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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中添加上．肉碱对牙鲆幼鱼生长、生化组成及
血液指标的影响
高小强，田青杰，石洪珥，姜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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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０、３００、６００、９００、１

２００、１ ５００ ｍｇ／ｋｇ

６个Ｌ－肉碱添加水平对牙鲆（Ｐａｒａ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ｏｌｉｖａｃｅｕｓ）幼鱼

生长、生化组成和血液指标的影响。结果表明：添加量为１

２００

ｍｇ／ｋｇ的处理组牙鲆幼鱼的增重率和特定生长率

显著提高，饲料系数显著降低（Ｐ＜０．０５）；随着饲料中三一肉碱含量的增加，肝指数呈现下降趋势，且在添加量
为９００～ｌ

５００

ｍｇ／ｋｇ时，各组较对照组差异显著（Ｐ＜０．０５）；饲料中添加厶肉碱显著降低各实验组脏体比（Ｐ＜

０．０５），而对各处理组间存活率和肥满度均无影响（Ｐ＜０．０５）；肌肉和肝脏中的脂肪含量与Ｄ肉碱添加量呈负相
关，当添加量为ｌ

２００一ｌ ５００

ｍｇ／ｋｇ时，较对照组差异显著（尸＜０．０５）；肌肉中的蛋白含量与厶肉碱添加量呈正

相关，但各组差异不显著（Ｐ＜ｏ．０５）；饲料中添加厶肉碱降低血清中的谷草转氨酶、胆固醇、甘油三酯和尿素
氮含量，且添加量１
所增加，其中１

２００

２００

ｍｓ／ｋｇ组各指标含量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各处理组的血糖含量较对照组均有

ｍｇ／ｋｇ组血糖含量较对照组提高４１．６％（Ｐ＜０．０５）；血清中总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均随着厶

肉碱添加量的增加而呈下降趋势，高密度脂蛋白却得以提升，但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 ｏ分析认为，在本实验

条件下，饲料中添加厶肉碱可促进牙鲆幼鱼生长，且降脂效果显著。建议厶肉碱最适添加量为１

２００ ｍｇ／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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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ｃａｍｉｔｉｎ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ｗａｓ １ ２００—１ ５００ ｍｇ／ｋｇ．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ｍｕｓｃｌｅ ｗ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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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ｓ（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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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Ｐ＜Ｏ．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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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ｌｏｕｎｄｅｒ（Ｐａｒａ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ｏｌｉｖａｃｅｕｓ）；ｆｅｅ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ｌｏｏ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在经济鱼类的人工养殖过程中，养殖鱼类会
摄人大量高能高脂饲料。如果摄入脂肪过多，就

１材料与方法

会影响蛋白等营养成分的吸收，影响肌肉的品质，
也会因过氧化脂质氧化所产生的应激给肝脏机能

１．１材料

带来负担，从而引发各种疾病，甚至导致脂肪

１．１．１

实验饲料

实验以白鱼粉和活性谷蛋白

肝Ｉｌ刁Ｊ。￡．肉碱是一种多功能的绿色添加剂，主要

（小麦朊谷粉）为蛋白源，以鱼油为主要脂肪源配

参与机体的能量代谢，是脂肪酸进入线粒体进行

制基础饲料。配制三．肉碱（武汉远诚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纯度为９９．８％）添加量分别为０、３００、６００、

Ｂ．氧化的载体，可以加速脂肪的氧化，还具有节
约蛋白质、促进生长等作用１４Ｊ。如在对欧洲黑鲈
（Ｄｉｃｅｎｔｒａｒｃｈｕｓ

ｌａｂｒａｘ）ｐＪ、印度野鲮（Ｌａｂｅｏ

９００、１

２００和１

５００

ｍｇ／ｋｇ等６种饲料，分别记为ＬＯ、

Ｌ３００、Ｌ６００、Ｌ９００、Ｌ１２００、Ｌ１５００。饲料原料经

ｒｐｈｉｔａ）１６１等的研究中均证实了三．肉碱具有显著的
促生长和降低肌肉脂肪的作用。但在其他一些鱼

混合后用制粒机挤压成颗粒料，饲料直径４．６

类，如虹鳟（Ｏｎｃｏｒｈ）７ｎｃｈｕｓ ｍｙｋｉｓｓ）１７ｌ、真鲷

配方及营养成分组成见表ｌ。

（Ｐａｇｒｏｓｏｍｕｓ ｍａｊｏｒ）瞪Ｊ等的研究中发现，添）ＪｉｌＬ．

ｍｍ，

在烘箱中４０℃烘干２ ｈ，保存于－２０℃冰箱中。饲料

１．１．２

实验用鱼牙鲆幼鱼，初始体质量（１０．３０ ４－

肉碱对其生长和脂肪并未起预期的效果。

０．１２）ｇ，购自山东省威海市海盛水产有限公司，

本文以牙鲆（Ｐａｒａｌｉｃｈｔｈｙｓ ｏｌｉｖａｃｅｕｓ）幼鱼为
研究对象，探讨饲料中添加不同水平的三．肉碱对
牙鲆幼鱼生长性能，肌肉、肝脏等营养成分，以

于实验室驯养３周，驯养时投喂基础饲料。

及血液指标的影响，旨在探索￡．肉碱是否对牙鲆

重点实验室进行，实验共设６个处理组，每个处理

具有促进生长作用及降脂效果，从而为牙鲆人工

设置３个重复组，共１８个２００ Ｌ蓝色圆形流水水槽，

配合饲料配制、规模化健康养殖以及脂肪肝疾病

每槽放鱼１５尾。每日分别于７：００和１６：００表观饱

防治提出理论依据。

’

１．２饲养管理

实验在大连海洋大学农业部北方海水增养殖

食投喂１次，投喂后１／２ ｈ清除残饵。实验采用流水
系统，流速大约为２ Ｌ／ｍｉｎ，每天水交换量约为１５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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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个全量，２４ ｈ微充气，饲养６０ ｄ，实验用水为大连

ｒ／ｍｉｎ，５ ｍｉｎ，４ ｏＣ

黑石礁海区沙滤海水，整个养殖期间水温为１５．２～

样鱼后迅速称取肝脏，同时取鱼左侧背部大侧肌。

１９．５℃，盐度３２．６ ４－０．２，溶解氧高于７ ｍｇ／Ｌ，ｐＨ

将采集的血清、肝脏和肌肉样品均置于一８０℃超低

４－０．０

ｌ，总氨氮小于０．０５

７．７

ｏ所有处理组在冰盘解剖采

温冰箱中保存备用。再在每槽中随机取牙鲆幼鱼２

ｍｇ／Ｌ。

１．３样品收集

尾，烘干（１０５℃），研磨，过孔径０．１ ８～Ｏ．２５

养殖实验结束后，停食２４ ｈ，从每个水槽中随
机抽取鱼５尾，测体长、体质量，并于冰盘上用不

ｍｍ

的筛网，保存于干燥器中，进行全鱼体生化组成
分析。

含有抗凝剂的针管于尾静脉处取血，离心（１２ ０００
表１
Ｔａｂ．１

饲料配方与营养成分质量分数（干重）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ｒｙ ｄｉｅｔ）ｏｆ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ａｌ ｄｉｅｔ

眺ｇ

注：１）每１０９预混料的维生桑含量（ｍｇ）：维生素Ａ，６；维乍索Ｄ，，０．１２５；维生素Ｅ，２００：维乍素Ｋ｛，４０；维乍索Ｂｌ，５０：维生素Ｂ２，１００；
维牛素Ｂ６，１２０；维牛素Ｂ１２’０．２：泛酸钙，６０；叶酸，４：烟酸．６０；肌醇，１５０；高稳定ｖｃ，２０；生物素，０．５。２）每ｌＯｇ预混料的矿物质
含量（ｍｇ）：铁，５０；铜，ｌＯ；锰，２５；锌，１５；硒，０．３。
Ｎｏｔｅｓ：１）Ｖｉｔａｍ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ｇ）ｉｎ １０ ｇｄｉｅｔ：ＶｉｔａｍｉｎＡ，６；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３．０．１２５，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２００；Ｍｅｎａｄｉｏｎｅ（Ｋ３），４０；Ｔｈｉａｍｉｎｅ·ｎｉｔｒａｔｅ，５０；Ｒｉｂｏｆｌａｖｉｎ，

ｌ ００，Ｐｙｒｉｄｏｘｉｎｅ—ＨＣＩ，Ｉ ２０；Ｃｙａｎｏｃｏｂａｌａｍｉｎｅ，０．２；Ｃａ Ｐａｎｔｈｏｔｈｅｎａｔｅ，６０；Ｆｏｌｉｃ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Ｃ，２０；ｄ－Ｂｉｏｔｉｎ，０．５：２）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ｇ）ｉｎ

１０

ａｃｉｄ，４；Ｎｉａｃｉｎｅ（Ｎｉｃｏｔｉｃ ａｃｉｄ），６０；ｌｎｏｓｉｔｏｌ，ｌ ５０；Ｈｉ曲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ｄｉｅｔ：Ｆｅ，５０；Ｃｕ，１０；Ｍｎ，２５；Ｚｎ，１５；Ｓｅ，０．３．

饲料系数＝Ｃ／（形一％），

１．４测定方法
１．４．１

（Ｂｏｄｙ
ｇｒｏｗｔｈ

生长指标测定
ｗｅｉｇｈｔ

生长指标有体增重率

肥满度＝（形／Ｌ３）ｘ１００％，

肝指数＝（肝重／鱼体总质量）×１００％，

ｇａｉｎ，ＢＷＧ）、特殊生长率（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ａｔｅ．ＳＧＲ）、饲料系数（Ｆｅｅ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ＣＲ）、肥满度（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脏体比＝（内脏质量／鱼体总质量）×１００％，

ｒａｔｉｏ，

ＣＦ）、肝指数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ａｔｉｏ，

蛋白质效率＝（形一％）／Ｇ
其中，％为初始体质量（ｇ），彤为终末体质
量（ｇ），，为实验时间（ｄ），Ｃ为摄饵量（ｇ），形

ＰＥＲ）、成活率（ｓｕｒｖｉｖａｌ，％），主要公式计算如

为实验鱼体质量（ｇ），三为实验鱼长度（ｃｍ），Ｇ

下。

为蛋白质摄人量（干重，ｇ）。

ｆａｃｔ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ｓｏｍａｔｉｃ ｉｎｄｅｘ，ＨＳＩ）、脏体比（Ｖｉｓｃｅｒａ
ｉｎｄｅｘ，ＶＳＩ）、蛋白质效率（Ｐｒｏｔｅｉｎ

特殊生长率＝【（Ｉｎ彤一Ｉｎ Ｗｏ）／ｔ】×１００％，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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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质、粗脂肪和灰分含量的测定分别采用恒温干燥法

Ｌ一肉碱饲料后终末体质量、增重率和
特定生长率最高，饲料系数最低，增重率较对照
ｌ ２００ ｍｇ／ｋｇ

（１０５℃）、半微量凯氏定氮法、索氏抽提法和马福
炉灼烧法（５５０℃）【９１。
１．４．３血液指标测定血清中谷丙转氨酶、总蛋

组提高２２．７％（Ｐ＜０．０５），饲料系数下降１２．９％（尸
＜０．０５），添ｔＪＩＪ３００、６００和９００

白、白蛋白、血糖、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
脂蛋白通过ＳＰＯＴＣＨＥＭ ＥＺ ＳＰ．４４３０全自动血液分

Ｌ．肉碱各组对

＞０．０５）。随着三．肉碱添加量的增加，蛋白质效率
呈递增趋势，其中添加量１ ２００和１ ５００ ｍｇ／ｋｇ处理
组与对照组差异显著（尸＜０．０５）。各组间实验鱼

１．５统计分析

实验数据以平均值４－标准差表示，结果用

的存活率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２．２三一肉碱对牙鲆肝指数、脏体比和肥满度的影响

１６．０软件包进行处理，采用Ｄｕｎｃａｎ多重比较

法分析实验结果，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显著。

由表３可知，牙鲆饲料中添加３００～１

５００

ｍｇ／ｋｇ的Ｌ．肉碱显著降低其脏体比（Ｐ＜０．０５）。随
着饲料中￡．肉碱添加量的增加，肝指数呈现下降

２结果与分析

趋势，添加量为９００～ｌ
２．１

ｍｇ／ｋｇ

终末体质量、增重率和特定增长率无显著影响（Ｐ

析仪（ＡＲＫＲＡＹ，ＪＡＰＡＮ）直接测得。

ＳＰ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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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

ｍｇ／ｋｇ处理组均较对照

组显著下降（Ｐ＜０．０５），各处理组问肥满度均无
显著性差异（尸＞０．０５）。

饲料中添加不同水平的三．肉碱对牙鲆生长性
能的影响见表２。由表２可见，牙鲆在摄食添加

表２工．肉碱对牙鲆生长指标的影响
Ｔａｂ．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Ｌ－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ｌｏｕｎｄｅｒ

注：数据表示方式为平均值±标准差，不同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Ｄａｔａ

表３

ｍｅａｎ ４－Ｓ．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ｅａｃｈ ｒｏｗ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ａｒｅ

Ｌ一肉碱对牙鲆肝指数、脏体比和肥满度的影响
Ｔａｂ．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Ｌ－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

ＯＨ

２．３￡．肉碱对牙鲆全鱼、肌肉和肝脏营养成分的影响
各组牙鲆全鱼、肌肉和肝脏营养成分见表４。

ｈｅｐａｔ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ｓ ｉｎｄｅｘ，ｖｉｓｃｅｒａ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ｌｏｕｎｄｅｒ

表４表明，各组牙鲆全鱼的灰分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而饲料中添加６００～１ ５００ ｍｇ／ｋｇ Ｌ．肉碱显著
降低全鱼的水分（Ｐ＜０．０５ ｏ全鱼脂肪含量随着
三一肉碱添加量的增加而降低，当三．肉碱添加量为
２００和ｌ

ｍｇ／ｋｇ时，全鱼脂肪较对照组分别降
低１０．３％、１３．８％（Ｐ＜Ｏ．０５）。蛋白质则随着￡．肉
１

５００

碱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加，当添加量为１

５００ ｍｇ／ｋｇ

时，蛋白质较对照组增加６．５％（尸＜Ｏ．０５）。
注：数据表示方式为平均值士标准差，结果后不问字母表示组问差异
显著（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Ｄａｔａ

ａｌｅ

ｍｅａｒ仕Ｓ．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ｍ ｅａｃｈ ｒｏｗ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ｇｍｆｉｃａｎｔ

万方数据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各组间肌肉水分和灰分无显著差异（Ｐ＞
０．０５）。随着饲料中三．肉碱添加量的增加，各组肌
肉脂肪含量较对照组均有所下降，其中Ｌ１２００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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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异显著，较对照组下降８．１％（尸＜０．０５），肌肉蛋

脏脂肪含量随着￡．肉碱添加量的增加均有所下降，

白含量则随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加，但各组间差异不
显著（Ｐ＞０．０５）。

其中Ｌ１２００和Ｌ１５００两组较对照组均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分别下降１３．４％、１２．７％。

各组间肝脏的水分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ｏ肝
表４
Ｔａｂ．４

Ｌ肉碱对牙鲆全鱼、肌肉和肝脏成分（干物质）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ｕｐｐＩｅｍｅｎｔａＩ Ｌ－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ｏｆ

％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ｂｏｄｙ，ｍｕｓｃｌｅ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ｒ 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ｌｏｕｎｄｅｒ

注：数据表示办式为平均值士标准差；结果后不同宁母表示组阅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Ｎｏｔｅ．Ｄａｔａ

ａｒｃ

ｍｅａｎ士Ｓ 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ｅＲ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ｅａｃｈ ｒｏｗ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ｌ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Ｏ

２．４￡．肉碱对牙鲆血液指标的影响

０５）．

血糖和白蛋白含量较对照组均有所增加，其中以

由表５可知，饲料中添加￡．肉碱对牙鲆血清

Ｌ１２００组最高，分别比对照组升高４１．６％、３１．９％

中总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含量未
产生显著的影响（Ｐ＞０．０５），但低密度脂蛋白均

（Ｐ＜０．０５ ｏ饲料中添加三一肉碱降低牙鲆血清中

的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含量，除Ｌ３００组外，其余

随三．肉碱添加量的增加而呈现下降趋势，高密度

各组总胆同醇含量较对照组差异显著（尸＜０．０５）。

脂蛋白却得以提升。各组谷草转氨酶和尿素氮含

且以Ｌ１２００组最低，较对照组降低２２．２％。Ｌ９００、

量较对照组均显著下降（Ｐ＜Ｏ．０５），其中以Ｌ１２００

Ｌ１２００和Ｌ１５００各组的甘油三酯含量较对照组显

组最低，分别比对照组降低３４．７％、３４．３％。各组

著下降，分别下降１３．６％、２４．６％、２２哌Ｐ＜Ｏ．０５

ｏ

表５工．肉碱对牙鲆血液指标的影响
Ｔａｂ．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

ｏｎ

ｂｌｏｏ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ｌｏｕｎｄｅｒ

１．７３±Ｏ．１８。３０．２７±０．９ｌ ２．０７±０．２５８

０．３５±０．仍‘

８．０２±０．２‘

５．３６±０．１矿

１．９５±０．１６

１．５２±０．４７

Ｌ３００

２２．３３±２．０８“１．７２±０．１３。３１．６０±１．１３ ２．１０±０．３６７

０．３５±０．０９＂

７．６１±０．４旷

５．２５±０．３３‘

２．３５±０．２３

１．４９±０．４３

Ｌ６００

２４．４５±１．９９“１．８３±０．１盯３３．１３±３．９３

２．４０±０．扩０．２６±０．０６０

７．２５±０．１５６

４．９４±０．４２＂ｂ

２．４１±０．２５

１．４８土０．１９

Ｌ９００

２３．６７±２．０８“１．９５±０．１１ ３２．９７±３．５２ ２．３７±０．２１“０．２７±０．０５０

７．２２±０．３６５

４．６３±Ｏ．３４。

２．４６±０．５８

１．４５士０．１２

Ｌ１２００

２１．３４±２．５２６ ２．４５±Ｏ．１９“３４．５７±２．８０ ２．７３±０．４５“０．２３±０．０６“

６．２４±Ｏ．４１‘４．０４±０．２１‘

２．５２±０．３５

１．３８±０．２８

Ｌ１５００

２１．６７±１．９８“２．４３±０．０６“３２．９０±０．９０ ２．５３±０．１５０

６．５２±０．４’ｒ

２．４７±Ｏ．３３

１．４１±０．４ｌ

ＬＯ

３２．６７±５．０３８

８

０．２４±０．０４６

４．１８±Ｏ．１４“

说明：数据表示方式为平均值±标准差，结果后不同宁母表示组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ｍｅａｎ±Ｓ 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ｅａｃｈ ｒｏｗ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对很多鱼类，三．肉碱是一种生长促进剂‘６，１０，１１１。

３讨论

其促进生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能量方面．
通过增加脂肪酸氧化和增加对饲料能量的利用，

３．１

Ｌ．肉碱对牙鲆生长性能的影响

万方数据

从而使鱼类充分发挥最大氧化供能能力，加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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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代谢速度，提高饲料转化率，且减少蛋白质供

低的肝指数可以说明鱼体的肝胰脏负荷在可控范

能的消耗；从蛋白方面，￡．肉碱在体内的生物合

围内。本实验中，饲料中添加一定量￡．肉碱可使

成起始于赖氨酸和蛋氨酸，这两种氨基酸是鱼类
生长发育的限制性氨基酸，也是饲料中最为重要

牙鲆肝指数和脏体比显著低于对照组，这与周萌
等【２ ２１对军曹鱼的研究结果类似，说明适当的三．肉

又极易缺乏的必需氨基酸。体内￡．肉碱合成能力

碱添加量对牙鲆的健康指标有利，引起这种现象

的受限性使得动物特别是幼龄动物体内肉碱的合

的原因可能是三一肉碱参与机体的能量代谢，促使

成速度大大减弱，仅为成年动物的１３％～１５％，

脂肪酸进入线粒体进行Ｂ．氧化，加速了组织脂肪

所以幼龄动物出现肉碱缺乏的可能性最大ｌｌ ２｜。因

的氧化，从而降低肝脏的脂肪含量。

此。添加外源的三．肉碱，弥补了幼鱼合成肉碱能
力不足，减少了体内或饲料中的赖氨酸和蛋氨酸

３．２￡．肉碱对牙鲆幼鱼生化组成的影响

的消耗，以达到节约蛋白质、促进生长的目的。

虽然存在分歧，但是在降低鱼类脂肪沉积，改善

本实验研究表明，饲料中添加￡．肉碱可以促进牙
鲆生长，且与饲料中￡．肉碱的添加量相关。当添

肉质方面却取得较为一致的结论。添ｊＪＩＪＬ．肉碱对
组织脂肪含量的影响已在许多鱼中有所报道ｐ，４·１８Ｊ。

加量小于６００ ｍｇ／ｋｇ时，促生长效果不明显，当大

从本实验结果看，饲料中添加￡一肉碱可以显著降

于９００ ｍｇ／ｋｇ时促生长效果有所提高，当添加量为

低牙鲆全鱼、肌肉和肝脏中的脂肪含量，尤其是

ｍｇ／ｋｇｔ寸获得最大的增重率，比对照组提高
２２．７％（Ｐ＜０．０５），饲料系数显著降低，比对照组

Ｌ１２００组，较对照组分别降低１０．３％、８．１％和１３．４％

降低１２．９％（Ｐ＜０．０５ ｏ在罗非鱼（Ｏｒｅｏｃｈｒｏｍｉｓ

脂肪肝的预防起到良好效果。另一方面，添加￡．

ｎｉｌｏｔｉｃｕｓ×０．ａｕｒｅｕｓ）和新吉富品系尼罗罗非鱼的

肉碱的各处理全鱼和肌肉的蛋白含量较对照组均

研究中同样发现，添］ＪｉｌＬ．肉碱能促进鱼体生长、

有所升高，其中Ｌ１５００组全鱼蛋白含量显著提升，

提高饲料效率［１３－１４】，在杂交斑点鲈鱼（Ｍｏｒｏｎｅ
ｍａｌｅ×Ｍ ｃｈｒｙｓｏｐｓ ｆｅｍａｌｅ）的研究中也表

比对照组提高６．５％（尸＜０．０５），这与张东鸣等对
鲤鱼的研究结果类似１２引。原因可能是饲料中添加

明，添力１３６９．７

Ｌ．肉碱组显著促进了鲈鱼的

三．肉碱减少了内源肉碱的合成，节约了组织中蛋

生长【ｌ ５１。而在其他一些研究中发现，￡．肉碱对某

氨酸和赖氨酸，避免了由于各氨基酸比例不平衡

些鱼类并未起促生长作用。如黑鲷（Ａｃａｎｔｈｏｐａｇｒｕｓ

所带来的损耗，从提高氨基酸的作用率，增加机

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ｉ）幼鱼１１６Ｊ、虹鳟（Ｏｎｃｏｒｈｙｎｃｈｕｓ ｍｙＭｓｓ）Ｖ Ｊ、
非洲鲶鱼（Ｃｌａｒｉａｓ ｇａｒｉｅｐｉｎｕｓ）Ｉｌ¨、欧洲石斑鱼

体氮的储备。同时，添加￡一肉碱也增强了机体对

（Ｄｉｃｅｎｔｒａｒｃｈｕｓ ｌａｂｒａ，）【ｌ ８】等，而引起不同效果的

低了组织蛋白分解供能，最终促进组织中的蛋白

ｌ ２００

ｓａｘａｔｉｌｉｓ

ｍｇ／ｋｇ

对于饲料中添加Ｌ．肉碱对鱼类生长影响的报道

（Ｐ＜０．０５），说明三一肉碱可降低牙鲆体脂肪，对

脂肪酸的Ｂ．氧化，使更多脂肪用于能量消耗，降

因素是多方面的，实验鱼种类不同¨９１、不同发育

沉积。

阶段【１２】、三．肉碱的添加量【１５）、实验过程中的水温

３．３工一肉碱对牙鲆血液指标的影响

１５１以及饲料中的脂肪含量‘２０】对上．肉碱的作用效果

血液指标被广泛用于评价动物的健康状况、
营养状况及对环境的适应状况。而且正常的血液

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生长效果有所下降，可能是饲料中三．肉碱添加量

指标值能反映物种的属性和动物的生理状态。血
中的脂类物质称为血脂，包括甘油三酯（ＣＨＯＬ）、

过高，加大了牙鲆代谢强度，从而减少了用于生

磷脂、胆固醇等，另外血液中的胆固醇、甘油＝三

长的能量。有研究表明，添加适量的￡．肉碱可加

脂（ＴＧ）与血液中的蛋白质分别结合成高密度脂

速脂肪酸氧化，提高能量利用率，从而促进动物

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生长发育【ｌ ３１。但剂量过高可能会抑制机体内参于

（ＬＤＬ．Ｃ），都属于血液指标范畴。当血清中的

脂肪酸氧化过程的各种酶的活性，降低营养利用

ＣＨＯＬ、ＴＧ和ＬＤＬ．Ｃ含量升高会导致血液黏稠度

率，从而导致动物生产性能下刚２ｌ】。本实验对于

升高，血液运输效率降低，形成高脂血，危害鱼

加添量超过ｌ

ｍｇ／ｋｇ是否进一步抑制牙鲆生
长，尚待进一步验证。

类健康【２４】。田娟等【３】对草鱼的研究表明，饲料中

肝指数是评价鱼体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较

和甘油三酯含量分别降低１３．６２％和１２．６０％。本实

本实验中当￡一肉碱添加量达到１

万方数据

５００

ｍｇ／ｋｇｔ；］

５００

添力１４００ ｍｇ／ｋｇ的Ｌ．肉碱时，草鱼血清中的胆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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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饲料中添加￡．肉碱显著降低牙鲆血清中的
胆固醇和甘油ｉ酯含量，尤其是Ｌ１２００组，比对照

衡，但极易发生变化。当血糖浓度较高时，鱼类
表现为积极摄食，健康状况良好Ｉｊ…。本实验中，

组分别降低２２．２％和２４．６％（尸＜０．０５ ｏ本实验中，

添加￡一肉碱各组的血糖浓度较对照组也有不同程

胆同醇和低密度脂蛋白的变化趋势相同。而高密

度提高，说明饲料中添加三．肉碱在一定程度上提

度脂蛋白却与之相反。姜玲等１２５Ｊ对新吉富罗非鱼

高了血液储能的能力，其原因可能是三．肉碱的添

的研究也表明，饲料中添加￡一肉碱可提高高密度

加促进了脂肪酸的氧化，使辅酶Ａ（ＣｏＡ）、ＡＴＰ、

脂蛋白的含量。高密度脂蛋白可将血液中多余的

ＮＡＤＨ＋增加，从而抑制糖酵解的关键酶，另外，

胆固醇转运到肝脏，经过处理分解成胆酸盐，通

乙酰ＣＯＡ、ＡＴＰ、ＮＡＤＨ＋又可以作为糖异生的原

过胆道排泄出去，从而加快胆固醇的代谢，完成

料，使糖异生加强，最终提高血糖浓度。其确切

胆同醇的逆向转运，最终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

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量。本实验及文献中的高密度脂蛋白的升高可能
是鱼类摄入了较多外源的胆固醇而诱发，具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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