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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饲用抗菌药物在畜产品中的残留而

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细菌对抗菌药物产生的

抗药性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事实上，在过

去的 20多年中，科学界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在实际养殖过程中，由于细菌产生抗药性，许多营养

师或配方师不得不超倍使用和使用多种抗生素，但

即使如此，由于 50%耀60%以上的致病菌已经产生抗
药性，畜禽下痢和肠道亚健康的情况仍频繁发生，这

不仅给养殖业带来了巨大损失 [1]，也使养殖企业面

临食品安全及成本的压力。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科

学工作者正在加紧研究新型抗菌、杀菌型饲料添加

剂，特别是绿色环保的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一方

面来帮助动物抑制或杀灭病原菌，尤其是那些对抗

生素促生长剂已经产生抗药性的病菌；另一方面来

弥补抗生素促生长剂禁用后而可能带来的损失 [2]。

本试验旨在研究专利的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

（商品名：Orego-Stim誖 ；好力高誖 ）在实际生产条件
下对黄羽肉鸡生产性能和成活率的影响，供将来在

实际养殖过程中使用参考。据专利说明介绍，该专

利的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具有高效的杀菌、抑菌

作用，能明显改善动物肠道健康，提高动物的抗病

力，进而提高动物生产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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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饲用抗生素促生长剂所带来的残留以及抗药性问题，给养殖业带来巨大损失。许多营养师或配方师由

于抗药性问题而不得不超倍使用和使用多种抗生素，但结果往往使抗药性问题更加严重。本试验旨在研究专利

的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在实际生产条件下对黄羽肉鸡生产性能和成活率的影响，以便为正确使用该专利的

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提供参考。本试验结果表明，在实际养殖条件下使用专利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可以显

著提高黄羽肉鸡日增重（17.6%），改善饲料报酬（14.8%），从而提高经济效益（40%）。同时，可以降低 40%的死
亡率。其作用机制可能是专利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对致病性的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巴氏杆菌、葡萄球菌、链

球菌等均能有效抑制或杀灭。研究认为，专利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可以保障动物肠道健康和预防下痢，更重

要的是对一些耐药菌株也有很好的杀灭作用。此外，专利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对病原菌和肠道微生物的选择

性抑制，也会给肠道微生物平衡带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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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设计

1.1 试验动物和分组

14 日龄黄羽肉鸡 4 480 只，其中对照组 2 080
只，试验组 2 400只。试验组添加植物提取物饲料添
加剂（好力高誖 ，液体），添加量为 150 mL/t，当试验
动物明显出现下痢等症状时，再额外添加 150 mL/t
的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

1.2 试验期

整个试验期为 35 d。试验在秋冬换季之际进行。
此季节雨水相对较多，球虫病及肠炎疾病多发，而

且除使用药物控制外，临床没有有效的办法。

1.3 试验材料和地点

植物提取物型饲料添加剂由英国美瑞康集团公

司（Innovation Park，Cranfield，UK）提供。试验在“全国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南方某大型肉鸡生产

（公司+养户）企业集团”进行。
1.4 试验观察和数据统计

每天记录每组采食量；每周一对随机抽取的 50
只肉鸡称重，并计算平均体增重（g）；每天记录每组
鸡只的死亡数和鸡群的健康状况。

2 试验结果

2.1 专利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对黄羽肉鸡生产

性能的影响

2.1.1 对增重的影响

在试验第一阶段（14—28 日龄），对照组和试验
组的增重分别为 423.4 g和 451.7 g；第二阶段（28 —
49 日龄）对照组和试验组的增重分别为 946.2 g 和
1 158.3 g；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体增重分别提高
6.7%和 22.4%。整个试验期中，对照组和试验组的
增重分别为 1 369.6 g 和 1 610 g，试验组提高
17.6%。从图 1 可以看出试验组的体重增长趋势明
显高于对照组。

2.1.2 对料肉比的影响

在试验第一阶段（14—28 日龄），对照组和试验
组的料肉比分别为 1.75和 1.70；第二阶段（28—49

日龄）对照组和试验组的料肉比分别为 2.15 和
1.75；试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分别降低了 2.9%和
18.6%。整个试验期中，对照组和试验组的料肉比分
别为 2.03和 1.73，试验组降低了 14.8%。（见图 2）。

图 1 专利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对肉鸡增重的影响

图 2 专利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对肉鸡料肉比的影响

2.1.3 对死亡率和健康状态的影响

在整个试验期，对照组总共死亡 32 只，死亡率
达 1.5%；试验组死亡 19只，死亡率仅为 0.9%，与对
照组相比下降 40%。在试验中，对照组出现比较严
重的血便，用药物治疗效果一般，而且反复比较多，

特别是后期水样粪便比较多；而试验组有个别血便，

用药物治疗后基本痊愈，水便较少。从整体来看，试

验组的整体健康状态要明显好于对照组。

2.1.4 经济效益分析

按照饲料 2 600 元/t、鸡苗 1 元/只、毛鸡价格
11元/kg、好力高 180 元/kg 计算，假定其它饲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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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为 5 元/只，对照组平均每只鸡的毛利润是
3.16元，试验组平均每只鸡的毛利润是 3.93 元。添
加好力高后平均每只鸡多获利 0.77 元，相当于提高
了 20%的利润。
3 讨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在实际养殖条件下使用专利

植物提取饲料添加剂可以显著提高黄羽肉鸡日增重

（17.6%），改善饲料报酬（14.8%），这与李国胜
（2001）的报道结果[3]相一致。李国胜等研究发现，使

用专利植物提取饲料添加剂可以提高黄羽肉鸡的日

增重（11.4%）和改善料肉比（10.1%）。国外研究报
道，止痢草/牛至的提取物(OEO)可以提高肉鸡生长
和降低死亡率。Botsoglou等 [4]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

比，添加 OEO 20耀200 mg/kg可使分别改善体增重和
采食量。Lee等 [5]通过对 4周龄的肉鸡进行试验，结
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日粮中添加 200 mg/kg OEO
尽管对增重和采食量影响差异不显著，但可有效改

善料肉比。研究者认为，日粮中添加 OEO改善料肉
比，可能与改善饲料消化与利用效率和/或改变胴体
品质有关。所以，OEO不仅对肠道微生物有影响，还
可能影响营养物质的消化利用。

有关专利植物提取饲料添加剂可提高家禽生产

性能的机制，国内外学者进行过大量研究 [2,6,7,8]。研究

发现，该专利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对致病性大肠

杆菌、沙门氏菌、巴氏杆菌、葡萄球菌、链球菌等均

具有效的抑制或杀灭作用（专利说明）。由于其具有良

好的抗菌、杀菌特性，该添加剂也可维护动物肠道健

康，并防止下痢，明显降低肠炎及球虫病的发病率 [9]，

更值得一提的是，它对一些耐药菌株也有很好的杀

灭作用。另外，该专利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对病

原菌和肠道微生物的选择性抑制，对调节肠道微生

物平衡起到重要作用。

本试验中，试验组添加专利植物提取物饲料添

加剂后可使肉鸡死亡率降低 40%，这与其它在美
国、瑞典和菲律宾等国家所做的 6个试验研究结果
的平均值（44%）相接近 [2]。值得注意的是，在乳猪试

验中观察到专利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可以降低细

菌等病原菌对药物的耐药性 [10]，该结果在本试验中

也有类似的发现，使用专利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

的肉鸡在药物治疗疾病时痊愈较快，并不易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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