据 ＮＲＣ

（２００１）奶牛饲养标准配制基础日粮，基础干物质

日粮组成和营养成分见表１。采用ＴＭＲ饲喂方式，

全天自由饮水。试验预饲喂期为７ｄ。

１３　淀粉与油脂添加方式

玉米粉和油脂奶牛组 （ＣＯ）日粮中额外添加

玉米粉 （２００目），含量为１．５ｋｇ·头
－１·ｄ－１，参

考 Ｗｅｉｍｅｒ等
［１２］，使饲料淀粉营养水平达到２７％

左右；额外添加胡麻油１５０ｍＬ·头－１·ｄ－１。玉米

粉每日添加两次，每次添加７５０ｇ；油脂每日添加

两次，每次添加７５ｍＬ，油脂和玉米粉均以灌服方

式一同添加，保证奶牛每日添加的油脂和玉米粉完

全采食，试验为期１５ｄ。

１４　试验样品的采集和处理

１４１　瘤胃液的采集方式　使用负压吸取装置

（自行设计），通过奶牛口腔?集瘤胃液。采集时间

分别为饲喂前 （０ｈ）及饲喂后２、４，６ｈ取样，

每次取瘤胃液５０ｍＬ。分别在预饲期和试验期的后

３ｄ采集瘤胃液，采集后立即放入冻存管放液氮临

时保存，并转移到试验室放－８０℃冰箱保存。为获

得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化冻后将每天４个时间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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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瘤胃内容物样品各取５ｍＬ，充分混匀后备用。

表１　奶牛干物质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成分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犪狀犱狀狌狋狉犻犲狀狋狊狅犳犱犻犲狋犳狅狉犱犪犻狉狔犮狅狑狊狅狀

犱狉狔犿犪狋狋犲狉犫犪狊犲 （单位／％）

原料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日粮营养水平

Ｄｉｅｔａｒｙ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

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豆粕Ｓｏｙｂｅａｎｍｅａｌ １１．３０ 粗蛋白ＣＰ １７．１４

菜籽粕Ｒａｐｅｓｅｅｄｍｅａｌ ３．２０ 钙Ｃａ ０．７６

全棉籽 Ｗｈｏｌｅｃｏｔｔｏｎｓｅｅｄ ３．５０ 磷Ｐ ０．４６

麸皮 Ｗｈｅａｔｂｒａｎ ３．１８ 中性洗涤纤维ＮＤＦ ３５．７８

压片玉米Ｔａｂｌｅｔｃｏｒｎ １１．０６ 淀粉 Ｃｏｒｎ ２４．２５

甜菜颗粒Ｂｅｅｔｇｒａｎｕｌｅ ２．４９ 产奶净能ＮＥＬ／（ＭＪ·ｋｇ－１） ６．００

啤酒糟Ｂｒｅｗｅｒ＇ｓｇｒａｉｎｓ ３．１６

苜蓿青贮Ａｌｆａｌｆａｓｉｌａｇｅ ４．１２

苜蓿Ａｌｆａｌｆａ １０．３２

玉米青贮Ｃｏｒｎｓｉｌａｇｅ ４５．０６

碳酸氢钙

Ｄｉｃａｌｃｉｕｍ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０．６２

石粉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０．３９

小苏打Ｂａｋｉｎｇｓｏｄａ ０．３０

氧化镁

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ｏｘｉｄｅ ０．５０

食盐Ｓａｌｔ ０．３０

脱霉素Ｄｅｍｙｃｉｎ ０．１０

预混料Ｐｒｅｍｉｘ ０．４０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１００．００

注：营养水平中产奶净能为计算值，其他为实测值。

Ｎｏｔｅ：ＮＥＬ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ｏｔｈｅｒ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１４２　牛奶的采集　试验牛每日清晨７∶３０采奶，

每次挤奶取两个奶样，每个牛奶样品采５０ｍＬ，分

别在弃去头３把乳后，手工挤奶的方法采奶。奶样

来自４个乳区，４个乳区的奶样混合后直接测定牛

奶成分。

１４３　瘤胃液ＤＮＡ的提取　取２ｍＬ瘤胃液提取

瘤胃微生物ＤＮＡ，采用试剂盒法，试剂盒购于南

京建成生物研究所。每头牛每个时间段瘤胃液取３

管样品，即３个重复。

１４４　ＰＣＲ扩增　ＰＣＲ扩增前用琼脂糖凝胶电泳

检测 ＤＮＡ样品的纯度和浓度，于离心管中取适量

的样品进行稀释。将稀释后的基因组 ＤＮＡ 作为模

板。瘤胃液ＤＮＡ扩增目的片段为Ｖ３＋Ｖ４区，引

物序列为：Ｖ３＋Ｖ４：３４１Ｆ８０６Ｒ
［１５］。

３４１Ｆ：ＣＣＴＡＣＧＧＧＮＧＧＣＷＧＣＡＧ；

８０６Ｒ：ＧＧＡＣＴＡＣＨＶＧＧＧＴＡＴＣＴＡＡＴ

１４５　ＰＣＲ产物的混样与纯化　ＰＣＲ产物使用

２％的琼脂糖凝胶进行电泳检测；依照 ＰＣＲ 产物

浓度的检测结果进行等浓度混样，充分混匀后使用

２％的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ＰＣＲ产物，使用南京建

成生物研究所提供的回收试剂盒回收产物。

１４６　Ｈｉｓｅｑ测序　将样品送至广州基迪奥生物

科技 有限 公司 进 行 Ｈｉｓｅｑ 测 序，其 测 序 采 用

Ｈｉｓｅｑ２５００ＰＥ２５０平台。

１５　数据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进行初步处理，采用

ＳＡＳ８．２统计软件中的随机区组设计进行数据处

理。数据由平均值±标准误表示，犘＜０．０５为差异

显著，犘＜０．０１为差异极显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奶牛乳品质变化

图１为日粮添加玉米粉和油脂后，牛奶乳脂变

化曲线。表２为添加玉米粉和油脂对牛奶乳成分的

影响。在添加玉米粉和油脂后，乳糖有显著提高

（犘＜０．０５），而乳脂率极显著降低；乳脂开始２ｄ

有小幅度的上升，从第４ｄ开始迅速降低。约１周

后，乳脂率开始稳定。可以发现乳脂稳定阶段与开

始饲喂阶段，乳脂率降低超过４８％，表明乳脂降

低综合征诱导成功。

图１　牛奶乳脂变化

犉犻犵．１　犆犺犪狀犵犲狊狅狀犳犪狋犮狅狀狋犲狀狋犻狀犮狅狑犿犻犾犽

２２　奶牛瘤胃细菌菌群序列及多样性分析

２２１　样品测序深度分析　本试验的瘤胃液样品

的Ｓｈａｎｎｏｎ曲线见图２。当测序深度超过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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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ｄｓ时，曲线趋于平缓，各样品达到饱和状态，

表明本试验的测序深度足以覆盖各样品中大多数细

菌。

表２　添加玉米粉和油脂粮对奶牛乳成分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犪犱犱犲犱犮狅狉狀犿犲犪犾犪狀犱犳犾犪狓狊犲犲犱狅犻犾犻狀犳狅狉犪犵犲

狅狀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犮狅狑犿犻犾犽 （单位／％）

项目

Ｉｔｅｍ

对照组

ＣＫ

试验组

ＣＯ

乳脂率 Ｍｉｌｋｆａｔ ４．０５±０．１６Ａ ２．１０±０．０６Ｂ

乳蛋白 Ｍｉｌｋｐｒｏｔｅｉｎ ３．２５±０．１０ａ ３．４５±０．１１ａ

乳糖Ｌａｃｔｏｓｅ ４．９５±０．２１ｂ ５．２７±０．０８ａ

注：同行数据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犘＜０．０５），不同大写

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犘＜０．０１），表４～５同。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ｐｅｅｒｄａｔａ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犘＜０．０５），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ｐｐｅｒｃａｓｅ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ｓ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犘＜０．０１）．Ｔｈｅ

ｓａｍｅａｓＴａｂｌｅ４－５．

２２２　瘤胃细菌菌群 ＯＴＵｓ比较　经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Ｈｉｓｅｑ测序结束后，除去低质量序列，通过序列拼

接，应用 Ｍｏｔｈｕｒ根据９７％的序列相似度，对序列

进行ＯＴＵ聚类，对样品进行ＯＴＵ的统计，剔除

稀有ＯＴＵ后对照组ＣＫ样品获得２９００个，试验

组ＣＯ样品获得２７７９个。样品间差异不显著 （犘

＞０．０５），两个样品共享ＯＴＵ为２３４４个。

２２３　瘤胃细菌ａｌｐｈａ多样性分析　基于ＯＴＵ的

结果，计算了Ａｌｐｈａ多样性。由表３可知饲喂玉米

粉与胡麻油对奶牛瘤胃细菌菌群的Ｃｈａｏ１值和Ａｃｅ

值与对照组比较，均有所减少，微生物数量有所减

少，但差异不显著 （犘＞０．０５），说明饲喂乳脂下

降后瘤胃细菌多样性无显著影响。与对照组比较瘤

胃细菌菌群，试验组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比对照组低，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比对照组高，说明奶牛瘤胃菌群种类

分布均匀度有降低，但是差异并不显著 （犘＞

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瘤胃细菌菌群的Ｓｈａｎｎｏｎ指

数和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均差异不显著。本试验覆盖率

均大于９９％，说明样品的采集足以反映瘤胃细菌

菌群情况。

图２　添加玉米粉和油脂对瘤胃细菌菌群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的

影响

犉犻犵．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犪犱犱犲犱犮狅狉狀犿犲犪犾犪狀犱犳犾犪狓狊犲犲犱狅犻犾犻狀犳狅狉犪犵犲

狅狀犛犺犪狀狀狅狀犻狀犱犲狓狅犳狉狌犿犲狀犿犻犮狉狅犫犻犪犾犳犾狅狉犪

注：ａ、ｂ、ｃ、ｄ代表４头不同的奶牛，每头奶牛瘤胃液样本取３

次重复。横坐标表示抽取的ｔａｇｓ数量；纵坐标表示抽取一定数

量ｔａｇｓ时所计算得到的ｓｈａｎｎｏｎ的期望值。

Ｎｏｔｅ：ａ，ｂ，ｃ，ａｎｄ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ｗｓ．Ｔｈｒｅｅ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ｏｆｒｕｍｅｎ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ａｍｐｌｅｐｅｒｃｏｗ ｗｅ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ｈｅａｂｓｃｉｓｓ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ｔａｇｓ；ｔｈｅ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ｈａｎｎ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ｗｈｅ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ａｃｅｒｔａ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ａｇｓ．

表３　样品在０．０３距离下的 Ａｌｐｈａ丰富程度

犜犪犫犾犲３　犃犾狆犺犪狉犻犮犺狀犲狊狊狅犳狊狆犲犮犻犿犲狀狊犪狋犱犻狊狋犪狀犮犲０．０３

项目

Ｉｔｅｍ

Ｃｈａｏ１指数

Ｃｈａｏ１ｉｎｄｅｘ

Ａｃｅ指数

Ａｃｅｉｎｄｅｘ

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ｉｎｄｅｘ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

Ｓｉｍｐｓｏｎｉｎｄｅｘ

覆盖率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对照组ＣＫ ３８６６．４７ ３７８０．２１ ７．９６ ０．９８ ９９．２９

试验组ＣＯ ３７１３．５７ ３６４２．１９ ８．３５ ０．９９ ９９．２９

犘ｖａｌｕｅ ０．２２ ０．２６ ０．１６ ０．１０ －

２２４　玉米粉与油脂处理奶牛瘤胃细菌在门水平

上的变化　表４为在玉米粉和油脂诱导乳脂降低后

部分细菌在门水平上的菌群变化。本试验共涉及

２９个门，包括芽单胞菌门犌犲犿犿犪狋犻犿狅狀犪犱犲狋犲狊、软

壁菌门犜犲狀犲狉犻犮狌狋犲狊、装甲菌门犃狉犿犪狋犻犿狅狀犪犱犲狋犲狊、

厚壁菌门犉犻狉犿犻犮狌狋犲狊、广古菌门 犈狌狉狔犪狉犮犺犪犲狅狋犪、

拟 杆 菌 门 犅犪犮狋犲狉狅犻犱犲狋犲狊、 变 形 杆 菌 门

犘狉狅狋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犪，迷踪菌门犈犾狌狊犻犿犻犮狉狅犫犻犪，浮霉菌

门犘犾犪狀犮狋狅犿狔犮犲狋犲狊，未注释菌门犅犪犮狋犲狉犻犪犖犃 等。

奶牛瘤胃厚壁菌门、拟杆菌门、变形杆菌门占总菌

群比例的９０％。与对照组相比，玉米粉和油脂诱

导乳脂降低后奶牛瘤胃导软壁菌门丰度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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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０．０５），放线菌门、浮霉菌门丰度极显著增加

（犘＜０．０１）；螺旋菌门丰度显著增加 （犘＜０．０５）。

表４　添加玉米粉与油脂对瘤胃细菌菌群在门水平上结构

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４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犪犱犱犲犱犮狅狉狀犿犲犪犾犪狀犱犳犾犪狓狊犲犲犱狅犻犾犻狀犳狅狉犪犵犲

狅狀犿犪犽犲狌狆狅犳犿犻犮狉狅犫犻犪犾狆犺狔犾犪犻狀狉狌犿犲狀 （单位／％）

门

Ｐｈｙｌｕｍ

对照组

Ｍｅａｎ（ＣＫ）

试验组

Ｍｅａｎ（ＣＯ）

拟杆菌门犅犪犮狋犲狉狅犻犱犲狋犲狊 ５１．９１±５．５６ ５４．９０±２．１８

厚壁菌门犉犻狉犿犻犮狌狋犲狊 ３５．５２±２．９２ ３７．８５±１．９１

变形菌门犘狉狅狋犲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犪 ７．５８±４．０４ １．３４±０．０７

　　犛犪犮犮犺犪狉犻犫犪犮狋犲狉犻犪 ０．８１±０．１５ ０．４８±０．１０

螺旋菌门犛狆犻狉狅犮犺犪犲狋犪犲 ０．８１±０．１２ｂ １．０８±０．０３ａ

浮霉菌门犘犾犪狀犮狋狅犿狔犮犲狋犲狊 ０．６６±０．１０Ｂ １．２３±０．１８Ａ

软壁菌门犜犲狀犲狉犻犮狌狋犲狊 ０．６０±０．１０ａ ０．３４±０．０６ｂ

放线菌门犃犮狋犻狀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犪 ０．４４±０．０８Ｂ ０．９９±０．１７Ａ

广古菌门犈狌狉狔犪狉犮犺犪犲狅狋犪 ０．１８±０．０４ ０．０９±０．０３

２２５　玉米粉与油脂处理奶牛瘤胃细菌属水平上

的变化　进一步细化分类到属，本试验奶牛瘤胃液

菌群共涉及３８９个属种，其中１１０个菌属差异显著

（犘＜０．０５）。表５只列出了占总菌群０．１％以上且

差异显著的菌属。分析结果可知，１０个菌属丰度

较高，包括链球菌属犛狋狉犲狆狋狅犮狅犮犮狌狊、克里斯滕森菌

属 犆犺狉犻狊狋犲狀狊犲狀犲犾犾犪犮犲犪犲、肠 球 菌 属 犈狀狋犲狉狅犮狅犮犮狌狊、

魏斯氏菌属犠犲犻狊狊犲犾犾犪、乳酸杆菌属犔犪犮狋狅犫犪犮犻犾犾狌狊、

普 雷 沃 氏 菌 属１犘狉犲狏狅狋犲犾犾犪１、 瘤 胃 球 菌 属

犚狌犿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等。由表５可以看出，与对照组相

比，试验组奶牛瘤胃乳酸菌杆菌属丰度极显著增加

（犘＜０．０１）；肠球菌属丰度极显著降低 （犘＜

０．０１），克里斯滕森菌属显著降低 （犘＜０．０５），其

他优势菌属变化不显著。除优势菌属外，其他菌属

如普雷沃菌属丰度显著增加 （犘＜０．０５）；毛螺旋

菌属丰度极显著降低 （犘＜０．０１），未注释毛螺旋

菌属丰度显著增加；丁酸弧菌属２犅狌狋狔狉犻狏犻犫狉犻狅２

丰度显著降低 （犘＜０．０５）；瘤胃球菌属１丰度显

著提高。

表５　添加玉米粉与油脂对瘤胃在属水平上菌群结构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５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犪犱犱犲犱犮狅狉狀犿犲犪犾犪狀犱犳犾犪狓狊犲犲犱狅犻犾犻狀犳狅狉犪犵犲狅狀犿犪犽犲狌狆狅犳犿犻犮狉狅犫犻犪犾犵犲狀犲狉犪犻狀狉狌犿犲狀 （单位／％）

属

Ｇｅｎｕｓ

对照组

Ｍｅａｎ（ＣＫ）

试验组

Ｍｅａｎ（ＣＯ）

肠球菌属犈狀狋犲狉狅犮狅犮犮狌狊 ４．８８±１．４１Ａ ０．２４±０．０８Ｂ

乳酸杆菌属犔犪犮狋狅犫犪犮犻犾犾狌狊 ０．３８±０．０９Ｂ ４．５６±０．５８Ａ

韦荣球菌属犞犲犻犾犾狅狀犲犾犾犪犮犲犪犲犝犆犌００１ ０．１１±０．０２Ａ ０．０４±０．０１Ｂ

普雷沃氏菌属犘狉犲狏狅狋犲犾犾犪犮犲犪犲犝犆犌００１ ０．７０±０．０８Ｂ １．２１±０．１２Ａ

毛螺旋菌属犔犪犮犺狀狅狊狆犻狉犪犮犲犪犲犝犆犌００６ ０．１０±０．０１Ａ ０．０５±０．０１Ｂ

瘤胃球菌属１犚狌犿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１ ０．１２±０．０１ｂ ０．２６±０．０５ａ

丁酸弧菌属２犅狌狋狔狉犻狏犻犫狉犻狅２ ０．７１±０．０９ａ ０．４５±０．０７ｂ

克里斯滕森菌属犆犺狉犻狊狋犲狀狊犲狀犲犾犾犪犮犲犪犲犚７犵狉狅狌狆 ４．３５±０．６０ａ ３．０１±０．２３ｂ

未注释毛螺旋菌属犔犪犮犺狀狅狊狆犻狉犪犮犲犪犲犖犃 ０．５５±０．０５ｂ ０．９１±０．１６ａ

３　讨　论

３１　玉米粉与油脂添加对奶牛乳脂含量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在饲料淀粉营养水平达２７％

左右的水平上额外添加胡麻油１５０ｍＬ·头－１·ｄ－１，

连续添加１５ｄ可以极显著降低奶牛的乳脂率，显

著提高乳糖率。乳糖含量与饲料中淀粉和糖的含量

有关［１６］。刘峰等［１７］研究表明，随着精料比例的增

加，乳糖含量呈上升趋势，而乳脂率呈下降趋势，

饲料的精粗饲料比对产奶量有显著影响。Ｒｉｃｏ

等［１８］对奶牛使用低纤维高脂肪日粮，结果成功诱

导出乳脂下降综合症。国外研究表明，在日粮中添

加植物油与鱼油混合，乳脂率会出现下降情况［１９］。

这都与本试验研究结果相似。研究表明当对奶牛添

加含有大量精料或不饱和脂肪酸日粮后，瘤胃液和

牛奶中的反１０十八碳脂肪酸 （ｔｒａｎｓ１０Ｃ１８）含

量增加［２０］。Ｇａｙｎｏｒ等
［２１］通过高精日粮诱导奶牛乳

脂下降，证实了乳脂中的反式脂肪酸的增加与乳脂

下降综合症存在联系。本试验中高精高脂肪酸的日

粮条件可能是乳脂率降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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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玉米粉与油脂添加对瘤胃菌群的影响

饲料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对瘤胃的发酵有着明显

的抑制作用，能够显著降低反刍动物对纤维素的消

化率［２２］。由表３可知，本试验导致瘤胃菌群种类

分布均匀度有降低，瘤胃菌群种类与丰度减少。研

究表明油脂会抑制瘤胃细菌的生长，甚至对瘤胃微

生物的生长有毒性［２３］。瘤胃内细菌有大部分黏附

在饲料颗粒，饲料中添加油脂会使饲料颗粒表面润

滑，使细菌难以附着也是瘤胃细菌菌群减少的原因

之一［２４］。还有研究认为脂肪酸可以吸附在细菌的

细胞壁上，影响了营养物质通过，阻碍了细菌的生

长［２５］。

本试验表明，添加油脂并不一定能使瘤胃脂肪

分解菌丰度提高。李旦［２６］研究表明，日粮中添加

豆油或者胡麻油会使瘤胃解脂厌氧弧菌丰度大幅度

减少。研究表明，解脂厌氧弧菌的胞外脂肪酶最适

ｐＨ为７．４
［２７］，在本试验中产酸菌增多的情况下，

脂肪在瘤胃也不能正常消化。丁酸弧菌属是纤维降

解菌，其丰度显著降低，说明其生长得到抑制，这

与李旦等［２８］研究结果一致。

乳脂降低与瘤胃中微生物群落的大规模转变之

间存在关联。乳酸产生菌与乳酸利用菌之间的菌群

平衡紊乱，瘤胃内乳酸积累，使瘤 胃 酸 度 降

低［２９－３０］。研究表明，韦荣球菌属为乳酸利用

菌［３１］，本试验韦荣球菌属丰度极显著降低 （犘＜

０．０１），而乳酸杆菌丰度极显著增加 （犘＜０．０１），

表明瘤胃菌群平衡已经紊乱。试验表明，油脂虽然

不是瘤胃酸中毒的原因，但是在日粮中随着与高淀

粉日粮一起添加会增加瘤胃酸中毒的风险。由于本

试验瘤胃丰度变化的菌群数量很多，部分在瘤胃占

菌群总比例较少的菌群没有一一进行分析，但玉米

粉和胡麻油诱导奶牛乳脂下降后，瘤胃的菌群的丰

度和平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细菌之间的协同作

用以及数据还有待进一步整理和发掘。

３３　玉米粉与油脂添加对瘤胃生物氢化的影响

反刍动物的乳脂及肌肉脂肪中的顺９反１１共

轭亚油酸 （ＣＬＡ）的来源之一就是在瘤胃细菌的

作用下，亚油酸 （Ｃ１８∶２）被异构化为ＣＬＡ
［３２］。

因此，反刍动物食品中的共轭亚油酸与日粮中不饱

和脂肪酸在瘤胃中的氢化程度密切相关。瘤胃的生

物氢化作用开始于微生物对酰基甘油的脂解，然后

再释放出游离脂肪酸以及甘油。游离的脂肪酸吸附

在饲料颗粒之上，另外有部分脂肪酸被吸附在固相

食糜上的细菌所吸收［３３］。研究表明，丁酸弧菌

属［３４］、韦荣球菌属［３５］等都与瘤胃的生物氢化有关，

在本试验中这些菌属丰度都显著降低 （犘＜０．０５）。

玉米粉与油脂诱导抑制了大量氢化菌的丰度，这与

杨舒黎等［３６］研究一致。

生物氢化涉及的细菌种类极其复杂，不同细菌

之间的协同作用，同一微生物不同属间的相互作用

非常复杂，很难具体说明每种菌在瘤胃中的作用，

而且目前鉴定出参与瘤胃生物氢化的细菌还不

多［３７－３８］，本试验的结果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就本

试验结果来看，玉米粉与油脂组合抑制了瘤胃细菌

的生长，降低了部分生物氢化菌的丰度。

４　结　论

在 基 本 日 粮 基 础 上， 添 加 玉 米 粉 １．５

ｋｇ·头
－１·ｄ－１与油脂１５０ｍＬ·头－１·ｄ－１，连续

添加１５ｄ可以极显著降低奶牛的乳脂率，成功诱

导奶牛乳脂降低。本试验条件下，日粮添加玉米粉

与油脂对奶牛瘤胃细菌菌群多样性未产生显著影

响，但菌群结构及丰度发生了较大改变，产酸菌属

与淀粉利用菌属增加显著，部分瘤胃氢化菌属显著

降低，瘤胃纤维降解菌属的影响结果不一，需要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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