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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肠道微生物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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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肠道菌群在哺乳动物及人类健康的作用正日益受到重视。 仔猪的健康生长需要一个动态平衡的肠

道微生态环境。 然而，在猪的生命周期中，从食管到直肠的微生物分布与组成存在时间和空间的变化。 健康的肠
道菌群具有促进猪的营养代谢，维持肠黏膜屏障，调节免疫应答，抑制病原菌感染等功能。 多种因素对猪肠道菌群
的形成与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包括分娩方式（ 经过产道或剖宫产） 、幼龄时期饮食（ 母乳或配方饲料） 、抗生素或
抗生素样分子的使用等。 本文主要从仔猪肠道微生物组成与定植、功能、影响肠道微生物的因素等方面论述了仔
猪肠道微生物与仔猪肠道健康的关系，从而加深肠道微生物对维护仔猪肠道健康作用的认识。
【 关键词】

肠道微生物菌群；肠道健康；仔猪

【 中图分类号】 Ｑ９５⁃３３

【 文献标识码】 Ａ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５ － ４８４７ ２０１７ ０６ ０１８

【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５⁃４８４７（２０１７） ０６⁃０６８１⁃０８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ｏｆ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ＸＩＡ Ｙａｏ⁃ｙａｏ１，２ ， ＲＥＮ Ｗｅｎ⁃ｋａｉ１，２∗ ， ＨＵＡＮＧ Ｒｕｉ⁃ｌｉｎ１ ， ＺＥＮＧ Ｂｅｎ⁃ｈｕａ３ ， ＷＥＩ Ｈｏｎｇ３ ， ＹＩＮ Ｙｕ⁃ｌｏｎｇ１∗

（１．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ｏ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１２５， Ｃｈｉｎａ； 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 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ｉｒ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００３８）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ｉｎ ｍａｍｍａｌ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ｓ ａｒｅ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ｃｔｕｍ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

ｂｉｏｔａ ｈａ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ｉｇ， ｌｉｋ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ｉｎ⁃

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 ｖａｇｉｎａｌ ｏｒ 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 ， ｔｈｅ ｄｉｅ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ｆａｎｃｙ （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ｉｌｋ ｏｒ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ｆｅｅ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ｏｒ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 ｌｉｋ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ｗ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

ｏ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ｓｏ ａｓ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ｉｎ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ｇｌｅｔｓ．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Ｎｏ． ３１３３００７５，Ｎｏ． ３１３０１９８９） 。

［ 作者简介］ 夏耀耀（１９９４ － ） ，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单胃动物营养及分子生物学。 Ｅ⁃ｍａｉｌ：１０１６８１２７５９＠ ｑｑ． ｃｏｍ
［ 通讯作者］ 任文凯，男，博士，主要从事营养与免疫方面研究。 Ｅ⁃ｍａｉｌ：ｒｅｎｗｅｎｋａｉ１９＠ １２６． ｃｏｍ；

印遇龙，男，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猪氨基酸营养代谢与调控研究。 Ｅ⁃ｍａｉｌ：ｙｉｎｙｕｌｏｎｇ＠ ｉｓａ． ａｃ． ｃｎ

６８２

中国实验动物学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第 ２５ 卷第 ６ 期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ｃｔａ Ｌａｂ Ａｎｉｍ Ｓｃｉ Ｓｉ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６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ｉｇｌｅｔｓ

ａｕｔｈｏｒ： ＲＥＮ Ｗｅｎ⁃ｋａｉ． Ｅ⁃ｍａｉｌ： ｒｅｎｗｅｎｋａｉ１９＠ １２６． ｃｏｍ； ＹＩＮ Ｙｕ⁃ｌｏｎｇ． Ｅ⁃ｍａｉｌ： ｙｉｎｙｕｌｏｎｇ＠ ｉｓａ． ａｃ． ｃｎ

哺乳动物的肠道中存在大量的微生物 ［１ － ４］ 。 肠

更高，而大肠杆菌数量则相反 ［１５］ ，这是由于断奶仔

的动态平衡关系。 多年来，研究发现单胃动物的肠

大量增殖，进而抑制乳酸杆菌的生长。 哺乳仔猪胃

道微生物间以及宿主和肠道微生物之间存在着复杂
道生理功能受其肠道菌群的影响

［５， ６］

。 仔猪在出生

后，通过接触源自外界以及母体的各种微生物，其胃
肠道逐渐形成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环境。 这种复杂的
微生态环境对仔猪的健康生长极其重要。 保持动态
平衡的肠道微生态环境不仅有助于仔猪对营养物质
的消化、吸收，还能形成微生物屏障以阻止病原菌的
入侵并促进其肠道发挥免疫功能 ［７］ 。

猪胃内 ｐＨ 值升高，乳酸杆菌减少，使大肠杆菌开始
内 ｐＨ 值较低，会导致经口病原菌无法像断奶仔猪

中的 病 原 菌 那 样 通 过 胃 部 而 定 植 于 肠 道 内 ［１６］ 。
Ｋ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ｖ 等 ［１７ － １９］ 研究发现，仔猪断奶后回肠中
乳酸杆菌数量较断奶前相比显着下降，大肠杆菌数
量却显着增加。 在仔猪断奶后的 ２ 周，其肠道的生
理及微生态环境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２０， ２１］ 。

有研究表明，仔猪不同胃肠道部分的微生物分

。

布和组成有很大差异。 胃和小肠内的优势菌群主要

同时，微生物的发酵产物可为宿主提供营养成分或

布着多样性更高的菌群，其中盲肠、结肠和直肠内优

营养因素与肠道菌群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

［８］

肠道微生物会影响宿主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

是梭菌 ＩＸ 群、链球菌和乳酸杆菌等，而后肠部位分

者干预 宿 主 的 健 康。 此 外， 某 些 微 生 物 代 谢 产 物

势菌群以厚壁菌门中的梭菌 ＩＶ 群、ＸＩＶ 群和拟杆菌

物的数量 与 组 成 ［９］ ， 或 者 对 宿 主 有 潜 在 的 不 利 影

２

（丁酸） 如具有特定的生物活性，可以影响肠道微生
响 ［１０］ 。 仔猪出生后，首先通过吮食母乳在肠道内建

门细菌为主 ［２２］ 。

肠道微生物功能

立一个相对稳定的微生态环境，而在断奶阶段，由于

宿主的首要任务是抵御肠道微生物引起的持续

产生断奶应激以及日粮成分发生改变，其肠道内的

性感染。 尽管肠道微生物具有多种有益于宿主健康

微生态环境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１１］ 。 本文主要从仔
猪不同生长阶段和肠道不同部位的微生物组成、定
植情况以及影响肠道微生物的因素等方面，阐述仔
猪肠道微生物与仔猪肠道健康的关系，旨在为健康
养殖和仔猪肠道健康生态营养调控等方面研究提供

维持肠绒毛的正常功能、调节免疫反应以及保护肠
道免受病原菌感染 ［２３， ２４］ ，然而，肠道微生物也会通
过其代谢产物、基因产物或潜在致病性给宿主带来
不利影响 ［２５］ 。 因此，肠道微生物的有益功能和对宿
主产生的危害之间的平衡取决于其分布、多样性以

帮助。

１

的功能，如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和发酵、合成维生素、

及代谢产物的总体状态（ 如图 １） 。

仔猪肠道微生物的定植与组成

２ １

新生仔猪肠道处于无菌状态，仔猪通过与外界

营养物质代谢

日粮碳水化合物是肠道菌群最主要的营养来

，造成需氧、兼性厌

源。 未经近端小肠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及结肠内微生

这是因为随着需氧菌和肠杆菌、肠球菌等兼性厌氧

的寡糖经过发酵生成乙酸、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

环境和母亲的产道、粪便接触

［１２］

氧和专性厌氧菌在其肠道内按照一定次序定植 ［１３］ 。
菌的定植，胃肠道的氧气被消耗完毕，继而逐渐形成
厌氧环境，导致专性厌氧菌开始定植和生长。 仔猪

出生 ２ ｄ 后，乳酸杆菌等便逐渐替代需氧菌成为其
肠道内的优势菌群。 整个哺乳期阶段，每克食糜所
含乳酸杆菌的数量保持在 １０ ～ １０ 范围内
７

９

［１４］

。 在

仔猪的整个生命过程中，由于断奶应激、仔猪日粮营
养物质的变化、胃肠道环境在不同生理阶段的改变
以及肠道内特定微生物的定植位点发生转变等，其
肠道微生物区系的种类和数量也发生变化

［１３］

。 据

报道，哺乳仔猪肠道中乳酸杆菌的数量较断奶仔猪

物（ 如拟杆菌属、双歧杆菌属和肠杆菌等） 难以消化
酸 ［２７， ２８］ 。 拟杆菌属是参与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主要

微生物，它通过表达糖基转移酶、糖苷水解酶和多糖
酶等酶来实现这一功能。 肠道菌群也通过抑制脂肪
细胞的脂肪酶活性对脂质代谢产生积极影响。 此
外，多形拟杆菌可以通过上调胰脂肪酶消化脂质时
所需的辅脂酶的表达来增加脂质的水解效率 ［２９］ 。

肠道菌群具有有效的蛋白质代谢机制，即通过

微生物蛋白酶和肽酶与宿主蛋白酶产生协同作用。
一些基因产物可将氨基酸转化成小信号分子和抗微
生物肽，如通过细菌 ｈｄｃＡ 基因编码的组胺脱羧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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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Ｆｉｇ． １

肠道菌群对肠道及宿主健康的影响 ［２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ｏｎ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ｏｓｔ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６］

将 Ｌ － 组氨酸转化成组胺 ［３０］ ，通过细菌 ｇａｄＢ 基因
编码的谷氨酸脱羧酶可将谷氨酸转化为 γ － 氨基丁
酸

［３１］

。

肠道菌群还能合成维生素 Ｋ 和部分维生素 Ｂ。

研究表明，拟杆菌能合成具有抗糖尿病、抗动脉粥样
硬化、降血脂、免疫调节等特性的共轭亚油酸

［３２ － ３４］

。

正常的肠道菌群还能增加血清中丙酮酸、柠檬酸、延
胡索酸和苹果酸的浓度来促进代谢 ［３５］ 。

２ ２

抗菌保护作用

促进对病原菌的清除这两个作用来减弱肠道病原菌
感染 ［３６， ３７］ 。 如在长期使用抗生素后，通常伴随着肠
道固有菌群的破坏，导致肠道微生物对艰难梭菌的
定植抑制作用丧失 ［３７ － ３９］ 。 成功治疗艰难梭菌感染
的策略是来自健康个体的粪便微生物移植，在粪便
移植后，其肠道菌群结构得以恢复，从而抑制艰难梭
菌

。 肠道菌群还可通过调控宿主先天和获得

性免疫应答来影响肠道感染

［４２， ４３］

。 如无菌小鼠由

于其吞噬细胞活化功能及积聚到感染部位的功能受
损，导致其对李斯特菌感染非常敏感

［４３］

通路从而促进 ＩＬ － １７ 表达 ［４４］ 。 然而，有一些肠道
病原菌感染，肠道菌群在感染期间几乎不会减弱病
原菌的感染性或者反而使其增强 ［４５， ４６］ 。 因此，肠道

菌群在肠道感染中所起的作用可能不仅取决于感染
模式还取决于入侵的病原体。
２ ３

免疫调节
肠道菌群与宿主免疫系统的发育有关 ［４７］ 。 与

正常小鼠相比，无菌小鼠体内 Ｔ 细胞数量更少，ｓＩｇＡ

和抗体等水平也较低，而先天免疫反应细胞更活跃

肠道菌群能够通过提高对病原菌的定植抑制和

［４０， ４１］

６８３

。 本课题组

前期研究也表明，肠产毒素性大肠杆菌感染时，肠道
Ｌ． ｌａｃｔｉｓ ｓｕｂｓｐ． ｌａｃｔｉｓ 增加，通过产生过量 γ － 氨基丁
酸而激活 ｍＴＯＲＣ１ － Ｓ６Ｋ１ － ＥＧＲ － ２ － ＧＦＩ － １ 信号

且体内溶菌酶活性更强 ［４８， ４９］ 。 分节丝状菌可诱导
调节性 Ｔ 细胞反应 ［５０， ５１］ ，而 Ｆｏｘｐ３ ＋ Ｔ 细胞对肠道炎
症反应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５２］ 。 肠道微生物对于

Ｆｏｘｐ３ ＋ Ｔ 细胞的正常发育和功能也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这种介导的机制尚不清楚 ［５３， ５４］ 。 研究发现，
调节性 Ｔ 细胞和梭状芽孢杆菌均呈高密度状态分
布在近端结肠，而无菌小鼠体内调节性 Ｔ 细胞的水
平可因梭状芽胞杆菌的定植得以恢复 ［５６］ 。 有报道
称细菌中的 ＬＰＳ 可与其结合蛋白 ＬＢＰ、ＣＤ１４ 结合形

成三联复合物（ ＬＰＳ － ＬＢＰ － ｓＣＤ１４） ，作用于 ＴＬＲ４，

激活 ＭｙＤ － ８８ 依赖性信号通路机制，从而刺激 Ｔ 细
胞增生 ［５５］ 。

肠道黏膜相关淋巴组织主要由派伊尔结、孤立

淋巴滤泡和肠系膜淋巴结等部分构成 ［５７］ 。 肠道菌

６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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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可作为抗原刺激派伊尔结和肠系膜淋巴结等发育

水平上调节黏膜上微生物附着位点的糖基化模式，

成熟，并且其代谢物及组成也会影响相关淋巴组织

如由多形拟杆菌分泌的一种信号分子能刺激位于细

产生免疫反应

［５８ － ６０］

。 脆弱类拟杆菌等能激活肠道

树突状细胞诱导肠道黏膜中的浆细胞产生 ｓＩｇＡ ［６１］ 。
无菌仔猪体内分泌 ＩｇＡ 的浆细胞发育不成熟，因此
血清中 ＩｇＡ 水平极低， 但在 ＡＳＦ （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Ｓｃｈａｅｄｌｅｒ

ｆｌｏｒａ） 定 植 其 肠 道 后， 血 清 ＩｇＡ 水 平 得 到 极 大 提
升

［６２， ６３］

。 本试验室前期研究表明添加谷氨酰胺可

促进含有正常肠道微生物的小鼠分泌 ｓＩｇＡ，然而在

胞表面糖缀合物的海藻糖基团的表达 ［８０］ 。

３

影响仔猪肠道菌群的因素
在仔猪整个动态持续的生命过程中，多种因素

会对其肠道菌群的形成与组成造成影响。
３ １

仔猪不同生长阶段
猪肠道菌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系统，其组

抗生素清除肠道微生物的小鼠模型下，则无影响，进

成成分动态且多样，并会随时间及肠段的变化而发

用 ［６４］ 。

仔猪通过消耗母乳为乳酸菌群体提供营养优势，从

一步 表 明 肠 道 微 生 物 在 肠 道 ｓＩｇＡ 分 泌 中 的 作

先天淋巴细胞可快速对上皮细胞产生的信号做

出响应 ［６５］ ，具有类似 Ｔｈ１、Ｔｈ２ 及 Ｔｈ１７ 细胞的表达
模式，但其分化更依赖于微生物组成而非体细胞重
组

［６６］

。 肠道微生物可直接或间接地调控先天淋巴

细胞，如细菌代谢物吲哚 － ３ － 甲醛可通过芳烃受体
直接刺激先天淋巴细胞合成 ＩＬ － ２２

［６７］

，而间接调控

则通 过 招 募 其 他 免 疫 细 胞 （ 如 肠 巨 噬 细 胞
ＣＸ３ＣＲ１ ） 来实现
＋

［６８］

。 固有层巨噬细胞的免疫调

节作用是在稳定的状态下表达 ＩＬ － １β 前体，这有助
于在病原体入侵过程中肠道免疫系统迅速产生成熟
的 ＩＬ － １β。 由共生菌群诱导激活的 ＭｙＤ － ８８ 依赖
机制对上述作用至关重要，而微生物菌群调节巨噬
细胞产生的 ＩＬ － １０ 则需要 ＭｙＤ － ８８ 的非依赖机
制

［６９， ７０］

２ ４

。

胃肠道结构和肠道屏障的完整性
目前已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肠道菌群能够维持胃

生转变 ［８１］ 。 肠道菌群从仔猪出生开始就产生定植，
而构建乳汁依赖型的菌群 ［８２］ 。 大肠杆菌和链球菌
属细菌能够在肠道内建立一个有利于拟杆菌属、乳
杆菌属 和 梭 菌 属 等 专 性 厌 氧 细 菌 定 植 的 厌 氧 环
境 ［８３］ 。 依据哺乳动物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母乳喂

养和宿主遗传学的转变对肠道菌群的发展形成有很
大的影响 ［８４］ 。 因此，哺乳期为肠道菌群的变化提供
了一个特殊的渠道窗口。
３ ２

日粮营养成分
在断奶阶段，仔猪开始采食谷物和粗蛋白浓度

相对较高的饲料。 许多研究表明，仔猪断奶时，其肠
道中的乳酸菌属细菌含量减少且微生物多样性降
低，然而梭菌属、普氏菌属、大肠杆菌和包括变形杆
菌科在内的一些兼性厌氧菌含量升高。 不同来源和
水平的蛋白或纤维会影响断奶仔猪肠道微生物的相
对丰度 ［８５， ８６］ 。 如断奶仔猪采食富含果胶和豆粕的

日粮，会导致结肠中乳酸杆菌的相对丰度降低，普氏

肠功能和结构的完整性。 据报道，多形拟杆菌可诱

菌属相对丰度增加 ［８７］ ，而采食富含鱼粉的日粮，则

。 微生物细胞壁肽聚糖可刺激

多试验表明，哺乳动物肠道微生物的数量同样受到

导小富脯氨酸蛋白 ２ Ａ 表达，维持上皮绒毛中细胞
桥粒 正 常 生 长

［７１］

ＴＬＲ２ 和维持紧密连接

［７２］

。 此外，鼠李糖乳杆菌 ＧＧ

可产生 ｐ４０ 和 ｐ７５ 这两种可溶性蛋白，其可以避免
依赖于上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 ＥＧＦＲ、蛋白激酶 Ｃ
这两条途径的肠上皮细胞发生程序性凋亡

［７３］

。 内

源性大麻素系统同样能调节肠道菌群以维持肠道屏
障功 能。 例 如， 革 兰 氏 阴 性 菌 Ａｋｋｅｒｍａｎｓｉａ ｍｕｃｉ⁃
ｎｉｐｈｉｌｌａ 可通过减少血氧毒素的代谢来增加内源性
大麻素的水平，从而控制肠道屏障的功能

［７４］

。

肠道微生物通过诱导与肠道微血管系统发育相

关的转录因子血管生成素 － ３ 的生成来促进肠黏膜
结构的发育，该结论也已在多个无菌小鼠试验中得

到验证 ［７５ － ７９］ 。 肠道菌群也可在细胞表面和亚细胞

会使得埃希氏菌和志贺氏杆菌的含量增加 ［８８］ 。 许
日粮中不同脂肪来源及成分的影响。 刘忠臣 ［８９］ 发
现在日粮中添加椰子油、鱼油和猪油均可扰乱肠道
菌群平衡，具体表现为降低盲肠内容物中大肠杆菌
的数量，增加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的数量以及乳酸杆
菌 ／ 大肠杆菌、双歧杆菌 ／ 大肠杆菌的比值，但三种不
同的脂肪造成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本组研究也发
现，日粮中单一氨基酸的比例变化（ 如精氨酸或谷
氨酰胺） 也显着影响肠道微生物的数量 ［９０， ９１］ 。 在断

奶仔猪日粮中添加高铜能够抑制仔猪肠道有害菌的
正常生长，添加氧化锌却可以维持仔猪肠道正常的
微生态环境；而在断奶仔猪日粮中添加高锌，则会降
低仔猪胃肠道前段及回肠中乳酸杆菌的数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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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杆菌和肠球菌的数量 ［９２］ 。

３ ３

抗生素、微生态制剂及其他物质

［３］

饲用抗生素具有广谱抗菌性以及潜在的杀死或

６８５

（５７１７） ： １９１５ － １９２０．

Ｌｏｕｉｓ Ｐ， Ｆｌｉｎｔ ＨＪ．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ｂｕｔｙｒａｔｅ －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ｌａｒｇ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
［ Ｊ］ ． ＦＥＭ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Ｌｅｔｔ， ２００９， ２９４（１） ： １ － ８．

阻止病原菌和有益微生物生长的能力，可以引起断

［４］

Ｓａｖａｇｅ ＤＣ．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ｔｒａｃｔ ［ Ｊ］ ．

。 长期使用亚治疗剂

［５］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ＪＨ， 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 ＧＴ． Ｃｏｌｏｎｉｃ ｍｉｃｒｏｆｌｏｒａ：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６］

Ｒｏｂｅｒｆｒｏｉｄ ＭＢ， Ｂｏｒｎｅｔ Ｆ， Ｂｏｕｌｅｙ Ｃ， ｅｔ ａｌ． Ｃｏｌｏｎｉｃ ｍｉｃｒｏｆｌｏｒａ：

奶仔猪肠道菌群发生改变 ［８２， ９３， ９４］ ，微生物群落的多
样性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９３， ９５］

量的抗生素会导致病原菌在肠道中定植并引发疾
病

［９６］

。

胡远亮 ［９７］ 研究表明，益生菌能增加断奶仔猪肠

道微生物的多样性。 Ｍａｉｒ 等 ［９８］ 通过给断奶仔猪饲

喂肠球菌、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和菊粉得出上述有益

ｐＨ 值，影响其肠道菌群的生长和组成。 Ｒｅｎ 等 ［９９］

发现褪黑素可提高肠道乳酸杆菌的比例及代谢，并
能减少肠产毒素大肠杆菌在肠道的定植。 除上述影

用 ［１００ － １０２］ 。

４

展望
驻留在人和动物肠道内的微生物与宿主之间存

是我们只对其中的一些基本功能有一个大致的了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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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及其代谢产物与机体免疫细胞种类、数量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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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微生物平衡的破坏可影响肠道的健康进而导致
宿主的疾病，通过维持肠道微生物的平衡可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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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６７７ － ６８９．

１３９（３） ： ４８５ － ４９８．

Ｉｚｃｕｅ Ａ， Ｃｏｏｍｂｅｓ ＪＬ， Ｐｏｗｒｉｅ 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
－ ３３８．

Ｇｅｕｋｉｎｇ ＭＢ， Ｃａｈｅｎｚｌｉ Ｊ， Ｌａｗｓｏｎ ＭＡ，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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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ｕｎｄ ＪＬ， Ｌｅｅ ＳＭ， Ｌｉ Ｊ，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Ｔｏｌｌ － ｌｉｋ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２ ｐａｔｈ⁃
ｗａ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ｓ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ｍｉｃｒｏ⁃
ｂｉｏｔａ ［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 ３３２（６０３２） ： ９７４ － ９７７．

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ｆｏｒ Ｔ ｃｅｌｌ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１３２１ － １３３２．

［５７］

Ｋｏｂｏｚｉｅｖ Ｉ， Ｋａｒｌｓｓｏｎ Ｆ， Ｇｒｉｓｈａｍ ＭＢ． Ｇｕｔ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ｌｙｍｐｈｏｉｄ

ｕｌａｔｏｒｙ Ｔ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 ３３１（６０１５） ： ３３７ － ３４１．

ｔｉｓｓｕｅ， Ｔ ｃｅｌｌ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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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 Ｎａｔ Ｒｅｖ Ｉｍｍｕ⁃

Ｒｅｎｚ Ｈ， Ｂｒａｎｄｔｚａｅｇ Ｐ， Ｈｏｒｎｅｆ 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 ｉｍ⁃
ｔｉｏｎ ［ Ｊ］ ． Ｎａｔ Ｒｅｖ Ｉｍｍｕｎｏｌ， ２０１１， １２（１） ： ９ － ２３．

Ｍａｙｎａｒｄ ＣＬ， Ｅｌｓｏｎ ＣＯ， Ｈａｔｔｏｎ ＲＤ， ｅｔ ａｌ．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

［６１］

Ｈｅ Ｂ， Ｘｕ Ｗ， Ｓａｎｔｉｎｉ ＰＡ，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Ｔ ｃｅｌｌ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 Ｊ］ ． Ｎａ⁃

［７０］

ｃｉｎｇ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 ｃｅｌｌ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ＡＰＲＩＬ ［ Ｊ］ ． Ｉｍ⁃
ｍｕｎｉｔｙ， ２００７， ２６（６） ： ８１２ － ８２６．

［６２］

Ｂｕｔｌｅｒ ＪＥ， Ｌａｇｅｒ ＫＭ， Ｓｐｌｉｃｈａｌ Ｉ，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ｉｇｌｅｔ ａｓ 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６３］

Ｌａｙｃｏｃｋ Ｇ， Ｓａｉｔ Ｌ， Ｉｎｍａｎ Ｃ， ｅｔ ａｌ． Ａ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ｃｏｌｏｎｉ⁃

［６４］

Ｗｕ Ｍ， Ｘｉａｏ Ｈ， Ｌｉｕ Ｇ， ｅｔ ａｌ． 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ＳＩ⁃

［６５］

Ｓｐｉｔｓ Ｈ， Ｄｉ Ｓａｎｔｏ ＪＰ．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ｉｎｎａｔｅ ｌｙｍｐｈｏｉｄ

Ｂ ｃｅｌｌ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Ｖｅｔ Ｉｍｍｕｎｏｌ Ｉｍ⁃

ｐａｔｈｏｌ， ２０１２， １４９（３ － ４） ： ２１６ － ２２４．

ｇＡ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ａｎｄ ＩＬ － １３ ［ Ｊ］ ． Ｍｏｌ
Ｎｕｔｒ Ｆｏｏｄ Ｒｅｓ， ２０１６， ６０（７） ： １６３７ － １６４８．

ｃｅｌｌ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Ｆｒａｎｃｈｉ Ｌ， Ｋａｍａｄａ Ｎ，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Ｙ， ｅｔ ａｌ． ＮＬＲＣ４ － ｄｒｉｖｅｎ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Ｌ － １ｂｅｔａ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ｍ⁃
Ｉｍｍｕｎｏｌ， ２０１２， １３（５） ： ４４９ － ４５６．

Ｒｉｖｏｌｌｉｅｒ Ａ， Ｈｅ Ｊ， Ｋｏｌｅ Ａ，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ｓｗｉｔ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Ｌｙ６Ｃｈｉ 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Ｅｘｐ Ｍｅｄ， ２０１２， ２０９（１） ： １３９ － １５５．

［７１］

Ｌｕｔｇｅｎｄｏｒｆｆ Ｆ， Ａｋｋｅｒｍａｎｓ ＬＭ， Ｓｏｄｅｒｈｏｌｍ Ｊ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ｉ⁃

［７２］

Ｃａｒｉｏ Ｅ， Ｇｅｒｋｅｎ Ｇ， Ｐｏｄｏｌｓｋｙ ＤＫ． Ｔｏｌｌ － ｌｉｋ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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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ｔｒｅｓｓ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ｇａｓｔｒｏ －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ｄａｍ⁃
ａｇｅ ［ Ｊ］ ． Ｃｕｒｒ Ｍｏｌ Ｍｅｄ， ２００８， ８（４） ： ２８２ － ２９８．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Ｊ］ ．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１３２（４） ： １３５９ － １３７４．

Ｙａｎ Ｆ， Ｃａｏ Ｈ， Ｃｏｖｅｒ ＴＬ， ｅｔ ａｌ． Ｃｏｌｏｎ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ｆ ａ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 －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ＥＧＦＲ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 Ｊ］ ．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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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 ２０１１， １２１（６） ： ２２４２ － ２２５３．

Ｃａｎｉ ＰＤ， Ｐｏｓｓｅｍｉｅｒｓ Ｓ， Ｖａｎ ｄｅ Ｗｉｅｌｅ Ｔ，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ｂｅｓｅ ｍｉ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ＧＬＰ － ２ － ｄｒｉｖｅ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ｕｔ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７５］

［ Ｊ］ ． Ｇｕｔ， ２００９， ５８（８） ： １０９１ － １１０３．

Ｓｔａｐｐｅｎｂｅｃｋ ＴＳ， Ｈｏｏｐｅｒ ＬＶ， Ｇｏｒｄｏｎ Ｊ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ｂｙ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ｖｉａ Ｐａｎｅｔｈ
ｃｅｌｌｓ ［ Ｊ］ ．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 Ｓ Ａ， ２００２， ９９（２４） ： １５４５１ －

［７６］

［７７］

ｍｕｎｏｐａｔｈｏｌ， ２００９， １２８（１ － ３） ： １４７ － １７０．

ｚａｔｉ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ｆｏｒ ｇｎｏｔｏｂｉｏｔｉｃ ｐｉｇｓ［ Ｊ］ ． Ｖｅｔ Ｉｍｍｕｎｏｌ Ｉｍｍｕｎｏ⁃

２０１３， ６（１） ： １７７ － １８８．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 ｔｏ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 ［ Ｊ］ ． Ｊ

ｔｕｒｅ， ２０１２， ４８９（７４１５） ： ２３１ － ２４１．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Ａ （２ ） ｃｌａｓｓ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ｂｙ ｉｎｄｕ⁃

ｇ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Ｌ － ２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ｉｎｎａｔｅ ｌｙｍｐｈｏｉｄ ｃｅｌｌ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ｅｎｓａ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ｈｏｓｔ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 Ｊ］ ． Ｎａｔ

ｍｕｎ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

［６０］

［６７］

［６９］

Ｒｏｕｎｄ ＪＬ， Ｍａｚｍａｎｉａｎ ＳＫ． Ｔｈｅ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ｓｈａｐｅｓ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ｎｏｌ， ２００９， ９（５） ： ３１３ － ３２３．

（２） ： ３７２ － ３８５．

Ｍａｎｔａ Ｃ， Ｈｅｕｐｅｌ Ｅ， Ｒａｄｕｌｏｖｉｃ Ｋ， ｅｔ ａｌ． ＣＸ３ ＣＲ１ ＋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ｉｔｒｏｂａｃｔｅｒ ｒｏｄｅｎｔｉｕｍ ［ Ｊ ］ ．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Ｉｍｍｕｎｏｌ，

Ｆｅｎｇ Ｔ， Ｗａｎｇ Ｌ， Ｓｃｈｏｅｂ ＴＲ，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ｉｎｎａｔ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

Ａｔａｒａｓｈｉ Ｋ， Ｔａｎｏｕｅ Ｔ， Ｓｈｉｍａ Ｔ， ｅｔ ａｌ．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ｃ ｒｅｇ⁃

［６６］

［６８］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０１１， ３４（５） ： ７９４ － ８０６．

［５６］

［５９］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ｖｉａ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 － ２２ ［ Ｊ］ ．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０１３， ３９

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 Ｊ］ ． Ａｎｎｕ Ｒｅｖ Ｉｍｍｕｎｏｌ， ２００９， ２７： ３１３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ｌｉｔｉｓ ［ Ｊ］ ． Ｊ Ｅｘｐ Ｍｅｄ， ２０１０， ２０７（６） ：

［５８］

ｆｒｏｍ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ｅｎｇａｇｅ ａｒｙｌ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ｖａｎｏｖ ＩＩ， Ａｔａｒａｓｈｉ Ｋ， Ｍａｎｅｌ Ｎ， ｅｔ ａｌ．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Ｔｈ１７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ｏｕｓ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 Ｊ］ ． Ｃｅｌｌ，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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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ｕｓ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 ［ Ｊ］ ．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２０１４， ４６（１０） ：

ａｎｃｅ， ｆｅ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ｆｌｏｒａ， ａｎｄ ｈｕｍｏｒａｌ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ｗｅａｎｅｄ ｐｉｇｌｅｔｓ

［９１］

Ｒｅｎ Ｗ， Ｃｈｅｎ Ｓ， Ｙｉｎ Ｊ， ｅｔ 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ａｒｇｉｎｉｎ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１０２］ 吴超， 张莉， 吴跃明， 等． 中草药添加剂对早期断奶仔猪生

［９２］

Ｈｏｊｂｅｒｇ Ｏ， Ｃａｎｉｂｅ Ｎ， Ｐｏｕｌｓｅｎ ＨＤ，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２０１６， ６２（５） ： ３９２ － ３９８．

保护作用研究 ［ Ｄ］ ． 四川农业大学， ２０１１．

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ｓ ｉｎｎａｔｅ ｉｍｍｕ⁃

２４０３ － ２４１３．

ｏｆ ｍｉｃｅ ａｌ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ｓ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ｉｎ⁃

ｎａｔ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Ｊ］ ． Ｊ Ｎｕｔｒ， ２０１４， １４４（６） ： ９８８ － ９９５．

ｚｉｎｃ ｏｘｉ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ｐｐｅｒ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ｎｅｗｌｙ ｗｅａｎｅｄ ｐｉｇｌｅｔｓ ［ Ｊ］ ． Ａｐｐ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２００５， ７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ｄｉｇｅｓ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ｅａｎｅｄ

１１８８．

ｂｌｅｎｄ ａｃｉｄｉｆｉｅｒｓ ａ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
［ Ｊ］ ． Ａｓｉａｎ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ａｓ Ｊ Ａｎｉｍ Ｓｃｉ， ２０１４， ２７（１） ： ９３ － １００．

长性能和肠道菌群的影响 ［ Ｊ］ ． 中国畜牧杂志， ２０１０ （０３ ） ：

３１ － ３５．

［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１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