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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态制剂是根据微生态学基本原理研制, 用
于调节机体的微生态环境。动物微生态学是研究动
物机体正常微生物群与宿主相互关系。其研究内容
主要包括口腔、胃肠道、泌尿生殖道和皮肤 4 个生态
学领域。其中胃肠道微生态学在动物生产上的作用
研究最多, 也最深入。
1　动物肠道的正常菌群
　　细菌、真菌广泛寄居于健康动物的体内和体表,

动物出生时肠道内是无菌的, 经 2～ 4 h 后有大量细
菌进入并繁殖, 称为细菌的定植 (co lon iza t ion) , 细
菌种类和数量随动物年龄、食物、宿主对细菌、细菌
与细菌之间相互作用而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存在整
个生命过程中, 并维持动态平衡, 形成正常菌群。消
化道的不同部位, 不仅细菌数量不同: 胃内的菌落数
低于 103 个ög (内容物) ; 小肠约在 104～ 107 个öm l
(内容物) ; 大肠约为 1011～ 1012个ög; 而且种类也不
同; 最主要的是类杆菌和双歧杆菌, 分别占 30% 和
25% , 其次为芽孢杆菌和球菌。
2　肠道微生物群的生物学作用
2. 1　帮助消化　肠道微生物群的主要作用是将上
消化道未消化的物质发酵并转化为能量。如肠球菌
可将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 双歧杆菌能产生各种酶,

将不溶性蛋白、脂肪和糖等变为可溶性。
2. 2　合成维生素　如双歧杆菌能合成维生素B 1,

大肠杆菌能合成维生素 K, 链球菌能合成维生素C。
2. 3　合成短链脂肪酸 (SCFA ) 　SCFA 是细菌发酵
的主要产物, 包括乙酸、丙酸、丁酸。SCFA 可在结肠
被迅速吸收提供给机体能量, 并促进水、盐的吸收。
2. 4　屏障防御　肠道微生物是阻止致病菌入侵的
生物屏障基础, 并与免疫系统一起执行肠道的防御
功能。研究发现, 无菌动物淋巴组织发育不良, 体液
中补体和溶菌酶含量低, 而当无菌动物暴露在有菌
条件下, 上述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表明正常菌
群有促进免疫机能成熟的功能。大肠杆菌具有广谱
免疫原性, 无大肠杆菌的动物不能抵抗其他肠杆菌
的攻击, 因为大肠杆菌与其他肠杆菌肠毒素有相似
的抗原结构及致病机理, 大肠杆菌不断产生的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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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毒素, 作为免疫原不断地刺激宿主产生抗体, 从而
抵抗其他细菌肠毒素的攻击。
3　消化道微生态失衡与功能紊乱
　　胃肠道原籍菌, 外籍菌和其上皮细胞等生物成
分和食源性非生物成分 (未被消化的食物)以及来自
胃、肠、胰、肝脏的分泌物 (如激素、酶、黏液、胆盐等)

共同构成了微生态系统。任何一个环节异常, 都可引
起微生态平衡失调, 导致腹泻和食欲不振等临床症
状。另外抗生素等的应用会使正常菌群异常, 以致引
起致病菌的繁殖。动物的精神状态、生理和免疫状况
及环境的变化等均会影响胃肠道上皮细胞的功能及
分泌物组成。
4　微生态制剂在肠道紊乱调节中的作用

引起消化道功能紊乱的因素十分复杂, 且相互
影响, 因此恢复其功能的措施也各不相同。菌群失调
是功能紊乱的主要因素, 故调节菌群平衡是恢复消
化道的基础。
4. 1　微生态制剂治疗　包括益生素和益生元。益生
菌是调整微生态平衡的活菌制剂, 我国应用的有 6

种: 乳酸杆菌, 乳酸链球菌, 粪链球菌, 芽孢杆菌, 双
歧杆菌和酵母菌。在制剂中有的为单一菌种, 有的为
几种菌联合使用, 后者的效果更好一些。益生元是一
种对宿主有益的非消化性食物成分, 可选择性的刺
激肠道有益菌的生长繁殖, 而不被病原微生物利用,

从而促进宿主的健康, 主要有果糖寡糖和半乳糖寡
糖。微生态制剂自开发以来, 以具天然、无毒副作用、
安全可靠、无残留等优点而受到社会各界及科学工
作者的关注和支持。如康白等人研制的德氏乳杆菌
治疗细菌性阴道炎, 何明清等人研制的 SY230 治疗
仔猪黄痢, 证明微生态制剂通过调节菌群失调以达
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4. 2　微生态制剂调节肠道紊乱的作用机理　一方
面补充肠道的正常菌群或促进有益菌的增殖。另一
方面有益菌群对病原菌有明显的生物颉抗作用: (1)

产生化学物质, 益生菌产生过氧化氢、有机酸、杀细
菌素和抗生素等, 不利于需氧菌及外来致病菌的生
长、定植, 如给鸡喂乳酸杆菌后可明显减少盲肠沙门
氏菌的定居。另外, 酸性环境刺激胃肠道蠕动, 对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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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病情况　2000 年 4 月 18 日, 松山街村民莫某

牵一黑色 5 岁骡子来站求治。主诉: 3 月初, 春耕开

始使役若干日后, 该骡表现精神不振, 头低, 眼半闭,

饮、食欲减退。认为是感冒。自买青霉素、复方氨基

比林注射液注射 3 天后, 因忙于春种, 继续使役。 7

天后食欲全然废绝, 其后当地兽医仍以感冒治疗, 数

天不见效, 且左后肢出现跛行症状。近日, 跛行愈加

严重, 来站求治。

2　临床症状　该骡精神萎靡不振, 被毛粗乱、眼窝

微凹陷, 眼结膜呈广泛弥漫性充血, 体温39. 2℃。不

愿走动, 强行拉动行步小心缓慢, 左后肢有拖地现

象, 行动十分困难, 询问畜主, 并无外力冲击。检查去

势切口, 愈合良好, 触摸阴囊部患畜有摇尾、提腿等

疼痛表现, 腹股沟深部触摸, 疼痛剧烈。

根据病史、临床症状综合分析, 初步诊断为精索

发炎。

3　治疗　首先加强护理, 改善饲养条件, 增加机体

抗病力。用药: 10% 葡萄糖 1 000 m l、维生素 C

10 m l×3 支, 10% 安钠咖 10 m l×1 支, 地塞米松磷

酸钠1 m g×10 支、一次静脉注射。青霉素 80 万 IU

×8 支, 链霉素 1g×3 支, 安痛定 10 m l×2 支、肌肉

注射, 1 日 3 次。观察发现用药后跛行有轻微减轻,

停药后, 症状复发, 且有加重趋势, 患畜精神状态较

差。与畜主商定后做阴囊切开探查。切开阴囊后, 右

侧精索前端正常, 但左侧精索找不到无法检查, 只有

少量的炎性渗出液流出。由于条件的局限, 再未做进

一步的探查, 患骡与下午 4 时死亡。

4　剖检　打开腹腔, 内有大量脓血水, 检查骨盆区,

发现左侧精索肿胀, 呈暗紫色, 长约 12 cm , 精索断

端粘在腹肌上, 并被一拳头大小的脓肿附着, 旁侧又

一破裂后脓膜粘附在精索上。其他脏器均正常。确

诊为精索脓肿所引起败血症而死亡。

病菌起到机械性排出的作用。 (2)占位性保护, 厌氧

菌与黏膜上皮结合紧密, 形成生物膜, 封闭致病菌的

侵入门户, 使外来菌没有吸附位置而被排出。 (3)争

夺营养, 各种菌的营养分配是受环境限制的, 以维持

数量和种类上的平衡。如肠道中的厌氧菌特别多, 而

大肠杆菌较少, 就是因为低 pH 环境下, 厌氧菌能夺

得较多的营养, 致病菌得不到营养而一般不在肠内

生长。此外, 还可提高机体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

Zu lk if li 研究发现, 鸡喂乳酸菌培养物后 (1gökg) , 连

续 21 天 (3hö天) 处于 36℃的热应激下, 与不喂乳酸

菌的鸡比较有较高的饲料利用率并对NDV 产生较

高的抗体。

4. 3　微生态制剂与其他药物的协同作用　 (1)益生

菌与寡糖的协同作用: 寡糖作为某些益生菌的增殖

因子, 增强益生菌的竞争优势; 益生菌分泌的消化酶

可使寡糖消化为单糖, 被益生菌或机体利用。由于许

多病原微生物的表面有外源凝集素, 能与肠上皮寡

糖受体特异性结合, 使细菌粘附在肠壁上并增殖, 导

致肠道疾病发生, 而一些寡糖的结构与肠上皮寡糖

受体相似, 可与病原菌的外源凝集素特异性结合, 使

病原菌不能在肠壁上粘附, 而随寡糖排出体外。 (2)

微生态制剂与抗生素的协同作用, 对于肠道正常菌

群紊乱严重或致病菌的危害比较严重时, 可以先用

抗生素清理肠道, 然后用微生态制剂调理胃肠道。

(3)益生菌与特异性疫苗的协同作用, 益生菌刺激动

物的免疫机能, 当接受特异性的疫苗免疫、抗原刺激

时, 可促进动物产生高水平的特异性抗体, 从而提高

动物的抗病力。

5　微生态制剂应用中注意的问题

5. 1　使用时间, 动物的生长时期不同肠道正常菌群

不同, 对新生动物使用微生态制剂, 效果较明显, 因

为新生动物, 正常菌群还处于连续变化的阶段, 更易

受到微生态制剂的影响。一种微生态制剂是否有效,

与肠道该菌群的存在与否有关。

5. 2　种属特异性, 细菌对肠道的粘附具有种属特异

性, 从某种动物分离的细菌只对该动物消化道上皮

有较强的吸附性, 如猪用的微生态制剂用于其他动

物不能发挥最大的疗效。

5. 3　使用剂量, 微生态制剂的使用量要适当, 一般

在 3 亿个活菌左右。过量会导致腹泻, 过少则起不到

治疗的效果。

5. 4　保护活力, 微生态制剂是活的微生物, 不要与

抗生素同时使用, 若必须用抗生素清理肠道则要有

一定的间隔时间。微生态制剂的活性很重要, 但保存

中的活菌率很不稳定, 使用时注意产品的贮存条件

和生产日期, 最好用前检测一下活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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