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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试验主要探讨胍基乙酸对育肥猪生长性能的影响。选用 128 头体重为 45 kg 左右的二元杂交育

肥猪为研究对象，按照体重、胎次、性别、日龄完全一致的原则随机分为 3 个处理组，每组 7 个重复，每个重

复 8 头猪。分别饲喂基础日粮 （对照组）、基础日粮上添加 0.1%胍基乙酸 （试验 I 组）、基础日粮添加 0.2%胍基

乙酸 （试验 II 组）。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试验 I 组和试验 II 组平均日增重分别提高 90.75 g/ 头和 53.10

g/ 头，日采食量分别提高 83.58 g/ 头和 109.44 g/ 头，料肉比降低 0.32 和 0.11；试验 I 组和试验 II 组有效

提高育肥猪综合体型得分、体长、体高腿臀围、腹围和胸围。由此可见，在日粮中添加 0.1%和 0.2%胍基乙酸能

有效提高育肥猪日采食量和日增重，降低料肉比，改善体型，增加经济效益。
关键词：胍基乙酸；生长猪；生长性能；体形；料肉比

中图分类号： S81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67(2015)05-0015-03

广东畜牧兽医科技 2015 年(第 40 卷)第 5 期

胍基乙酸又称胍乙酸和 N－咪基甘氨酸( N－

Amidinoglycine)，最早是由 Weber 于 1934 年从

狗和人的尿液中分离得到。近年来，因动物性蛋白

原料的资源紧缺，应用受限，若改用缺少动物性蛋

白日粮中所含有的生长因子 - 肌酸的纯植物日

粮，会使得畜禽生产性能面临下降趋势；而胍基乙

酸作为肌酸的唯一前体物，在肌酸的生物合成中

起主要作用，但在植物中尚未发现其存在[1]。国外

很多文献报道，纯植物日粮中添加胍基乙酸可以

有效地转化为肌酸，对畜禽生产性能和胴体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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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骨的判定 体型外观

1（太瘦） 手可摸到皮下的背骨、骨盘，背骨两侧凹陷 尾根四周凹陷，腰部凹陷

2（瘦）
1.背骨、肋骨稍出力即可摸出

尾根四周凹陷，侧面平坦，腰部凹陷
2.髋骨目视可见

3（正常）
1.手出力压 3 秒内摸不到背骨

尾根处无凹陷：年青母猪背平
2.背骨周围手摸有弹力

4（肥）

1.用力压也摸不到背骨及肋骨 1. 头部以后之前躯宽厚，随年龄之增

加，两肩之间变平，尾根周遭沉积很多

脂肪；2.臀部很大

2.背骨压后可明显见到脂肪层

3.任何年龄下均摸不到髋骨

5.（过肥） 无法看到或摸到髋骨、背骨
1.身躯呈大圆状

2.由目视即可见大量脂肪堆积

组别 添加比例

对照组 基础日粮

试验 I 组 基础日粮 +0.1%胍基乙酸

试验 II 组 基础日粮 +0.2%胍基乙酸

等方面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2-5]。本试验旨在研究

胍基乙酸对生长猪生长性能和体型状况的影响。

1 试验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点和时间

本试验是在广东某猪场进行，试验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3 日至 2015 年 2 月 6 日。试验期为 35 天。
1.2 试验动物及分组

试验分组如下表 1 所示。

试验选择 128 头体重为 45 kg 左右的长大二

元杂交猪，按照体重、胎次、性别、日龄完全一致的

原则随机分为 3 个处理组，每组 7 个重复，每个重

复 8 头猪。分别饲喂基础日粮（对照组）、基础日粮

添加 0.1%胍基乙酸 （试验 I 组）、基础日粮添加

0.2%胍基乙酸（试验 II 组）。
1.3 实验动物饲养与管理

试验猪只采用圈养方式，自由饮水，每天饲喂

2 次。饲料配方和营养标准见表 2。
1.4 测定指标与方法

1.4.1 生长猪生长性能的测定 试验期间每日

记录料耗量。饲养试验结束时，所有试验猪只禁食

（自由饮水）24 h 后称重，计算试验猪的平均日采

食量、日增重和料肉比。

1.4.2 生长猪体型综合评价 试验第 1 天、第 29 天

和第 41 天早上 8:00 观察猪的体型。从每栏固定选

择 2～3 头进行评定。具体评分方法见表 3。其中用皮

尺测量体长（cm）、胸围（cm）、腿臀围（cm）、体高（cm）。
1.5 数据统计和分析

使用 SPSS19.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对

数据进行正态性检测，对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

使用对数进行数据转换，直至符合正态分布。然后

进行方差分析和 Duncan 多重比较。所有数据使用

“平均数±标准差”的方式表示。

2 试验结果

2.1 不同处理组对生长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如表 4 所示，相对于对照组，试验Ⅰ组和试验

Ⅱ组平均日增重分别提高 90.75 g/ 头和 53.10

g/ 头；日采食量分别提高 83.58 g/ 头和 109.44

g/ 头；料肉比降低 0.32 和 0.11。由此可见，在日

粮中添加不同比例的胍基乙酸能有效提高生长猪

日采食量和日增重，降低料肉比，但添加 0.1%较

添加 0.2%胍基乙酸的效果更明显。
2.2 不同处理组对生长猪体型的影响

表 1 试验设计及分组

表 2 基础日粮配方和营养标准

原料名称 含量（%） 营养素名称 营养含量（%）

玉米 64.00 粗蛋白（%） 15.73

大豆粕 CP43 22.00 钙（%） 0.72

小麦麸 10.00 总磷（%） 0.50

大猪预混料 4.00 盐（%） 0.41

赖氨酸（%） 0.79

配比和 100.00 助消化能（MJ） 13.15

表 3 生长猪体型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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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对照组 试验Ⅰ组 试验Ⅱ组

0.00% 0.1% 0.2%

初始重（kg/ 头） 42.42±3.51a 42.48±3.48a 42.49±3.54a

35 天末重（kg/ 头） 62.43±2.81a 65.68±4.51a 64.37±3.08a

平均日增重（g/ 头） 572.01±92.29a 662.76±67.29a 625.11±72.71a

日采食量（g/ 头） 1705.71±121.10a 1789.29±125.49a 1815.15±145.67a

料肉比 3.03±0.45a 2.71±0.45a 2.92±0.20a

从表 5 可知，生长育肥猪日粮中添加不同比

例的胍基乙酸能有效改善生长猪体型状况，增加

体长、体高、腿臀围、腹围和胸围。
3 讨论

3.1 胍基乙酸对生产性能的影响

胍基乙酸是肌酸的天然前体物，而肌酸是细胞

内能量新陈代谢的重要分子，是能量暂时存储的场

所。它和磷酸肌酸一起组成磷酸原系统，在三磷酸

腺苷（ATP）供能不足时，提供 P 供二磷酸腺苷（ADP）

重新合成 ATP，促进肌肉的能量代谢。Young 等通过

试验证明：给猪日粮中添加肌酸能够增加蛋白质的

合成代谢，从而提高动物的生长速度，加快饲料利

用率[6]。但 ATP 不能直接由体外补充，外源肌酸的

添加也因其性质不稳定、价格昂贵而受限，那么用

胍基乙酸来补充肌酸是非常好的选择。
另外，在 Stead L M 等[7]的研究中也表明，日

表 4 胍基乙酸对生长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注：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测定指标 对照组 试验Ⅰ组 试验Ⅱ组

第 1 天体型得分 2.43±0.19b 2.14±0.13a 2.39±0.24b

第 29 天体型得分 2.39±0.13a 2.57±0.19ab 2.61±0.20b

第 41 天体型得分 2.21±0.22a 2.43±0.28ab 2.57±0.19b

全期体型得分 2.35±0.21a 2.38±0.17ab 2.52±0.12b

第 1 天体长 83.07±0.21a 81.36±1.21a 82.00±1.68a

第 29 天体长 91.07±1.90a 93.93±5.13ab 96.21±1.04a

第 41 天体长 105.79±2.56Ab 111.57±2.37Bb 109.07±2.23ABb

全期体长 93.31±1.53a 95.62±2.52b 95.76±1.51b

第 1 天体高 52.71±1.15a 52.21±0.49a 52.21±1.04a

第 29 天体高 60.14±0.48a 60.64±0.69a 60.64±0.69a

第 41 天体高 60.14±0.48a 60.64±0.69a 60.64±0.69a

全期体高（cm） 57.67±0.63a 57.83±0.54a 57.83±0.45a

第 1 天腿臀围 73.79±3.23a 74.79±1.98a 74.71±1.11a

第 29 天腿臀围 82.71±3.31Aa 85.57±1.97ABab 87.51±2.43Bb

第 41 天腿臀围 90.64±1.70a 92.29±1.98a 92.64±2.38a

全期腿臀围 82.38±1.70Aa 84.21±0.88ABa 84.95±1.36Bb

第 1 天胸围 81.14±2.04b 78.36±1.75a 80.07±1.72ab

第 29 天胸围 92.64±1.11a 93.71±1.75a 92.43±1.79a

第 41 天胸围 92.64±1.11a 93.71±1.75a 92.43±1.79a

全期胸围 88.81±1.24a 88.60±1.39a 88.31±1.02a

第 29 天腹围 106.50±3.03Aa 107.57±1.84ABb 111.21±2.36Bb

第 41 天腹围 102.07±0.98a 104.03±1.99b 102.29±1.70a

全期腹围 104.29±1.12Aa 106.00±1.62ABb 106.75±1.59Bb

表 5 不同处理组对生长猪体型的影响

注：同行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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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凝集方法，适用于基层应用。董嘉文等[8]以 DTV

的 E 基因设计 1 套 LAMP 引物，建立 RT-LAMP 病原

检测方法。该方法检测最低 RNA 量为 7.8 copies，

具有很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适用于早期感染的

诊断和疫情监测。袁朋等[9]设计制备 DTV 竞争模

板 并 以 其 为 定 量 内 标 物 建 立 竞 争 定 量 PCR

（QC-PCR）体系。该体系特异性强，灵敏性高，竞争

模板和目标模板可在 400 个分子 /μL 的水平上

共扩增。临床应用结果表明，建立的体系能够满足

简单快速确定病毒含量的要求。
本研究建立的 DTV 一步 RT-PCR 检测方法使

用病毒基因组提取试剂盒和一步法 RT-PCR 扩增

试剂盒，虽然增加了检测成本，但建立的检测方法

更加敏感、特异、准确，操作更加简单，检测更加快

速，适用于临床病例的早期快速诊断，也适用于

DTV 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疾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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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中添加胍基乙酸会导致甲基需要量的增加。胍

基乙酸甲基化形成肌酸所需要的甲基主要来源于

S- 腺嘌呤核苷蛋氨酸(ASM)，而不是和其他甲基

化反应的联合[8]。因此，在饲料中额外添加蛋氨酸

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3.2 胍基乙酸对体型的影响

体长、体高、腿臀围、腹围和胸围等数据是衡

量上市育肥猪体型的有利指标。从试验中看出，在

日粮中添加胍基乙酸可显著改善育肥猪的体型。
因磷酸肌酸在脂肪组织中含量甚微，而在肌肉和

神经组织中广泛存在，是动物肌肉组织中主要的

能量供应物质。额外添加胍基乙酸，促使能量向肌

肉组织中转移和分配，减少线粒体的自由基产生，

降低肌肉中乳酸和自由基含量，从而改善动物体

型，提高肉色肉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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