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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最早记载科学描述外源性酶制剂在动物营养中的作用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 (Clickner 
& Follwell, 1925)。自此30年后, 科学家开始研究外源酶在家禽饲料中的应用。20世纪六七十

年代, 因酶制剂价格昂贵其饲用研究停滞不前。到八十年代因生物科技一日千里而引起饲用

酶制剂研究突飞猛进, 当今仅在肉仔鸡上的研究文献就已经超过了1400篇（Rosen，2000）。

首次使用商品化酶制剂可以追溯到1984年的芬兰，向大麦基础日粮中添加发酵酶制剂，显著

改善了其营养价值。从此之后，饲用酶制剂开始成几何数字的增长速度用于家禽饲料，而猪
饲料中酶制剂的应用增长相对速度较慢。酶制剂工业同时也在快速发展。由不成熟的行业逐
渐产生一个单独的酶制剂研究领域。本文主要综述饲用酶制剂在猪禽饲料中的应用和研究的
最新进展, 并对将来酶制剂的研究进行了展望。植酸酶和反刍动物饲用酶并没有包括本文

中。

二. 饲用酶制剂的现状

    目前在饲料工业中应用的酶制剂主要有4大类： 分别用来降解日粮纤维 (细胞壁)、蛋白

质、淀粉和植酸 (Rosen, 2000)。

   日粮纤维 (细胞壁)降解酶：对于单胃动物来说，消化的最大阻力是不能产生降解日粮纤维

的酶。在含有小麦、大麦、燕麦等组分的日粮中，很大一部分日粮纤维是阿拉伯木聚糖和
β --葡聚糖。水溶性的日粮纤维能提高小肠内容物的粘度，阻碍养分的吸收，从而降低动
物的生长性能。纤维降解酶、即木聚糖酶和β --葡聚糖, 可以减少这些差异，提高动物的
生长性能和整齐度。同时还可以减少某些消化不良的疾病。

蛋白降解酶： 动物日粮中蛋白质来自各种饲料原料， 它们最终通过降解为氨基酸而
沉积在肌肉中。 在单胃动物日粮中，添加蛋白酶除了能充分降解大部分储蛋白质或储藏蛋
白质为动物可利用的小分子肽外，还能够通过降解抗营养因子而改善饲料营养价值。植物
蛋白源，如豆饼粕中存在着一些抗营养因子，如几鞣质和胰蛋白酶抑制因子，可能会对小
肠吸收表面造成损害，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另外，幼龄动物不完善的消化体系使得植物
蛋白（如豆饼粉）中的蛋白质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

淀粉降解酶： 许多营养学家认为玉米不存在消化不良性，消化率超过95%，但是最近
Noy和Sklan研究表明（1994年）在理想状态下，4—12日龄的肉鸡日粮中，淀粉的回肠消化
率很少超过85%，添加淀粉酶可以使淀粉在小肠得到更多更快的降解。在仔猪断奶期，由于
营养、环境和免疫系统的变化， 体重会下降。在日粮中添加淀粉酶和其他一些酶，可改进
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提高饲料转化率和动物生长率。

植酸降解梅：对于所有的动物来说， 磷对于骨骼的矿化、免疫、繁殖、生长都是至关
重要的。猪和家禽单胃动物只能里利用植物饲料中30—40%的磷，其余60—70%的植酸磷是
无法利用的。在许多情况下，饲料日粮中必须补充无机磷来满足动物生长的需要。饲料中
一半以上的磷随着粪便排放到环境中，污染环境。添加植酸梅可以降解植酸，释放植酸分
子中



的磷。减少了饲料中磷的添加量及畜禽粪便对环境的磷污染。

使用酶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提高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简而言之，在饲料中添加使用
酶主要有以下3个作用。

1 提高淀粉、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利用率。这些营养物质被富含纤维的细胞壁包围，或者

以某些不能被动物消化的结构形式存在（例如在植物饲料原料中，大量的磷以植酸磷的形
式存在。

2 降解动物饲料中存在的抗营养因子。这些抗营养物质不能被动物内源酶降解，从而干

扰动物的正常代谢，导致动物消化不良，生产性能下降。

3 由于幼龄动物自身消化系统还不成熟，内源酶不足添加外源酶可以提高饲料消化率，

防止出现消化不良症状。

三. 酶制剂在家禽饲料工业中的应用与研究及作用机制

1: 酶制剂在玉米豆粕日粮中的应用及作用机制

近年来研究表明含有淀粉酶、木聚糖酶和蛋白酶的复合酶制剂对提高玉米-豆粕型日粮
营养价值有一定作用。Pack和Bedford（1997）以及Pack等（1998）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他们的研究发现, 在玉米-豆粕型日粮中添加酶可提高其回肠消化能（2%-7%）, 结果
肉仔鸡的增重提高, 体重更均衡、死亡率更低。主要原因可能是饲喂酶制剂促进了营养物
质消化,同时去除了饲料中的抗营养因子。美国阿肯色州立大学Waldroup 教授和他领导的
研究小组的最近研究表明, 在玉米-豆粕型日粮中添加含有淀粉酶、木聚糖酶和蛋白酶的复
合酶制剂(爱维生1502)显著提高了肉鸡(公)的增重。日粮代谢能降低2/3/4%(前/中/后期)
显著降低肉鸡(公)的增重, 但添加爱维生后肉鸡增重与正对照组(不降低ME)没有差异。他
们认为主要原因为酶制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能量的利用率。

金立志总结了9个在一些亚太国家的试验 (Jin, 2001, Asia Poultry) 。这些试验主要研究

在玉米 --豆粕型日粮中添加酶制剂 [由淀粉酶, 蛋白酶 和木聚糖酶组成的复合酶] 对肉鸡性

能试验的影响。在各种环境条件和饲料配方中，添加酶制剂使肉鸡生长速度平均提高
3.5%，饲料利用率（饲料：增重）提高2.5%～13.9％。

1.1 作用机制

如果粘度不是影响玉米品质的一个因素，那么必定有其他待鉴定的因素影响玉米品
质。一些研究结果已经清楚地显示玉米淀粉不能很好地在回肠末端被完全消化，这一点可
以从Noy和Sklan (1995) 的研究中得到证实。他们的研究表明尽管淀粉酶的分泌量随年龄呈

对数增长，但玉米淀粉的回肠末端消化率没有高于85%。美国阿肯色大学Coon教授的研究

（1998，未发表）也证实在回肠末端玉米淀粉并未完全消化（如图1）。

玉米淀粉的消化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包括淀粉的结晶、干燥、加工以及退化淀粉
的不断形成。蛋白质包裹程度也直接关系到淀粉与消化酶结合的难易程度。淀粉微粒中，
淀粉的构造分为直链型（低消化率）和支链型（高消化率），支链淀粉不仅比直链淀粉易
于消化，而且在加工过程中更糊化（糊化淀粉被淀粉酶降解的速度是原淀粉的100－1000
倍）。然而，当糊化反应发生后的冷却和储藏过程中，一部分糊化淀粉会逐渐形成与蛋白
质和纤维相连的、抵抗酶消化的复合物，即退化淀粉。退化淀粉一直被认为是由于高温加
工形成的，但在多雨的年份，玉米收割后通过强制通风干燥器快速干燥的过程与这种情况
很相似。另外，收割的玉米马上就储藏于金属质地的粮仓内，温度将超过50℃（finnfeeds 
内部数据）。这种状况超过一定的时间后，将生成“焖火”淀粉，这个过程与退化淀粉的
生成是很相似的。



图1：玉米专用复合酶(爱维生)对不同蛋白质水平下

肉鸡淀粉回肠末端和表观消化率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添加酶制剂可以显著

提高淀粉的回肠末端消化率，但对总消
化率的影响不明显。可是酶的确提高了
生产性能，这使得对总消化率测定的价
值提出了质疑。此外，淀粉在鸡大肠内
的消化很活跃，在图1中，消化率几乎增

加了15%（Coon等，1998，未发表）。

但是，人们通常倾向认为，对于鸡来
说，提高淀粉回肠消化能可能要比提高
大肠淀粉发酵产能更有利。基于这个假
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便表观消
化率较低，添加酶仍大大提高鸡对玉米
淀粉能量的利用效率。另外, 酶在加速消

化过程的同时，也减少了回肠和大肠细
菌对淀粉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的利用，
这就是限制性竞争作用。

2. 酶制剂在小麦/大麦等黏性谷物日粮的应用与作用机制

现在人们知道，黏性谷物(如小麦, 大麦)的营养价值较低是因为它含有较高的可溶性非
淀粉多糖(NSP), 如小麦/黑麦中的阿拉伯木聚糖及大麦中的β-葡聚糖（Fengler和
Marquardt，1988a，b;  Choct和Annson，1990；Annson，1991)。Choct等（1995）向低ME
的肉仔鸡（3-4周龄）小麦日粮中添加商品多聚糖酶制剂，日粮AME增加24%，FCE改善25%。
人们对β-葡聚糖酶在家禽日粮中的使用进行了大量研究（Hesselman和Aman，1986；
Campbell等，1989），也最成功。酶的使用改善了生长性能的饲料转化率，饲喂添加β-葡
聚糖酶的大麦日粮的肉仔鸡的活体重增加可达17%（Broz和Frigg，1986），饲料转化率可改
善19%（Newman和Neman，1987），大麦中除含有β-葡聚糖外，还含有可溶性的非淀粉多糖
（NSP），因此大麦日粮的主要酶制剂中应含有β-葡聚糖酶活性和阿拉伯木聚糖酶活性。以
黑麦为基础的肉仔鸡日粮中添加阿拉伯木聚糖酶显著改善了生长性能和饲料转化率
（Bedford等，1991；Bedford和Classen，1992）。在黑麦-小麦基础日粮中，添加酶制剂
（含有阿拉伯木聚糖酶和β-葡聚糖酶活性），肉仔鸡增重可增加27%，饲料效率可改善10% 
（Pettersson和Aman，1988，1989）。

2.1 作用机制

非淀粉多糖（NSP）是一系列具有不同理化特性的化合物。一般认为粘性谷物中的NSP的有
害作用与其天然粘性，理化特性和其对消化道形态学上的影响，及与肠道微生物的互作有
关。为了清楚说明NSP在日粮中对家禽的作用，Choct和Annison（1990，1992a）从小麦细
胞壁上分离出NSP，将这种NSP加入到半纯净日粮中。他们发现, 以相当于30g/kg的纯阿拉
伯木聚糖的量向高粱日粮中添加NSP浸提物，鸡只体增重降低24.6%，饲料转化率下降
11.2%，高粱的DM消化率降低8.4%，AME降低9.9%。小麦阿拉伯木聚糖可抑制营养物质（淀
粉、蛋白质和脂肪）的消化，与黑麦和大麦中的抗营养物质NSP相似。据报道黑麦中的阿拉
伯木聚



糖，可以降低脂肪、蛋白质和DM的存留率（Ward和Marquardt，1987；Fengler和
Marquardt，1988b）。在饲喂大麦日粮（含有大量的粘性β-葡聚糖）的仔鸡上的研究表
明，淀粉和蛋白质回肠消化率降低（Hesselman和Aman，1986）。

小麦中的阿拉伯木聚糖以及大麦中的β-葡聚糖可使小肠内容物粘度的增加，从而降低
了营养物质和消化酶的扩散，阻碍了它们在小肠粘膜上的消化吸收作用（Edwards等，
1988；Ikegami等，1990）。 体外实验表明，可溶性不可消化的多糖与小肠刷状缘的多糖-
蛋白质复合物相互作用，产生流速较慢的厚的稳定的水层，从而影响了营养物质的吸收
（Johnson和Gee，1981）。使大麦发芽，可以降低其水浸提物的粘度，与普通大麦相比，
这种发芽大麦对家禽的营养价值更高（Fengler等，1990）。与具有低浸体粘度的大麦相
比，具有高浸提粘度的大麦对家禽的有害作用更大（Campbell等，1989）。所有这些结果
都支持粘度是家禽日粮中NSP抗营养作用的一部分的理论。

粘性多糖 (阿拉伯木聚糖和β-葡聚糖) 也可引起动物消化道在生理和形态学上发生变
化（Brown等，1979；Cassidy等，1981；Morgan等，1985；Ide等，1989；Low，1989）。
日粮中添加NSP，可显著增加水分、蛋白、电解质和液体的内源性分泌（Low，1989），此
过程耗能很大。在白鼠日粮中延长饲喂含有粘性多糖的日粮，白鼠的消化系统会作相应的
适应性调整（Ikegami等，1990）。胃肠道变化的典型特征是，消化器官变粗、消化液分泌
增加、营养物质消化率降低。因此因小麦阿拉伯木聚糖而引起的回肠蛋白消化率的降低，
可能是由于蛋白降解受到抑制和/或氨基酸吸收减少而致，也可能是因为内源蛋白分泌量
（来自肠道分泌物）的增加而致。

2.2 添加酶的效果预测

预测特定饲料中酶制剂的作用的概念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生产者可因此而调整日粮中
酶制剂的添加量，或者在配合日粮时调整营养标准。研究清楚地表明，日粮中NSP含量与日
粮营养价值之间的负相关。这表明测定日粮NSP含量，可能用于预测日粮需要添加的酶制剂
量，但是这种方法的实用性因NSP不同种类, 不同分子大小和分子结构, 不同分析方法受到
了质疑。家禽的肠道粘度值可用于预测对添加酶制剂的反应，因为对于特定日粮，在特定
条件下酶制剂的添加可显著降低肠道食糜粘度。但是，肠道粘度测定费时且成本高。并且
肠道粘度依赖于很多因子如小肠中食糜采样的部位、家禽年龄以及日粮中的抗生素促生长
剂。

浸提粘度主要来自日粮中可溶性NSP（Izydorcayk等，1991；Saulnier等，1995）。因
为日粮营养价值与其所含的NSP有关，所以可用浸提粘度来预测日粮添加酶制剂的作用。 
Roter等（1989）证实饲喂大麦日粮的肉仔鸡的生产性能可用浸提粘度法准确预测。Choct等
（1993）研制了一种区分非常低AME含量和常规AME含量的小麦的粘度浸提法，此后很多系统
性的研究不断证实了这种方法对预测家禽日粮营养价值的的有效性（Carre和Melcion，
1995；Choct和Haughes，1997；Dusel等，1997，1998；Wiseman和McNab，1998）。浸提粘
度法简单快速，给出了NSP的量化特征，但是因为浸提粘度分析方法基于可溶性NSP的含量，
所以仅能用于预测降低粘度的酶制剂的反应。

总之, 在家禽小麦日粮中使用木聚糖酶和大麦日粮中使用β-葡聚糖酶已在生产实践中
广为接受。利用浸提日粮粘度预测酶制剂在家禽日粮中的作用的方法简单而快速。

四. 酶制剂在猪饲料中的应用与研究及作用机制

1.1 酶制剂在玉米日粮的应用与作用机制



研究外源性酶制剂对纯玉米/大豆粕或高梁/大豆粕日粮的对猪的影响相对较少, 而且结
果差异很大。Lindemann等（1997）研究表明，在猪玉米/大豆粕基础日粮中添加外源性复合
酶（由蛋白酶、纤维素酶、戊聚糖酶、半乳糖苷酶和淀粉酶组成）后，对生长猪（26-64 
kg）有改善生产性能的作用。Van Lunen和Schulze（1996b）报道，向生长育肥猪玉米、小
麦的日粮中添加木聚糖酶，均显著改善了其生产性能。Evangelista等（1998）给生长育肥
猪饲喂外源性复合酶制剂（由淀粉酶、β-葡聚糖酶、木聚糖酶、果胶酶组成），研究表明
显著改善了动物的生长速度和采食量。

当玉米/豆粕基础日粮中添加各种面粉厂副产品（如小麦次粉/细糠/麸皮，浸提或全脂
大麦糠）时，研究表明此类日粮中添加外源性酶制剂对生产性能的改善比较明显。Schulze
等（1996a）、Schulze和Campbell（1998）以及Partridge等（1998b）的研究均表明，木
聚糖酶的添加显著改善了生长育肥猪的生长率和/或饲料转化率。金立志 和Partridge  
(2001) 综合了9项研究发现, 在含有5%到25%米糠生长猪的日粮中和含有10%到35%育肥

猪的日粮中添加木聚糖酶 (保安生9300, Finnfeeds)日增重提高了4.0%至12.0%，平均为6.9%, 
饲料转化率平均提高了4.8% (Jin & Partridge, 2001, Asian Pork )。

酶制剂在猪玉米日粮中的作用机制尚无一致结论。玉米和高粱中的NSP含量基本相同
（9%-10%，Dierick和Decuypere，1994），NSP中有超过40%是不可溶性阿拉伯木聚糖。标
准的粉碎程序（如滚筒辗粉机和锤片式粉碎机通过不同直径的筛片）没有破坏细胞壁，使
得细胞中的营养物质被包裹着进入动物的胃和小肠。因为这些谷物的细胞壁结构主要是不
可溶性纤维，内源性酶对其无作用，所以在小肠末端能检测到相当量包被营养物质，进入
大肠（Bedford，2000）。对玉米和高粱的这种纤维成分的特异外源酶是木聚糖酶，纤维酶
对破坏这种细胞壁的包被作用以及破坏与其相关的一些副作用（如持水力），也有一定的
作用。研究发现, 1g可溶性NSP可以结合13.5g水分 (Bourguin等,1993)，1g不溶性NSP则可

结合6.15g水分（Kirwan等，1974）。NSP较高的系水力不仅降低营养物质的吸收率，而且

影响了猪的采食量（Dierick和Decuypere，1994；Kyriazakis和Emmans，1995）。体外试验

表明添加酶可以降低不同饲料成分的系水力（如图2），而且许多猪的体内试验也表明在纤

维性日粮中添加有效的酶可大大提高采食量，进而使猪的日增重和饲料转化率有所改善。

    图2 酶制剂对饲料原料的持水力（g/g）的影响，复合酶制剂中含有木聚糖酶、β-葡
聚糖酶和蛋白酶活性（Finnfeeds，1995）。

1.2 酶制剂在小麦/大麦等粘性谷物日粮的应用与作用机制

仔龄猪日粮中添加酶制剂改善了猪的生产性能（生长率、饲料/增重或消化率）的研究
文献较多。在最近的研究中, Choct等 (1999) 和 Partridge等 (1999)根据生长实验结果
把不同小麦品种分为”优等”, “中等” 和 “低等” 小麦。添加酶制剂大幅度改善了饲



喂”低等” 小麦猪的生长性能。即使对饲喂“优等”和”中等”小麦日粮的猪的日增
重也由明显改善。

Baidoo等（1998a）研究了不同体重的猪对日粮中添加酶制剂的反应，研究表明在超过
40-60 kg体重后，猪对日粮添加酶制剂的反应降低，而9-20 kg仔猪对日粮添加酶制剂反
应明显（日增重+12%、饲料/增重-3%），体重在20-40 kg的仔猪对日粮添加酶制剂反应更
明显（日增重+17%、饲料/增重-10%），甚至在本试验中，体重在40-60 kg的中猪对日粮
添加酶制剂反应也比较明显（日增重+4%、饲料/增重-12%）。Baidoo等（1998a）、
McCraken等（1996）以及Ham和Froseth（1993）的研究均表明，对大麦基础日粮中添加饲
料酶制剂的生产和经济效益反应的关键在于对谷物质量（能量和氨基酸的可利用率）的评
估。

在猪小麦/大麦等粘性谷物日粮中添加外源性碳水化合物酶制剂的作用机制主要集中在
外源性酶制剂对肠道中可溶性与不溶性日粮纤维的降解。粘性非淀粉多糖业能物理性的包
被淀粉颗粒，从而降低淀粉的消化率（Ellis等，1996）。日粮中的日粮纤维（ADF-酸性洗
涤纤维）含量增加会显著降低猪和禽的能量浓度。Kyriazakis和Emmans（1995）发现对仔
猪（12-25 kg）来说，饲料持水力是影响采食量的主要因素。体外试验表明碳水化合物酶
可以降低饲料的持水力（图2）。也有人认为酶制剂对增加采食量的效应可能是: I) 影响
调节食糜流速的各种因素; 和 II)改善小肠中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在这方面仍需进一
步研究。

1.3日粮中添加酶制剂来降低疾病综合症

已经确定未消化的可溶性纤维是导致非特异大肠炎综合症的关键因素。Pluske与其同
事证实饲料原料的可溶性发酵淀粉和抗性淀粉均能诱猪只发生痢疾（Pluske等，1996，
1998）。尤其是对于采食小麦基础日粮（颗粒饲料）的体重为15-40 kg的猪（Taylor，
1989）。日粮中添加适当的木聚糖酶可以改善这种情况（Hazzledine和Partridge，
1996）。使用酶制剂可降低因日粮而导致的腹泻，尤其是对断奶仔猪更明显（Inborr和
Ogle，1998；Florou-Paneri等，1998；Kantas等，1998）。

五. 饲用酶制剂未来研究的领域

尽管已经证明酶的使用可以带来很好的效益，但是动物日粮中酶制剂的使用仍处于初
级阶段。酶制剂领域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在这方面Marquardt & Bedford (1998), Partridge 
(2001), Bedford (2000) 在他们的综述中进行了很多探讨。

新型酶制剂的研制
科学家和商业公司都在研究开发新一代单酶以便生产更为有效的复合酶制剂产品。这

种酶具备的特点包括：(ⅰ)适应不同生长环境且具有较高特异活性 （单位蛋白底物转化

率）；(ⅱ)对热处理、低pH值和蛋白分解酶的抵抗力高；(ⅲ)生产成本较低；(ⅳ)在一般
贮藏条件下具有较长的货架期；(ⅴ)易于在配合饲料中检测。未来几年酶特性的研发将成
为焦点。只有更好地鉴别出酶的目标底物和生产出具有期望酶活性的产品，才有可能充分
表现酶制剂的优点。具备这些知识将使人们更有效、快捷和集中于研制具有生物作用的
酶。

改进酶的分析方法
人们在使用酶制剂时不仅关心如何从众多的酶制剂中选择最合适的，而且关心如何分

析配合饲料中酶制剂的含量。可析的是目前尚没有分析所有商品酶制剂的质量和数量的唯
一的标准程序。以木聚糖酶为例，当今市面上的商品木聚糖酶至少来自四种微生物。即使
同一种微生物产生不同特性的木聚蔗糖酶 (有的多达10种以上)，甚至有些产品也能包括1，
2，3甚至多种不同特性的木聚糖酶（pH，最佳温度，底物特异性等）。因此，用一种方法

来确定所有酶制剂的“相对活性”是不合适的。改进的标准分析方法需要做到：(ⅰ)允许

酶制剂生



产商和采购商根据酶活性值而比较不同酶制剂；(ⅱ)确保家畜生产者正确决定饲料中
活性酶的添加量；(ⅲ)提供一种分析酶在胃肠道的不同部分的活性的方法，尤其是在酶主
要作用部位的存留活性。

酶的作用位点及对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影响
有关酶在胃肠道那个部位的作用最有效方面的基础数据还缺乏，如酶在鸡体内发挥作用的
主要位点不明确，是嗉囊、前胃、砂囊、十二指肠、回肠、直肠，还是整个胃肠道尚无一
致的报道。研究酶是如何影响猪禽消化道的发酵（如挥发性脂肪酸）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从而可以更好地引导肠道微生物向着有益的方向繁殖。很明显，此类研究工作刚刚起步，
但期望会产生巨大的效益（Apajalahti和Bedford，1999）。

原料的预处理
猪禽没有足够长的消化道降解食糜中的完整细胞壁。研究使含半纤维素的谷物和消化

率低的饲料原料中的半纤维素部分/完全水解的饲料原料预处理程序，具有很大的潜力。高

植酸饲料原料（如菜籽粕和棉粕）经预处理，与当前单纯体内水解相比，可以使得更大量
的植酸水解。预处理可保证各批次之间质量稳定。

酶的添加剂量
添加多少酶量才能产生最佳经济效益? 很明显，当饲料和酶制剂的成本成比例变化时，

酶制剂的最佳经济剂量也会变化。当今可以通过计算机模型，根据饲料和酶制剂的成本以及
底物浓度，来预测小麦型和大麦型基础日粮中最佳酶制剂添加量 (AVICHECK 软件, 
FINNFEEDS)。但是来预测玉米型日粮中最佳酶制剂添加量的研究尚在进行中。

其他动物的研究
尽管以鸡为实验动物进行的研究表明酶制剂的有益作用，但是在其他家禽（如火鸡、

鸭子和鸵鸟）上的研究较少。很少有用具有简单胃的鱼、鳝鱼、美洲鳄鱼、乌龟、及其他
珍奇动物，宠物（如狗猫）和毛皮动物作酶制剂试验。酶制剂在趋于食肉类动物的日粮或
许作用更大，因为这些动物的胃肠道中大肠较短，因此没有大量的具有降解复杂碳水化合
物的厌氧微生物。

六. 结语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公众或媒体对畜品生产过程更加关注。欧盟政府最近发布了禁止在
饲料中使用某些抗生素作为促生长剂的决定。转基因动植物正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这都
为酶制剂产品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但是迄今为止，尽管欧洲绝大多数饲料厂商都使
用酶制剂, 美加饲料养殖使用饲用酶制剂也越来越多, 但全球单胃动物饲料仅有10%左右使

用了酶，总价值约1.5亿美元。显然，饲料酶应用技术发展的潜力巨大、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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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用酶制剂应用与研究的现状及未来发展
金立志 博士 
[现任英国美瑞康（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任国家饲料工程中心副主任。并受聘于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农科院饲料所客座研究员和四川农业大学客座教授，为中国动物营养学会理事和应用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饲料工业协会饲料添加剂分会常务委员和中国饲料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该文发表在《饲料广角》2004年]
一. 前言
最早记载科学描述外源性酶制剂在动物营养中的作用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 (Clickner & Follwell, 1925)。自此30年后, 科学家开始研究外源酶在家禽饲料中的应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因酶制剂价格昂贵其饲用研究停滞不前。到八十年代因生物科技一日千里而引起饲用酶制剂研究突飞猛进, 当今仅在肉仔鸡上的研究文献就已经超过了1400篇（Rosen，2000）。首次使用商品化酶制剂可以追溯到1984年的芬兰，向大麦基础日粮中添加发酵酶制剂，显著改善了其营养价值。从此之后，饲用酶制剂开始成几何数字的增长速度用于家禽饲料，而猪饲料中酶制剂的应用增长相对速度较慢。酶制剂工业同时也在快速发展。由不成熟的行业逐渐产生一个单独的酶制剂研究领域。本文主要综述饲用酶制剂在猪禽饲料中的应用和研究的最新进展, 并对将来酶制剂的研究进行了展望。植酸酶和反刍动物饲用酶并没有包括本文中。
二. 饲用酶制剂的现状
    目前在饲料工业中应用的酶制剂主要有4大类： 分别用来降解日粮纤维 (细胞壁)、蛋白质、淀粉和植酸 (Rosen, 2000)。
   日粮纤维 (细胞壁)降解酶：对于单胃动物来说，消化的最大阻力是不能产生降解日粮纤维的酶。在含有小麦、大麦、燕麦等组分的日粮中，很大一部分日粮纤维是阿拉伯木聚糖和β --葡聚糖。水溶性的日粮纤维能提高小肠内容物的粘度，阻碍养分的吸收，从而降低动物的生长性能。纤维降解酶、即木聚糖酶和β --葡聚糖, 可以减少这些差异，提高动物的生长性能和整齐度。同时还可以减少某些消化不良的疾病。
蛋白降解酶： 动物日粮中蛋白质来自各种饲料原料， 它们最终通过降解为氨基酸而沉积在肌肉中。 在单胃动物日粮中，添加蛋白酶除了能充分降解大部分储蛋白质或储藏蛋白质为动物可利用的小分子肽外，还能够通过降解抗营养因子而改善饲料营养价值。植物蛋白源，如豆饼粕中存在着一些抗营养因子，如几鞣质和胰蛋白酶抑制因子，可能会对小肠吸收表面造成损害，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另外，幼龄动物不完善的消化体系使得植物蛋白（如豆饼粉）中的蛋白质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
淀粉降解酶： 许多营养学家认为玉米不存在消化不良性，消化率超过95%，但是最近Noy和Sklan研究表明（1994年）在理想状态下，4—12日龄的肉鸡日粮中，淀粉的回肠消化率很少超过85%，添加淀粉酶可以使淀粉在小肠得到更多更快的降解。在仔猪断奶期，由于营养、环境和免疫系统的变化， 体重会下降。在日粮中添加淀粉酶和其他一些酶，可改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提高饲料转化率和动物生长率。
植酸降解梅：对于所有的动物来说， 磷对于骨骼的矿化、免疫、繁殖、生长都是至关重要的。猪和家禽单胃动物只能里利用植物饲料中30—40%的磷，其余60—70%的植酸磷是无法利用的。在许多情况下，饲料日粮中必须补充无机磷来满足动物生长的需要。饲料中一半以上的磷随着粪便排放到环境中，污染环境。添加植酸梅可以降解植酸，释放植酸分子中
的磷。减少了饲料中磷的添加量及畜禽粪便对环境的磷污染。
使用酶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提高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简而言之，在饲料中添加使用酶主要有以下3个作用。
1 提高淀粉、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利用率。这些营养物质被富含纤维的细胞壁包围，或者以某些不能被动物消化的结构形式存在（例如在植物饲料原料中，大量的磷以植酸磷的形式存在。
2 降解动物饲料中存在的抗营养因子。这些抗营养物质不能被动物内源酶降解，从而干扰动物的正常代谢，导致动物消化不良，生产性能下降。
3 由于幼龄动物自身消化系统还不成熟，内源酶不足添加外源酶可以提高饲料消化率，防止出现消化不良症状。
三. 酶制剂在家禽饲料工业中的应用与研究及作用机制
1: 酶制剂在玉米豆粕日粮中的应用及作用机制
近年来研究表明含有淀粉酶、木聚糖酶和蛋白酶的复合酶制剂对提高玉米-豆粕型日粮营养价值有一定作用。Pack和Bedford（1997）以及Pack等（1998）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研究发现, 在玉米-豆粕型日粮中添加酶可提高其回肠消化能（2%-7%）, 结果肉仔鸡的增重提高, 体重更均衡、死亡率更低。主要原因可能是饲喂酶制剂促进了营养物质消化,同时去除了饲料中的抗营养因子。美国阿肯色州立大学Waldroup 教授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的最近研究表明, 在玉米-豆粕型日粮中添加含有淀粉酶、木聚糖酶和蛋白酶的复合酶制剂(爱维生1502)显著提高了肉鸡(公)的增重。日粮代谢能降低2/3/4%(前/中/后期)显著降低肉鸡(公)的增重, 但添加爱维生后肉鸡增重与正对照组(不降低ME)没有差异。他们认为主要原因为酶制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能量的利用率。
金立志总结了9个在一些亚太国家的试验 (Jin, 2001, Asia Poultry) 。这些试验主要研究在玉米 --豆粕型日粮中添加酶制剂 [由淀粉酶, 蛋白酶 和木聚糖酶组成的复合酶] 对肉鸡性能试验的影响。在各种环境条件和饲料配方中，添加酶制剂使肉鸡生长速度平均提高3.5%，饲料利用率（饲料：增重）提高2.5%～13.9％。
1.1 作用机制
如果粘度不是影响玉米品质的一个因素，那么必定有其他待鉴定的因素影响玉米品质。一些研究结果已经清楚地显示玉米淀粉不能很好地在回肠末端被完全消化，这一点可以从Noy和Sklan (1995) 的研究中得到证实。他们的研究表明尽管淀粉酶的分泌量随年龄呈对数增长，但玉米淀粉的回肠末端消化率没有高于85%。美国阿肯色大学Coon教授的研究（1998，未发表）也证实在回肠末端玉米淀粉并未完全消化（如图1）。
玉米淀粉的消化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包括淀粉的结晶、干燥、加工以及退化淀粉的不断形成。蛋白质包裹程度也直接关系到淀粉与消化酶结合的难易程度。淀粉微粒中，淀粉的构造分为直链型（低消化率）和支链型（高消化率），支链淀粉不仅比直链淀粉易于消化，而且在加工过程中更糊化（糊化淀粉被淀粉酶降解的速度是原淀粉的100－1000倍）。然而，当糊化反应发生后的冷却和储藏过程中，一部分糊化淀粉会逐渐形成与蛋白质和纤维相连的、抵抗酶消化的复合物，即退化淀粉。退化淀粉一直被认为是由于高温加工形成的，但在多雨的年份，玉米收割后通过强制通风干燥器快速干燥的过程与这种情况很相似。另外，收割的玉米马上就储藏于金属质地的粮仓内，温度将超过50℃（finnfeeds 内部数据）。这种状况超过一定的时间后，将生成“焖火”淀粉，这个过程与退化淀粉的生成是很相似的。
图1：玉米专用复合酶(爱维生)对不同蛋白质水平下
肉鸡淀粉回肠末端和表观消化率的影响
从图1可以看出添加酶制剂可以显著提高淀粉的回肠末端消化率，但对总消化率的影响不明显。可是酶的确提高了生产性能，这使得对总消化率测定的价值提出了质疑。此外，淀粉在鸡大肠内的消化很活跃，在图1中，消化率几乎增加了15%（Coon等，1998，未发表）。但是，人们通常倾向认为，对于鸡来说，提高淀粉回肠消化能可能要比提高大肠淀粉发酵产能更有利。基于这个假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便表观消化率较低，添加酶仍大大提高鸡对玉米淀粉能量的利用效率。另外, 酶在加速消化过程的同时，也减少了回肠和大肠细菌对淀粉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的利用，这就是限制性竞争作用。
2. 酶制剂在小麦/大麦等黏性谷物日粮的应用与作用机制
现在人们知道，黏性谷物(如小麦, 大麦)的营养价值较低是因为它含有较高的可溶性非淀粉多糖(NSP), 如小麦/黑麦中的阿拉伯木聚糖及大麦中的β-葡聚糖（Fengler和Marquardt，1988a，b;  Choct和Annson，1990；Annson，1991)。Choct等（1995）向低ME的肉仔鸡（3-4周龄）小麦日粮中添加商品多聚糖酶制剂，日粮AME增加24%，FCE改善25%。人们对β-葡聚糖酶在家禽日粮中的使用进行了大量研究（Hesselman和Aman，1986；Campbell等，1989），也最成功。酶的使用改善了生长性能的饲料转化率，饲喂添加β-葡聚糖酶的大麦日粮的肉仔鸡的活体重增加可达17%（Broz和Frigg，1986），饲料转化率可改善19%（Newman和Neman，1987），大麦中除含有β-葡聚糖外，还含有可溶性的非淀粉多糖（NSP），因此大麦日粮的主要酶制剂中应含有β-葡聚糖酶活性和阿拉伯木聚糖酶活性。以黑麦为基础的肉仔鸡日粮中添加阿拉伯木聚糖酶显著改善了生长性能和饲料转化率（Bedford等，1991；Bedford和Classen，1992）。在黑麦-小麦基础日粮中，添加酶制剂（含有阿拉伯木聚糖酶和β-葡聚糖酶活性），肉仔鸡增重可增加27%，饲料效率可改善10% （Pettersson和Aman，1988，1989）。
2.1 作用机制
非淀粉多糖（NSP）是一系列具有不同理化特性的化合物。一般认为粘性谷物中的NSP的有害作用与其天然粘性，理化特性和其对消化道形态学上的影响，及与肠道微生物的互作有关。为了清楚说明NSP在日粮中对家禽的作用，Choct和Annison（1990，1992a）从小麦细胞壁上分离出NSP，将这种NSP加入到半纯净日粮中。他们发现, 以相当于30g/kg的纯阿拉伯木聚糖的量向高粱日粮中添加NSP浸提物，鸡只体增重降低24.6%，饲料转化率下降11.2%，高粱的DM消化率降低8.4%，AME降低9.9%。小麦阿拉伯木聚糖可抑制营养物质（淀粉、蛋白质和脂肪）的消化，与黑麦和大麦中的抗营养物质NSP相似。据报道黑麦中的阿拉伯木聚
糖，可以降低脂肪、蛋白质和DM的存留率（Ward和Marquardt，1987；Fengler和Marquardt，1988b）。在饲喂大麦日粮（含有大量的粘性β-葡聚糖）的仔鸡上的研究表明，淀粉和蛋白质回肠消化率降低（Hesselman和Aman，1986）。
小麦中的阿拉伯木聚糖以及大麦中的β-葡聚糖可使小肠内容物粘度的增加，从而降低了营养物质和消化酶的扩散，阻碍了它们在小肠粘膜上的消化吸收作用（Edwards等，1988；Ikegami等，1990）。 体外实验表明，可溶性不可消化的多糖与小肠刷状缘的多糖-蛋白质复合物相互作用，产生流速较慢的厚的稳定的水层，从而影响了营养物质的吸收（Johnson和Gee，1981）。使大麦发芽，可以降低其水浸提物的粘度，与普通大麦相比，这种发芽大麦对家禽的营养价值更高（Fengler等，1990）。与具有低浸体粘度的大麦相比，具有高浸提粘度的大麦对家禽的有害作用更大（Campbell等，1989）。所有这些结果都支持粘度是家禽日粮中NSP抗营养作用的一部分的理论。
粘性多糖 (阿拉伯木聚糖和β-葡聚糖) 也可引起动物消化道在生理和形态学上发生变化（Brown等，1979；Cassidy等，1981；Morgan等，1985；Ide等，1989；Low，1989）。日粮中添加NSP，可显著增加水分、蛋白、电解质和液体的内源性分泌（Low，1989），此过程耗能很大。在白鼠日粮中延长饲喂含有粘性多糖的日粮，白鼠的消化系统会作相应的适应性调整（Ikegami等，1990）。胃肠道变化的典型特征是，消化器官变粗、消化液分泌增加、营养物质消化率降低。因此因小麦阿拉伯木聚糖而引起的回肠蛋白消化率的降低，可能是由于蛋白降解受到抑制和/或氨基酸吸收减少而致，也可能是因为内源蛋白分泌量（来自肠道分泌物）的增加而致。
2.2 添加酶的效果预测
预测特定饲料中酶制剂的作用的概念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生产者可因此而调整日粮中酶制剂的添加量，或者在配合日粮时调整营养标准。研究清楚地表明，日粮中NSP含量与日粮营养价值之间的负相关。这表明测定日粮NSP含量，可能用于预测日粮需要添加的酶制剂量，但是这种方法的实用性因NSP不同种类, 不同分子大小和分子结构, 不同分析方法受到了质疑。家禽的肠道粘度值可用于预测对添加酶制剂的反应，因为对于特定日粮，在特定条件下酶制剂的添加可显著降低肠道食糜粘度。但是，肠道粘度测定费时且成本高。并且肠道粘度依赖于很多因子如小肠中食糜采样的部位、家禽年龄以及日粮中的抗生素促生长剂。
浸提粘度主要来自日粮中可溶性NSP（Izydorcayk等，1991；Saulnier等，1995）。因为日粮营养价值与其所含的NSP有关，所以可用浸提粘度来预测日粮添加酶制剂的作用。 Roter等（1989）证实饲喂大麦日粮的肉仔鸡的生产性能可用浸提粘度法准确预测。Choct等（1993）研制了一种区分非常低AME含量和常规AME含量的小麦的粘度浸提法，此后很多系统性的研究不断证实了这种方法对预测家禽日粮营养价值的的有效性（Carre和Melcion，1995；Choct和Haughes，1997；Dusel等，1997，1998；Wiseman和McNab，1998）。浸提粘度法简单快速，给出了NSP的量化特征，但是因为浸提粘度分析方法基于可溶性NSP的含量，所以仅能用于预测降低粘度的酶制剂的反应。
总之, 在家禽小麦日粮中使用木聚糖酶和大麦日粮中使用β-葡聚糖酶已在生产实践中广为接受。利用浸提日粮粘度预测酶制剂在家禽日粮中的作用的方法简单而快速。
四. 酶制剂在猪饲料中的应用与研究及作用机制
1.1 酶制剂在玉米日粮的应用与作用机制
研究外源性酶制剂对纯玉米/大豆粕或高梁/大豆粕日粮的对猪的影响相对较少, 而且结果差异很大。Lindemann等（1997）研究表明，在猪玉米/大豆粕基础日粮中添加外源性复合酶（由蛋白酶、纤维素酶、戊聚糖酶、半乳糖苷酶和淀粉酶组成）后，对生长猪（26-64 kg）有改善生产性能的作用。Van Lunen和Schulze（1996b）报道，向生长育肥猪玉米、小麦的日粮中添加木聚糖酶，均显著改善了其生产性能。Evangelista等（1998）给生长育肥猪饲喂外源性复合酶制剂（由淀粉酶、β-葡聚糖酶、木聚糖酶、果胶酶组成），研究表明显著改善了动物的生长速度和采食量。
当玉米/豆粕基础日粮中添加各种面粉厂副产品（如小麦次粉/细糠/麸皮，浸提或全脂大麦糠）时，研究表明此类日粮中添加外源性酶制剂对生产性能的改善比较明显。Schulze等（1996a）、Schulze和Campbell（1998）以及Partridge等（1998b）的研究均表明，木聚糖酶的添加显著改善了生长育肥猪的生长率和/或饲料转化率。金立志 和Partridge  (2001) 综合了9项研究发现, 在含有5%到25%米糠生长猪的日粮中和含有10%到35%育肥猪的日粮中添加木聚糖酶 (保安生9300, Finnfeeds)日增重提高了4.0%至12.0%，平均为6.9%, 饲料转化率平均提高了4.8% (Jin & Partridge, 2001, Asian Pork )。
酶制剂在猪玉米日粮中的作用机制尚无一致结论。玉米和高粱中的NSP含量基本相同（9%-10%，Dierick和Decuypere，1994），NSP中有超过40%是不可溶性阿拉伯木聚糖。标准的粉碎程序（如滚筒辗粉机和锤片式粉碎机通过不同直径的筛片）没有破坏细胞壁，使得细胞中的营养物质被包裹着进入动物的胃和小肠。因为这些谷物的细胞壁结构主要是不可溶性纤维，内源性酶对其无作用，所以在小肠末端能检测到相当量包被营养物质，进入大肠（Bedford，2000）。对玉米和高粱的这种纤维成分的特异外源酶是木聚糖酶，纤维酶对破坏这种细胞壁的包被作用以及破坏与其相关的一些副作用（如持水力），也有一定的作用。研究发现, 1g可溶性NSP可以结合13.5g水分 (Bourguin等,1993)，1g不溶性NSP则可结合6.15g水分（Kirwan等，1974）。NSP较高的系水力不仅降低营养物质的吸收率，而且影响了猪的采食量（Dierick和Decuypere，1994；Kyriazakis和Emmans，1995）。体外试验表明添加酶可以降低不同饲料成分的系水力（如图2），而且许多猪的体内试验也表明在纤维性日粮中添加有效的酶可大大提高采食量，进而使猪的日增重和饲料转化率有所改善。
    图2 酶制剂对饲料原料的持水力（g/g）的影响，复合酶制剂中含有木聚糖酶、β-葡聚糖酶和蛋白酶活性（Finnfeeds，1995）。
1.2 酶制剂在小麦/大麦等粘性谷物日粮的应用与作用机制
仔龄猪日粮中添加酶制剂改善了猪的生产性能（生长率、饲料/增重或消化率）的研究文献较多。在最近的研究中, Choct等 (1999) 和 Partridge等 (1999)根据生长实验结果把不同小麦品种分为”优等”, “中等” 和 “低等” 小麦。添加酶制剂大幅度改善了饲
喂”低等” 小麦猪的生长性能。即使对饲喂“优等”和”中等”小麦日粮的猪的日增重也由明显改善。
Baidoo等（1998a）研究了不同体重的猪对日粮中添加酶制剂的反应，研究表明在超过40-60 kg体重后，猪对日粮添加酶制剂的反应降低，而9-20 kg仔猪对日粮添加酶制剂反应明显（日增重+12%、饲料/增重-3%），体重在20-40 kg的仔猪对日粮添加酶制剂反应更明显（日增重+17%、饲料/增重-10%），甚至在本试验中，体重在40-60 kg的中猪对日粮添加酶制剂反应也比较明显（日增重+4%、饲料/增重-12%）。Baidoo等（1998a）、McCraken等（1996）以及Ham和Froseth（1993）的研究均表明，对大麦基础日粮中添加饲料酶制剂的生产和经济效益反应的关键在于对谷物质量（能量和氨基酸的可利用率）的评估。
在猪小麦/大麦等粘性谷物日粮中添加外源性碳水化合物酶制剂的作用机制主要集中在外源性酶制剂对肠道中可溶性与不溶性日粮纤维的降解。粘性非淀粉多糖业能物理性的包被淀粉颗粒，从而降低淀粉的消化率（Ellis等，1996）。日粮中的日粮纤维（ADF-酸性洗涤纤维）含量增加会显著降低猪和禽的能量浓度。Kyriazakis和Emmans（1995）发现对仔猪（12-25 kg）来说，饲料持水力是影响采食量的主要因素。体外试验表明碳水化合物酶可以降低饲料的持水力（图2）。也有人认为酶制剂对增加采食量的效应可能是: I) 影响调节食糜流速的各种因素; 和 II)改善小肠中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在这方面仍需进一步研究。
1.3日粮中添加酶制剂来降低疾病综合症
已经确定未消化的可溶性纤维是导致非特异大肠炎综合症的关键因素。Pluske与其同事证实饲料原料的可溶性发酵淀粉和抗性淀粉均能诱猪只发生痢疾（Pluske等，1996，1998）。尤其是对于采食小麦基础日粮（颗粒饲料）的体重为15-40 kg的猪（Taylor，1989）。日粮中添加适当的木聚糖酶可以改善这种情况（Hazzledine和Partridge，1996）。使用酶制剂可降低因日粮而导致的腹泻，尤其是对断奶仔猪更明显（Inborr和Ogle，1998；Florou-Paneri等，1998；Kantas等，1998）。
五. 饲用酶制剂未来研究的领域
尽管已经证明酶的使用可以带来很好的效益，但是动物日粮中酶制剂的使用仍处于初级阶段。酶制剂领域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在这方面Marquardt & Bedford (1998), Partridge (2001), Bedford (2000) 在他们的综述中进行了很多探讨。
新型酶制剂的研制
科学家和商业公司都在研究开发新一代单酶以便生产更为有效的复合酶制剂产品。这种酶具备的特点包括：(ⅰ)适应不同生长环境且具有较高特异活性 （单位蛋白底物转化率）；(ⅱ)对热处理、低pH值和蛋白分解酶的抵抗力高；(ⅲ)生产成本较低；(ⅳ)在一般贮藏条件下具有较长的货架期；(ⅴ)易于在配合饲料中检测。未来几年酶特性的研发将成为焦点。只有更好地鉴别出酶的目标底物和生产出具有期望酶活性的产品，才有可能充分表现酶制剂的优点。具备这些知识将使人们更有效、快捷和集中于研制具有生物作用的酶。
改进酶的分析方法
人们在使用酶制剂时不仅关心如何从众多的酶制剂中选择最合适的，而且关心如何分析配合饲料中酶制剂的含量。可析的是目前尚没有分析所有商品酶制剂的质量和数量的唯一的标准程序。以木聚糖酶为例，当今市面上的商品木聚糖酶至少来自四种微生物。即使同一种微生物产生不同特性的木聚蔗糖酶 (有的多达10种以上)，甚至有些产品也能包括1，2，3甚至多种不同特性的木聚糖酶（pH，最佳温度，底物特异性等）。因此，用一种方法来确定所有酶制剂的“相对活性”是不合适的。改进的标准分析方法需要做到：(ⅰ)允许酶制剂生
产商和采购商根据酶活性值而比较不同酶制剂；(ⅱ)确保家畜生产者正确决定饲料中活性酶的添加量；(ⅲ)提供一种分析酶在胃肠道的不同部分的活性的方法，尤其是在酶主要作用部位的存留活性。
酶的作用位点及对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影响
有关酶在胃肠道那个部位的作用最有效方面的基础数据还缺乏，如酶在鸡体内发挥作用的主要位点不明确，是嗉囊、前胃、砂囊、十二指肠、回肠、直肠，还是整个胃肠道尚无一致的报道。研究酶是如何影响猪禽消化道的发酵（如挥发性脂肪酸）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从而可以更好地引导肠道微生物向着有益的方向繁殖。很明显，此类研究工作刚刚起步，但期望会产生巨大的效益（Apajalahti和Bedford，1999）。
原料的预处理
猪禽没有足够长的消化道降解食糜中的完整细胞壁。研究使含半纤维素的谷物和消化率低的饲料原料中的半纤维素部分/完全水解的饲料原料预处理程序，具有很大的潜力。高植酸饲料原料（如菜籽粕和棉粕）经预处理，与当前单纯体内水解相比，可以使得更大量的植酸水解。预处理可保证各批次之间质量稳定。
酶的添加剂量
添加多少酶量才能产生最佳经济效益? 很明显，当饲料和酶制剂的成本成比例变化时，酶制剂的最佳经济剂量也会变化。当今可以通过计算机模型，根据饲料和酶制剂的成本以及底物浓度，来预测小麦型和大麦型基础日粮中最佳酶制剂添加量 (AVICHECK 软件, FINNFEEDS)。但是来预测玉米型日粮中最佳酶制剂添加量的研究尚在进行中。
其他动物的研究
尽管以鸡为实验动物进行的研究表明酶制剂的有益作用，但是在其他家禽（如火鸡、鸭子和鸵鸟）上的研究较少。很少有用具有简单胃的鱼、鳝鱼、美洲鳄鱼、乌龟、及其他珍奇动物，宠物（如狗猫）和毛皮动物作酶制剂试验。酶制剂在趋于食肉类动物的日粮或许作用更大，因为这些动物的胃肠道中大肠较短，因此没有大量的具有降解复杂碳水化合物的厌氧微生物。
六. 结语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公众或媒体对畜品生产过程更加关注。欧盟政府最近发布了禁止在饲料中使用某些抗生素作为促生长剂的决定。转基因动植物正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这都为酶制剂产品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但是迄今为止，尽管欧洲绝大多数饲料厂商都使用酶制剂, 美加饲料养殖使用饲用酶制剂也越来越多, 但全球单胃动物饲料仅有10%左右使用了酶，总价值约1.5亿美元。显然，饲料酶应用技术发展的潜力巨大、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从略, 需要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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