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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形鲳鲹对饲料中泛酸的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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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挑选体质量为 (8.80±0.10) g 的卵形鲳鲹 (Trachinotus ovatus) 幼鱼，随机分成 6 组，每组 3 个平行，每个平
–1

–1

–1

行 20 尾，放于池塘网箱中，分别饲喂泛酸质量分数为 0、16.4 mg·kg 、20 mg·kg 、26 mg·kg 、33.4 mg·kg

–1

–1

和 37 mg·kg 的半纯化饲料 8 周，每天饱食投喂 2 次，研究并确定其对泛酸的需求量。结果表明，饲料中添加
适量泛酸可以显著提高卵形鲳鲹幼鱼增重率、特定生长率、血清补体 C4 体积分数和肠道中淀粉酶 (AMS)、肌酸
+

+

激酶 (CK) 和 Na -K -ATP 酶活性 (P<0.05)，并且随着饲料中泛酸质量分数的增加，其增重率、特定生长率、补
+

+

–1

体 C4 体积分数、AMS、CK 和 Na -K -ATP 酶活性先升高后下降；33.4 mg·kg 泛酸组的肌肉蛋白含量显著高于
–1

未添加泛酸组和 16.4 mg·kg 泛酸组 (P<0.05)；饲料中添加适量泛酸可以显著提高卵形鲳鲹血清中高密度胆固醇
水平、溶菌酶 (LZM) 活性和肠道 γ-谷氨酰转肽酶 (γ-GT) 活性 (P<0.05)，且随着泛酸水平的增加先升高后保持稳
定。二次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以增重率为指标，卵形鲳鲹幼鱼对泛酸的最适需求量为 21.03 mg·kg

–1

饲料。

关键词： 卵形鲳鲹；泛酸；需求量；生长性能；肠道消化吸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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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ary pantothenic acid requirement of juvenile golden pomp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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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juvenile golden pompano [(8.80±0.10) g]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six groups with three replicates in each group
–1

–1

–1

and 20 fish in a replicate. They had been fed with pantothenic acid mass fractions of 0, 16.4 mg·kg , 20 mg·kg , 26 mg·kg ,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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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kg and 37 mg·kg in the cages twice a day for eight week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oderate pantothenic acid in feed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weight gain rate, specific growth rate, content of complement C4 in serum as well as activities of amylase
+

+

(AMS), creatine kinase (CK) and Na -K -ATPase in intestine (P<0.05). They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with increase of diet–1

ary pantothenic acid. In muscle, the protein content in 33.4 mg·kg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free-pantothenic
–1

acid group and 16.4 mg·kg group. The pantothenic acid level in the feed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 lysozyme (LZM) in the serum and activity of γ-GT in the intestine (P<0.05). They increased first and then was stable.
The quadra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weight gain rate indicates that the recommended optimum dietary pantothenic acid level for
–1

optimal growth of juvenile golden pompano was 21.03 mg·kg .

Key words: Trachinotus ovatus; pantothenic acid; requirement; growth performance; intestinal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泛酸 (pantothenic acid，PA) 又名遍多酸，是鱼

血清生化指标、血清免疫指标以及肠道吸收消化能

类必需的微量营养物质之一，具有旋光性，右旋泛

力的影响，旨在确定卵形鲳鲹幼鱼对饲料泛酸的需

[1]

酸 (即 d-泛酸) 具有维生素活性 。泛酸可以增强消

求量，为其饲料配制提供理论依据。

[2]

化吸收功能并且促进动物生长 ，其在生物界体内
主要以 2 种活性形式存在 [辅酶 A (CoA) 和酰基载
体蛋白 (acyl carrier protein，ACP)]，参与维生素

1
1.1

A 和 D 的合成，减少氧自由基导致的细胞损害 ，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4-5]

。泛酸缺乏会影响鱼类细

实验饲料的配制
以酪蛋白、大豆浓缩蛋白和鱼粉为蛋白源，以

[3]

对生物体内的脂肪、蛋白质和糖类代谢的酰基转移

材料与方法

鱼油和大豆卵磷脂为脂肪源，配置成粗蛋白质量分
数 44.76%、粗脂肪质量分数 13.43% 的基础半纯化饲
–1

胞的新陈代谢，辅酶 A 的缺乏会引起大量含线粒

料 (表 1)。在基础半纯化饲料中分别添加 0、8 mg·kg 、

体的细胞快速进行有丝分裂及高能量消耗，造成肝

16 mg·kg 、24 mg·kg 、32 mg·kg 和 40 mg·kg

脏、鳃、胰腺和肾小管等器官发生病变，最典型的

的泛酸 (以泛酸钙的形式添加) 并相应地减少纤维

缺乏症为棒状鳃和鳃增生，此外鱼类缺乏泛酸时还
可能表现出生长不良、眼球突出、游泳不协调、皮
[6]

肤腐烂和厌食等症状 。目前多种鱼类泛酸的需求
[7-8]

量已经确定，包括斑点叉尾鮰 (Ietalurus punetaus)

、

[9]

虹鳟 (Oncorhynchus mykiss) 、点带石斑鱼 (Epi[10]

[11]

nephelus malabaricus) 、宝石鲈 (Scortum barcoo) 、
鲤 (Cyprinus carpio)

[12]

、草鱼 (Ctenopharyngodon

[1]

idellus) 、真鲷 (Pagrosomus major)
鱼 (Cichlasoma urophthalmus)
thys olivaceus)

[15]

[14]

[13]

、高眼丽体

、牙鲆 (Paralich-

和黄尾 (Seriola lalandi)

[16]

。关于

卵形鲳鲹 (Trachinotus ovatus) 泛酸需求量的研究尚
未见报道，确定卵形鲳鲹的泛酸需求量不仅对其正
常生长和代谢有重要作用，还可以为卵形鲳鲹饲料
的生产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1

–1

–1

–1

素的使用量，共配制成 6 种实验饲料。将鱼粉等原
料用粉碎机粉碎并过 40 目筛网。按照饲料配方准
确称量每种饲料原料，按照先常量后微量的顺序，
通过逐级扩大混匀的方法加入，初步混匀后放入搅
拌机 (SZ250，广州旭众食品有限公司) 搅拌 10 min
后取出。按比例加入鱼油和大豆卵磷脂，搓碎混匀
并过 40 目筛网后倒入搅拌机搅拌 10 min。加入适
量的水 (约 40%) 搅拌 10 min 后取出，用双螺杆挤
条机 (F-26，华南理工大学) 挤压成直径 2.5 mm
的条形物，经造粒机 (G-500，华南理工大学) 甩成
颗粒后放在 18 ℃ 空调房抽干，然后用封口袋密封
并做好标签，于 – 20 ℃保存备用。
1.2

实验鱼和实验方法
实验鱼为深圳市龙岐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培

育，实验开始前暂养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

卵形鲳鲹又名金鲳，隶属鲈形目、鲹科、鲳鲹

产研究所深圳试验基地池塘的网箱中，投喂未添加

属，广泛分布在中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日本

泛酸的基础饲料驯化 1 周后，挑选健康活泼、规格

和澳洲等热带及亚热带海域，具有生长快、肉质鲜

一致的卵形鲳鲹 [平均初始体质量为 (8.80±0.10) g]，

美、价格适中等优点，是目前海水养殖中大量使用

随机分配至 18 个网箱中 (1 m×1 m×1 m)，每个网

配合饲料的几种鱼类之一

[17]

。本研究使用添加不同

箱放 20 尾，随机分成 6 组，每组 3 个重复，分别

梯度泛酸的半纯化饲料投喂卵形鲳鲹幼鱼，研究其

投喂 6 组实验饲料，每天投喂 2 次 (6:30—7:30，

对实验鱼的生长性能、肌肉和全鱼基本营养成分、

17:30—18:30)，表观饱食投喂。养殖 8 周，饲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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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ab.1

第 14 卷

基础饲料配方及其基本营养组成 (干质量)

称量并记录每个网箱中实验鱼初始鱼体总质量和终

Formulation and proximate analysis of basal diet
(dry mass)

末鱼体总质量，同时记录鱼尾数。实验结束时从每

原料
ingredient

质量分数/%
mass fraction

个网箱中随机取 7 尾鱼测其体长、体质量并记录，
测量完成后，随机取其中 2 尾用于全鱼营养成分分
析；其余 5 尾用 2.5 mL 的注射器 (1% 的肝素钠润

酪蛋白 casein

20

大豆浓缩蛋白 soy protein concentrate

18

置 1 h 后离心 ( 3 000 r·min ，4 ℃，10 min)，收集

鱼粉 fishmeal

16

上清液并分装于 0.5 mL 的离心管中，于 – 80 ℃

面粉 wheat flour

23

保存，用于血清生化和免疫分析；采血后的鱼按顺

鱼油 fish oil

8

序解剖称量内脏和肠道，肠道于 – 80 ℃ 保存，用

大豆卵磷脂 soybean lecithin

4

于肠道酶活性分析；再将解剖后的鱼去皮取背部肌

氯化胆碱 choline chloride

2

肉，于 – 80 ℃ 保存，用于肌肉营养成分分析。

0.5

1.4

抗氧化剂 antioxidant
1

维生素预混料 (不含泛酸) vitamin
premix (free pantothenic acid)

2

2

洗) 尾静脉取血，注入 1.5 mL 离心管中，4 ℃ 静
–1

指标测定
增重率 (WGR)=(mt–m0)/m0×100%
特定生长率 (SGR)=(ln mt–ln m0)/d×100%

矿物质预混料 mineral premix

1

饲料系数 (FCR)=mf/mi

磷酸二氢钙 monocalcium phosphate

1

肝体比 (HSI)=ml/mb×100%

晶体纤维素 micro-cellulose

3.5

脏体比 (VSI)=mv/mb×100%

诱食剂 attractant

1

肥满度 (CF，g·cm )=mb/l

–3

3

式中 m t 为末均质量 (g)，m 0 为初均质量 (g)，

基本营养组成/% proximate composition
7.97

d 为天数；n t 为结束时的数量，n 0 为开始时的数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44.76

量；m f 为投喂饲料质量 (g)，m i 为鱼体增加质量

粗脂肪 crude lipid

13.43

水分 moisture

灰分 ash

6.44

注：1. 维生素预混料为每千克饲料提供：维生素 B1 25 mg，维
生素 B2 45 mg，维生素 B12 0.1 mg，维生素 K3 10 mg，纤维
醇 800 mg，烟酸 200 mg，叶酸 1.2 mg，生物素 32 mg，维
生素 D3 5 mg，维生素 E 120 mg，维生素 C 2.0 g，氯化胆
碱 2.0 g，乙氧喹 150 mg，微晶纤维素 14.52 g；2. 矿物质预
混料为每千克饲料提供：氟化钠 4mg，碘化钾 1.6 mg，氯
化钴 (1%) 100 mg，五水合硫酸铜 20 mg，硫酸亚铁 160 mg，
硫酸锌 100 mg，硫酸锰 120 mg，硫酸镁 2.4 g，磷酸二氢
钙 6.0 g，氯化钠 200 mg，沸石粉 30.90 g
Note: 1. Vitamin premix provides the following per kg of diet: VB1
25 mg, VB2 45 mg, VB12 0.1 mg, VK3 10 mg, inositol 800 mg,
nicotinic acid 200 mg, folic acid 1.2 mg, biotin 32 mg, VD3
5 mg, VE 120 mg, VC 2.0 g, choline chloride 2.0 g, ethoxyquin
150 mg, avicel 14.52 mg; 2. mineral premix provides the following per kg of diet: NaF 4 mg, KI 1.6 mg, CoCl2·6H2O (1%)
100 mg, CuSO4·5H2O 20 mg, FeSO4·H2O 160 mg, ZnSO4·
H2O 100 mg, MnSO4·H2O 120 mg，MgSO4·7H2O 2.4 g,
Ca(H2PO4)2·H2O 6.0 g, NaCl 200 mg, zeolite powder 30.90 g.
–1

间水温 (26.7±2.3) ℃，溶解氧>6.0 mg·kg ，氨氮质
–1

量分数为 0.02~0.04 mg·kg ，盐度为 15~20。
1.3

(g)；ml 为肝脏质量 (g)，mv 为内脏质量 (g)，mb 为
体质量 (g)，l 为体长 (cm)。
全鱼和肌肉粗蛋白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 (FOSS
2300，Hoganas，Sweden)；粗脂肪采用索氏抽提法
测定 (以石油醚为抽提剂，Soxtec Avanti 2050，
Foss TecatorAB，Switzerland)；水分用常压干燥法
测定 (烘箱，105 ℃)；灰分采用 550 ℃ 马弗炉灼烧
法测定 (FO610C，Yamato Scientific Co.，Ltd.，
Tokyo，Japan)；饲料中泛酸质量分数委托广东省
食品工业研究所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 183972014) 测定；血清生化指标委托广州新海医院检验
中心测定。
血清免疫指标和肠道酶活指标均采用南京建成
试剂盒测定。相关酶活的测定原理及定义为：
1) 补体 C4。血清中 C4 与试剂中特异性的 C4 抗
体，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而产生浊度，浊度在一定
量抗体存在时与血清中 C4 成正比，根据测定特定
波长的吸光度值计算血清 C4 体积分数；2) 溶菌酶
(LZM)。根据透光度变化来计算血清中溶菌酶含

样品采集

量；3) 酸性磷酸酶 (ACP)。在 37 ℃ 条件下，1 L

养殖实验开始与结束时，实验鱼均饥饿 24 h，

血清与基质作用 30 min 产生 1 mg 酚为 1 个酶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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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4) 过氧化物酶 (POD)。在 37 ℃ 条件下，每

料中泛酸质量分数对卵形鲳鲹的肥满度、脏体比和

毫升血清每分钟催化 1 μg 底物的酶量定义为 1 个

肝体比无显著影响 (P>0.05，表 2)。对卵形鲳鲹的

酶活力单位；5) 淀粉酶 (AMS)。在 37 ℃ 条件下，

增重率与饲料中泛酸质量分数进行回归分析，得到

1 mg 肠组织匀浆与底物作用 30 min，水解 10 mg

卵形鲳鲹所需的最适泛酸质量分数为 21.03 mg·kg

淀粉为 1 个酶活力单位；6) 肌酸激酶 (CK)。在 37 ℃

(图 1)。

条件下，1 mg 肠组织匀浆与底物作用 20 min 产生

2.2

1 μg 无机磷为 1 个酶活力单位；7) γ-谷氨酰转肽

–1

对卵形鲳鲹肌肉和鱼体成分的影响
饲料中泛酸质量分数对卵形鲳鲹全鱼的水分、

酶 (γ-GT)。在 37 ℃ 条件下，1 mg 肠组织匀浆与

粗蛋白、粗脂肪和灰分均无显著影响 (P>0.05)。肌

底物作用 15 min 释放出 1 μmol α-萘胺为 1 个酶活

肉中 33.4 mg·kg 泛酸组的蛋白质量分数显著高于

+

–1

+

–1

力单位；8) Na -K -ATP 酶。在 37 ℃ 条件下，1 mg

对照组和 16.4 mg·kg 泛酸组 (P<0.05)，其他各组

肠组织匀浆 1 h 内分解 ATP 产生1 μmol 无机磷为

无显著差异 (P>0.05)；饲料中泛酸质量分数的变化

1 个酶活力单位。

对卵形鲳鲹肌肉的水分、灰分和粗脂肪无显著影

1.5

数据的处理分析

响 (P>0.05，表 3)。

实验数据采用 Excel 2016 软件进行处理，通

2.3

对卵形鲳鲹部分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过 SPSS 2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所得数据以“平

饲料中不同泛酸质量分数对卵形鲳鲹血清中高

均值±标准差 ( X ± SD )”表示，P<0.05 表示差异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有显著影响，其中对照组显

显著。

著低于其他添加泛酸组 (P<0.05)，而添加泛酸的各
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P>0.05)；饲料中泛酸质量分

结果

2
2.1

数对卵形鲳鲹血清中总蛋白含量、碱性磷酸酶活

对卵形鲳鲹生长性能的影响

性、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谷丙转氨酶活性和谷草

随着饲料中泛酸质量分数的增加，卵形鲳鲹的

转氨酶活性均无显著影响 (P>0.05，表 4)。

终末体质量、增重率和特定生长率先增加后降低，

2.4

–1

其中 26 mg·kg 泛酸组的终末体质量、增重率和特

添加泛酸各组的 LZM 活性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定生长率达到最大且显著高于其他各组 (P<0.05)；

(P<0.05)，随着饲料中泛酸质量分数的增加，

–1

对照组的饲料系数最大，显著高于 26 mg·kg 和
–1

对卵形鲳鲹幼鱼部分血清免疫指标的影响

LZM 活性先升高后保持稳定；20 mg·kg

–1

–1

和

–1

37 mg·kg 泛酸组 (P<0.05)，26 mg·kg 泛酸组的

26 mg·kg 泛酸组的补体 C4 体积分数显著高于其

饲料系数最小，其他各组差异不显著 (P>0.05)；饲

他各组 (P<0.05)，且随着泛酸质量分数的增加，补

表2
Tab.2

泛酸对卵形鲳鲹生长性能影响

Effects of dietary pantothenic acid on growth performance of juvenile golden pompano
–1

项目
item
初始体质量/g IBM
终末体质量/g FBM
增重率/% WGR

饲料泛酸质量分数/mg·kg mass fraction of dietary pantothenic acid
0

16.4

8.87±0.03

20

8.71±0.12

a

8.83±0.01

bc

35.41±4.22

43.77±2.00
a

297.11±44.77

bc

402.49±27.94

a

2.88±0.10

1.93±0.32

b

肥满度/g·cm CF

26

45.42±1.38

bc

334.08±9.41

bc

2.66±0.04

ab

ab

3.52±0.04

3.47±0.30

脏体比/% VSI

5.78±0.47

肝体比/% HSI

0.87±0.17

–3

387.56±80.87

3.02±0.01

1.64±0.09

8.80±0.10

c

bc

ab

8.79±0.13
42.94±7.72

47.55±0.85
443.77±2.89

1.61±0.03

饲料系数 FCR

37

c

414.36±15.24
2.92±0.05

2.45±0.20

8.74±0.11

bc

bc

特定生长率/% SGR

33.4

bc

bc

ab

39.08±1.30

a

c

2.80±0.30

ab

1.52±0.07

a

1.68±0.25

1.58±0.07

3.37±0.07

3.40±0.07

3.42±0.17

3.21±0.17

5.63±0.00

5.64±0.15

5.57±0.08

5.66±0.09

5.75±0.11

0.99±0.07

0.97±0.05

0.92±0.06

0.87±0.05

0.86±0.01

a

注：表中同一行数据不同上标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0.05)，后表同此
Note: Values with different superscript letters within the same row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The same case in the following 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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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 = − 0.298 5x2 + 12.553x + 292.6
R² = 0.908 6

475
450

–1

+

+

26 mg·kg 和 33.4 mg·kg 泛酸组的 Na -K -ATP
–1

酶活性显著高于对照组、16.4 mg·kg 和 37 mg·kg

425
增重率/%
weight gai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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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00

泛酸组 (P<0.05)，且随着泛酸质量分数增加，其活

375

性先升高后降低 (表 6)。

350

3

325
300

x=21.026 8

275

饲料中添加 B 族维生素能显著改善鱼的生长

250
5

0

10

15

20

25

30

35

性能

40

饲料中泛酸质量分数/mg·kg−1
mass fraction of dietary pantothenic acid

图1

讨论
[18]

。刘安龙等

[19]

对草鱼泛酸需求量的研究发

现饲料中添加泛酸可以改善草鱼幼鱼的生长性能，
随着饲料中泛酸质量分数的增加，草鱼幼鱼增重
率、特定生长率和饲料效率先升高后下降；对凡纳

卵形鲳鲹增重率与饲料中泛酸质量分数的关系

滨对虾 (Litopenaeus vannamei) 的研究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fraction of dietary pantothenic acid and weight gain rate of golden pompano

[20-21]

也得出

饲料中添加泛酸可以提高饲料效率，且随饲料泛酸

体 C4 体积分数先升高后降低；各组间 ACP 和

水平的增加，饲料效率先升高后下降的结论，这说

POD 活性无显著差异 (P>0.05，表 5)。

明泛酸添加量不足或者过量都不利于鱼虾的生长；

2.5

在五龙鹅

对卵形鲳鲹幼鱼肠道吸收功能的影响
–1

–1

–1

16.4 mg·kg 、20 mg·kg 、26 mg·kg 和 33.4
–1

mg·kg 泛酸组中肠道 AMS 活性显著高于对照组
–1

和 37 mg·kg 泛酸组 (P<0.05)，随着饲料中泛酸质
量分数增加 AMS 活性先升高后降低；20 mg·kg
泛酸组 CK 活性显著高于对照组、16.4 mg·kg

–1

–1

–1

和 37 mg·kg 泛酸组 (P<0.05)，CK 活性随泛酸质

[22]

和肉鸡 (Gallus gallus domesticus)

[23]

泛酸

需求量的研究中也得出相似结果。本研究结果与上
述学者所得出的研究结果相似。这可能与泛酸的生
[24]

[25]

理作用有关 ，泛酸具有提高养分利用、脂肪代谢

以及脂肪酸合成的功能，可促进动物对养分的吸
收，促进动物生长；泛酸过量可能消耗鱼体更多的
能量，导致鱼类营养物质代谢障碍，对生长产生负
面影响

[26-27]

。此外对幼建鲤 (Cyprinus carpio var. Ji-

量分数增加先升高后降低；添加泛酸各组的 γ-

an)

GT 活性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随着泛酸质

以显著提高鱼类增重率、特定生长率和饲料效率，

–1

量分数增加，CK 活性先升高后保持稳定；20 mg·kg 、
表3
Tab.3

[28-29]

泛酸需要量的研究发现，添加泛酸同样可

不同的是随着饲料中泛酸质量分数的增加，其增重

饲料中泛酸质量分数对卵形鲳鲹幼鱼全鱼和肌肉成分的影响 (干质量)

Effects of mass fraction of dietary pantothenic acid on whole body and muscle proximate composition of
juvenile golden pompano (dry mass)
–1

项目
item

饲料泛酸质量分数/mg·kg mass fraction of dietary pantothenic acid
0

16.4

20

26

33.4

37

水分 moisture

76.37±1.35

73.90±2.54

74.94±2.66

74.11±1.50

76.91±0.60

74.93±0.80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57.25±1.73

56.23±3.56

57.47±1.88

57.92±0.91

58.32±0.38

57.02±0.24

粗脂肪 crude lipid

25.50±2.12

27.67±3.86

27.98±2.97

26.78±0.63

24.73±0.09

28.88±0.15

灰分 ash

14.44±0.00

14.60±0.13

14.65±0.32

14.39±0.24

14.53±0.45

14.21±0.12

75.56±3.12

73.44±1.13

73.57±1.81

74.33±3.78

75.55±2.32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a

81.73±0.01

81.92±0.66

a

82.58±0.73

82.07±0.51

82.98±0.25

粗脂肪 crude lipid

15.50±0.82

17.66±1.15

16.73±2.42

17.89±1.43

15.39±0.33

全鱼 whole body

肌肉 muscle
水分 moisture

灰分 ash

6.55±0.21

6.66±0.03

ab

6.55±0.04

ab

6.55±0.10

6.5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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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2±3.78
b

a

ab

82.71±0.60

19.29±4.41
6.6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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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Tab.4

85

饲料中泛酸质量分数对卵形鲳鲹幼鱼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Effects of mass fraction of dietary pantothenic acid on plasma biochemical indices of juvenile golden pompano
–1

饲料泛酸质量分数/mg·kg mass fraction of dietary pantothenic acid

项目
item

0

–1

总蛋白/g·L TP
–1

碱性磷酸酶/IU·L ALP
–1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mmol·L HDLC
–1

–1

甘油三酯/mmol·L TG
–1

谷丙转氨酶/U·L ALT
–1

谷草转氨酶/U·L AST

26

33.4

37

25.97±5.90

27.33±1.20

26.80±2.98

25.40±3.85

27.23±0.71

34.67±2.08

37.33±8.08

43.00±1.00

40.67±2.52

39.00±6.08

42.33±1.15

a

b

1.10±0.14

b

1.03±0.07

b

0.98±0.03

b

0.99±0.03

1.05±0.07

3.77±0.20

3.97±0.92

4.16±0.11

4.00±0.27

3.80±0.55

4.22±0.24

0.84±0.18

0.66±0.14

0.87±0.06

0.79±0.22

0.95±0.56

0.89±0.10

3.66±0.58

4.67±1.15

3.33±0.58

3.00±3.00

3.33±2.31

2.67±0.58

34.00±12.53

26.33±2.52

32.00±14.73

26.00±9.54

22.33±1.15

30.33±5.13

表5

20

26.63±0.58

0.84±0.00

总胆固醇/mmol·L TCHO

Tab.5

16.4

b

饲料中泛酸质量分数对卵形鲳鲹幼鱼血清免疫指标的影响

Effects of mass fraction of dietary pantothenic acid on plasma immune parameters of juvenile golden pompano
–1

饲料泛酸质量分数/mg·kg mass fraction of dietary pantothenic acid

项目
item

0

–1

溶菌酶/U·mL LZM

7 605.91±0.00

–1

酸性磷酸酶/U·L ACP

a

74.34±0.50

–1

补体4/μg·mL C4

100.19±0.00
–1

过氧化物酶/ U·mL POD

a

7.72±1.40

表6
Tab.6

16.4

20

8 147.78±128.08

b

b

8 610.84±0.00

71.35±1.26
101.84±5.61

26
c

130.06±4.53

6.63±0.81

6.28±0.44

7.89±2.86

8 177.55±440.60

76.35±6.89

b

122.54±0.00

b

8 216.75±0.00

79.84±10.32

b

37
b

9 783.25±561.58

68.41±6.36

a

33.4

70.46±10.25
a

a

111.55±12.27

106.95±4.87

6.60±0.81

5.33±0.67

饲料中泛酸质量分数对卵形鲳鲹幼鱼肠道消化吸收功能的影响

Effects of mass fraction of dietary pantothenic acid on intestinal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function of juvenile golden pompano
–1

饲料泛酸质量分数/mg·kg mass fraction of dietary pantothenic acid

项目
item

0

–1

淀粉酶/U·mg AMS
–1

肌酸激酶/U·mg CK
–1

+

–1

53.81±4.15

a

0.61±0.05

a

10.51±3.21

+

a

0.11±0.00

2.21±1.60

+

Na -K -ATP酶/U·mg Na -K -ATPase

20

43.66±0.38
0.59±0.01

γ-谷氨酰转肽酶/U·mg γ-GT
+

16.4
a

0.07±0.00

率、特定生长率和饲料效率先升高而后保持稳定，
[6]

bc

26

33.4

c

54.74±1.26

b

0.69±0.00

b

10.07±0.33

b

0.20±0.04

57.04±2.95

a

0.72±0.01

b

13.17±3.65

a

0.19±0.05

37

bc

b

50.93±0.00

ab

0.64±0.00

b

13.61±1.66

b

0.19±0.01

a

40.08±1.78

ab

0.58±0.12

a

b

13.06±0.00

b

0.08±0.02

b

a

饲料中泛酸水平对不同鱼种鱼体组成的影响存
[6]

这可能是由于鱼的种类不同导致。黄凤等 研究表

在较大差异。黄凤等 研究表明，饲料中泛酸质量

明适量泛酸可以显著影响吉富罗非鱼 (GIFT, Oreo-

分数增加到 18.2 mg·kg 时吉富罗非鱼全鱼脂肪含

chromis niloticus) 肝体比，且随泛酸质量分数的增

量显著增加并达到最高，随后脂肪含量开始下降，

加先升高后降低。本研究结果表明泛酸虽然对卵形

泛酸水平对鱼体粗蛋白含量无显著影响；文泽平

鲳鲹的肝体比没有显著性影响，但肝体比随着泛酸

研究表明饲料中添加泛酸可以显著提高幼建鲤体蛋

质量分数的增加有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本实验中

白含量，但显著降低体脂肪、体灰分和水分含量。

未添加泛酸组的卵形鲳鲹幼鱼没有出现眼球突出、

本研究中饲料中泛酸水平对卵形鲳鲹鱼体水分、粗

[6]

–1

[29]

体表和鳍条出血等症状 ，可能是鱼体内贮存的泛

蛋白、粗脂肪和灰分均无显著影响。关于饲料泛酸

酸未消耗殆尽，足够阻止缺乏症的产生，适当延长

水平对鱼体肌肉成分影响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

养殖天数可能会出现缺乏症。

究结果表明饲料中泛酸水平显著影响鱼类肌肉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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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说明饲料中添加适量泛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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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葡萄糖等营养物质的转运提供能量
可以间接反映肠黏膜的吸收能力

提高鱼肌肉的品质。
血清生化指标可以反映鱼类的营养与代谢情

平可以显著提高幼建鲤
+

[28]

[38]

[37]

，其活性

。饲料中泛酸水

肠道中的 CK、γ-GT

+

+

况。饲料中添加适量泛酸可以显著提高吉富罗非鱼

和 Na -K -ATP 酶活性，而且 CK、γ-GT 和 Na -

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而对血清中甘油

K -ATP 酶活性的变化也具有相似规律，都会随着

[6]

+

三酯以及总胆固醇含量无显著影响 ，这与本实验

饲料中泛酸质量分数的增加而升高，当到达泛酸最

结果相似。原因可能是泛酸代谢产物泛酸硫乙胺可

适量后再增加泛酸质量分数，它们的活性保持稳

[30]

，而血清中高密

定。在显著提高酶活性方面，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结

度脂蛋白胆固醇能起到防止游离胆固醇在肝外组织

果相似；在酶活性变化规律上，本研究中 γ-GT 活

以提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

细胞上沉积，并移除胆固醇的作用

[31]

，这有利于鱼

性变化与文泽平

[29]

+

的研究结果相似，CK 和 Na -

+

类生长。鱼类血清免疫指标可以反映鱼类的抗病能

K -ATP 酶活性随着饲料中泛酸质量分数的增加先

力，泛酸通过降低或者提高有酰基参与的反应中辅

升高后下降，出现此情况的原因可能是鱼的种类、

[32]

。饲料中

水温、饲养环境以及鱼类的生理状况不同从而造成

添加泛酸可以明显提高幼建鲤血清补体 C4 体积分

其对泛酸的消化吸收出现差异，亦可能是基础饲料

酶或者辅助因子的活性来影响免疫功能
数和 LZM 活性

[29]

，这与本实验的研究结果相似。

配方的设计不同所致

[39]

。关于泛酸对鱼类肠道消化

补体主要在肝脏内合成，并且泛酸以辅酶 A 的形

吸收能力的研究较少见到，出现差异的具体原因还

式来参与蛋白质合成，泛酸可能通过促进肝脏蛋白

需进一步研究。
本实验以增重率作为评价指标，得出卵形鲳鲹

的合成增加血清补体含量。补体可以与抗体或者细

–1

。血清中的 LZM

幼鱼泛酸的最适需求量为 21.03 mg·kg 饲料。这一

主要来自吞噬细胞，而泛酸也可以以辅酶 A 的形

指标与虹鳟 的泛酸需求量相接近，高于斑点叉尾

式参与细胞膜脂类合成，泛酸可能通过保证吞噬细

鮰

胞外毒素结合，促进吞噬作用

[29]

胞膜的完整，维持吞噬细胞的正常功能，间接地增
加了溶菌酶的活性，提高鱼类免疫能力。
肠道是鱼类进行营养物质消化的主要部位，消

[9]

能，肠道中相关酶活性反映了鱼类的消化吸收能力 。

、真鲷

[13]

、石斑鱼

[12]

[10]

和宝石鲈

[14]

[11]

的泛酸需求

[15]

量，低于鲤 、高眼丽体鱼 和牙鲆 的泛酸需求量。

4

结论
泛酸是卵形鲳鲹幼鱼维持正常生长所必需的维

化酶作为一类关键物质在消化过程中具有独特功
[18]

[7-8]

生素，在饲料中添加适量的泛酸可以提高卵形鲳鲹

的

幼鱼的增重率，降低饲料系数，并且可以增强幼鱼

报道，适宜的泛酸水平会显著提高幼建鲤肠道的

的免疫能力，促进肠道的消化吸收。以增重率为指

AMS 活性，对其消化功能有一定改善作用，本研

标测得卵形鲳鲹幼鱼饲料中泛酸的最适添加量为

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胰腺作为鱼类最大的

21.03 mg·kg 饲料。

目前关于泛酸对肠道消化酶的研究仅见幼建鲤

[28]

–1

消化腺，其分泌消化酶的能力与其生长发育息息相
关

[33]

。卵形鲳鲹幼鱼肠道消化酶活性降低可能是因

为泛酸不足影响了胰腺的生长发育，导致肝胰脏生
长受阻；当泛酸过量时，部分泛酸可随粪便排出体
外，但仍有一些对酶活性可能起抑制作用，使得活
性降低

[34]

参考文献：
[1]

究[D].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2007: 10-11.
[2]

and antioxidant function of Wulong geese aged one to four

用营养物质的基础，鱼类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受到消
+

+

Na -K -ATP 酶

[35]

。CK 是一个与细胞内能量转运

和 ATP 再生有直接关系的重要激酶。γ-GT 是谷氨
酸循环中的关键酶，在细胞摄取氨基酸过程中起重
要作用

[36]

+

+

。Na -K -ATP 酶可以分解 ATP，为氨基

WANG B, ZHANG X, YUE B, et al. Effects of pantothenic acid
on growth performance, slaughter performance, lipid metabolism,

。在鱼类体内，肠道吸收能力是其充分利

化道内的吸收酶调控，主要包括 CK、γ-GT 和

刘安龙. 草鱼幼鱼对饲料中核黄素、生物素和泛酸需要量的研

weeks[J]. Anim Nutr, 2016, 2(4): 312-317.
[3]

陈霞飞. 绝非泛泛而为——水溶性维生素泛酸篇[J]. 质量与标
准化, 2016(5): 26-27.

[4]

刘凯. 军曹鱼 (Rachycentron canadum) 吡哆醇、肌醇和泛酸营
养生理的研究[D].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 2008: 6-9.

[5]

康凯, 王相勇. 动物泛酸、叶酸缺乏症的诊断与防治[J]. 养殖技
术顾问, 2014(10): 157-157.

All Rights Reserved. South China Fisheries Science http://www.schinafish.cn

第5期
[6]

荀鹏伟等: 卵形鲳鲹对饲料中泛酸的需求量

黄凤, 蒋明, 文华, 等. 吉富罗非鱼对饲料中泛酸的需要量[J]. 水
产学报, 2014, 38(9): 1530-1537.

[7]

[8]

究[J]. 黑龙江畜牧兽医, 2009(8): 36-37.
[24] WEN Z P, ZHOU X Q, FENG L, et al. Effect of dietary pan-

WILSON R P, BOWSER P R, POE W E. Dietary pantothenic-

tothenic acid supplement on growth, body composition and intest-

acid requirement of fingerling channel catfish[J]. J Nutr, 1983,

inal enzyme activities of juvenile Jian carp (Cyprinus carpio var.

113(10): 2124-2128.

Jian)[J]. Aquacult Nutr, 2009, 15(5): 470-476.

MURAI T, ANDREWS J W. Pantothenic acid requirements of
channel catfish fingerlings[J]. J Nutr, 1979, 109(7): 1140-1142.

[9]

87

CHO C Y, WOODWARD B. Dietary pantothenic acid requirements of young rainbow trout (Oncorhynchus mykiss)[J]. J Comp
Physiol B, 1990, 4(4): A192.

[10] LIN Y H, LIN H Y, SHIAU S Y. Estimation of dietary pantothenic acid requirement of grouper, Epinephelus malabaricus according to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parameters[J]. Aquaculture,
2012, 324/325: 92-96.
[11] 宋理平. 宝石鲈营养需求的研究[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25] 孔敏, 王宝维, 葛文华, 等. 泛酸干预脂肪甘油三酯脂肪酶和长
链脂酰辅酶 A 合成酶 1 基因表达对鹅生长和脂类代谢的反向
调控[J]. 动物营养学报, 2016, 28(5): 1433-1441.
[26] 薛玉霞. 畜禽营养代谢疾病的诊断和防治[J]. 新农村, 2012(12):
23-24.
[27] 周士胜, 臧益民. B 族维生素过量与心血管病风险[J]. 心脏杂
志, 2012(1): 110-113.
[28] 文泽平, 冯琳, 姜俊, 等. 幼建鲤泛酸缺乏症及泛酸缺乏对肠道
酶活力和免疫应答的影响[J]. 中国畜牧杂志, 2010, 46(5): 2933.
[29] 文泽平. 泛酸对幼建鲤消化吸收功能和免疫功能的影响[D]. 雅

113-114.
[12] OGINO C. B vitamin requirements of carp-II. Requirements for
riboflavin and pantothenic acid[J]. J Fed Am Soc Exp Biol, 1967,
33(4): 351-354.

安: 四川农业大学, 2008: 55-64.
[30] AVOGARO P, BITTOLO BON G, FUSELLO M. Effect of
pantethine on lipids, lipoproteins and apolipoproteins in man[J].

[13] YANO T, NAKAO M, FURUICHI M, et al. Effects of dietary
choline, pantothenic acid and vitamin C on the serum complement activity of red sea bream[J]. Nsugaf, 1988, 54(1): 141-144.
[14] CHAVEZ M C, ESCOBAR B L. The requirement of Cichlasoma
urophthalmus (Günther) fry for pantothenic acid and the pathological signs of deficiency[J]. Aquacult Res, 2010, 21(2): 145-156.
[15] 李爱杰, 张道波, 魏万权, 等. 牙鲆营养需要的研究[J]. 饲料工
业, 2009, 30(16): 39-41.
[16] YELLOWTAIL S S. Seriola quinqueradiata[Z]. Handbook of
Nutrient Requirements of Finfish, 1991: 181-191.
[17] 杜强. 卵形鲳鲹赖氨酸和蛋氨酸需求量及饲料中鱼粉替代的研
究[D]. 上海: 上海海洋大学, 2012: 7-8.
[18] 周小秋. B 族维生素与鱼类消化吸收、免疫和抗氧化防御能力
的关系研究进展[C]//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2009 学术年会论文集 (上册). 石家庄: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出版
社, 2009: 118-133.

Curr Ther Res Clin E, 1983(3): 488-493.
[31] 王抒, 李健斋, 李红霞. 血清甘油三酯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合
适水平与危险水平的划分[J]. 中国动脉硬化杂志, 2002, 10(6):
513-516.
[32] 赵楠. 日粮泛酸水平对生长獭兔生产性能、抗氧化性能和脂肪
代 谢的影响[D]. 泰安: 山东农业大学, 2016: 47-48.
[33] ZHOU X Q, ZHAO C R, LIN Y. Compare the effect of diet supplementation with uncoated or coated lysine on juvenile Jian carp
(Cyprinus carpio var. Jian)[J]. Aquacult Nutr, 2007, 13(6): 457461.
[34] 许实荣, 孙凤, 娄康后. 中国对虾营养研究——B 族维生素 (B1,
B6) 对对虾蛋白酶和淀粉酶活力的影响[J]. 海洋科学, 1987, 11
(4): 34-37.
[35] 黄慧华. 硫胺素对幼建鲤生长性能、消化吸收功能和免疫功能
的影响[D]. 雅安: 四川农业大学, 2009: 38-44.
[36] 张军民. 谷氨酰胺对早期断奶仔猪肠道的保护作用及其机理研

[19] 刘安龙, 文华, 蒋明, 等. 草鱼幼鱼对饲料中泛酸需要量的研究
[J]. 水产科学, 2007, 26(5): 263-266.

究[D].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 2000: 16-28.
[37] ALMANSA E, SANCHEZ J J, COZZI S, et al. Segmental hetero+

+

[20] 袁野, 黄晓玲, 陆游, 等. 饲料中不同泛酸水平对凡纳滨对虾生

geneity in the bi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Na -K -ATPase along

长性能、饲料利用及血清指标的影响[J]. 水产学报, 2016, 40(9):

the intestine of the gilthead seabream (Sparus aurata L.)[J]. J

1349-1358.

Comp Physiol B, 2001, 171(7): 557-567.

[21] 黄晓玲. 凡纳滨对虾幼虾对硫胺素、泛酸、维生素 B6 和肌醇
需要量的研究[D]. 宁波: 宁波大学, 2014: 21-22.
[22] 张肖, 王宝维, 岳斌, 等. 泛酸对 5~16 周龄五龙鹅生长性能、屠
宰性能、肌肉品质、营养物质利用率及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J]. 动物营养学报, 2015, 27(11): 3411-3419.
[23] 祁凤华, 陈瑶, 徐春生. 泛酸对肉仔鸡营养物质代谢率影响的研

[38] RHOADS J M, CHEN W, CHU P, et al. L-glutamine and L-as+

+

paragine stimulate Na -H exchange in porcine jejunal enterocytes[J]. Am J Physiol, 1994, 266(5): G828-G838.
[39] MOHAMED J S. Dietary pyridoxine requirement of the Indian
catfish, Heteropneustes fossilis[J]. Aquaculture, 2001, 194(3/4):
327-335.

All Rights Reserved. South China Fisheries Science http://www.schinafish.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