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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试验旨在研究饲粮添加包被苯甲酸对肉鸡腿部健康和垫料理化性质的影响。 选取

２ ４００只 １ 日龄爱拔益加肉仔鸡，随机分为 ２ 组，每组 １２ 个重复，每个重复 １００ 只（公母各占

１ ／ ２）。 对照组饲喂基础饲粮（颗粒料），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添加 ５００ ｇ ／ ｔ 包被苯甲酸。 试

验期为 ３５ ｄ。 ３５ 日龄时每个重复随机抓取 １０ 只肉鸡进行脚垫和跗关节评估；收集各个重复垫

料样品进行垫料湿度、ｐＨ 和总氮含量的测定。 结果表明：饲粮添加 ５００ ｇ ／ ｔ 包被苯甲酸显著降

低了肉鸡的脚垫和跗关节损伤程度（Ｐ＜０． ０５），同时显著降低了垫料的 ｐＨ 和总氮含量（Ｐ＜
０．０５），对垫料湿度没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 由此可见，饲粮添加包被苯甲酸可降低肉鸡脚垫和

跗关节损伤，同时改善垫料的理化性质，提高肉鸡饲养过程中的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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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化剂作为一种高效、无污染、无残留的天然

保健型饲粮添加剂，成为最理想的抗生素替代品

之一［１］ 。 研究表明，饲粮添加酸化剂能降低肠道

ｐＨ，抑制肠道致病菌的生长［２－３］ 。 目前使用的酸

化剂可分为无机、有机和复合酸化剂 ３ 种［４］ 。 苯

甲酸是目前饲料工业使用的有机酸化剂之一。 家

禽不能 １００％消化饲粮中营养物质，排泄物中含有

部分含硫蛋白质，在温度和湿度适宜的条件下被

可被垫料中微生物分解，放出大量的氨气［５］ 。 有

机酸化剂能够通过降低肠道微生物与机体争夺养

分的竞争力，利于动物对养分的吸收利用［６］ ，从而

降低氨气的生成。
　 　 对于平养的肉鸡而言，垫料是影响肉鸡福利

状况的一项重要因素［７］ 。 当鸡舍温度和湿度过高

时，潮湿的垫料与排泄物混合发酵，释放出大量氨

气［６］ 。 肉鸡腿部健康是肉鸡获得最佳生长性能的

基本条件，也是家禽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８］ 。 肉

仔鸡脚垫和跗关节病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肉仔鸡

的排泄物在垫料中积累，导致垫料中水分、氨含量

增加，引起脚部皮肤的“氨灼伤” ［９］ 。 由此可知，垫
料的质量可影响家禽腿部健康。
　 　 有关酸化剂对肉鸡福利的影响研究未见报

道。 因此，本试验旨在研究饲粮中添加包被苯甲

酸对肉鸡腿部健康及垫料理化性质的影响，探讨

其对肉鸡福利的影响，为其在生产实践中应用提

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设计

　 　 选取 １ 日龄体重相近爱拔益加（ＡＡ）肉仔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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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００只，随机分为 ２ 组，每组 １２ 个重复，每个重复

１００ 只鸡（公母各占 １ ／ ２）。 对照组饲喂基础饲粮

（颗粒料），试验组饲喂在基础饲粮中添加 ５００ ｇ ／ ｔ
包被苯甲酸［诺伟司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提

供，苯甲酸含量为≥４０％］饲粮，基础饲粮组成及

营养水平见表 １。 试验在山东农业大学大学合作

商品鸡饲养场进行。
１．２　 试验饲粮

　 　 试验采用玉米－豆粕－玉米蛋白粉型饲粮。 饲

养试验分为 ２ 个阶段：第 １ 阶段 １ ～ ２１ 日龄，第 ２
阶段 ２２ ～ ３５ 日龄。

表 １　 基础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风干基础）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ｂａｓａｌ ｄｉｅｔｓ （ａｉｒ⁃ｄｒｙ ｂａｓｉｓ） ％

项目

Ｉｔｅｍｓ

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 ２１ 日龄 １ ｔｏ ２１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２２～ ３５ 日龄 ２２ ｔｏ ３５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原料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玉米 Ｃｏｒｎ ５６．１２４ ４９．７４９
豆粕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ｍｅａｌ（４３％） １８．６８４
豆粕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ｍｅａｌ（４６％） ３２．０５９
小麦 Ｗｈｅａｔ １０．０００
玉米蛋白粉 Ｃｏｒ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ｅａｌ ４．０００ ６．９２１
玉米干酒糟及其可溶物 Ｃｏｒｎ ＤＤＧＳ ６．０００
豆油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ｏｉｌ ２．９４８ ３．５００
石粉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１．２３５ １．３１６
磷酸氢钙 ＣａＨＰＯ４ １．４８０ １．４１１
ＤＬ－蛋氨酸 ＤＬ⁃Ｍｅｔ ０．３４５ ０．２７４
Ｌ－苏氨酸 Ｌ⁃Ｔｈｒ ０．０７４ ０．１２７
Ｌ－赖氨酸 Ｌ⁃Ｌｙｓ ０．６１２ １．００２
色氨酸 Ｔｒｙ ０．０３４
氯化胆碱 Ｃｈｏｌｉｎｅ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０．１５０ ０．１５０
食盐 ＮａＣｌ ０．２５６ ０．２３０
小麦粉 Ｗｈｅａｔ ｍｅａｌ ０．２３３ ０．１７７
多维 Ｍｕｌｔｉ⁃ｖｉｔａｍｉｎ１） ０．２９０ ０．２１３
多矿 Ｍｕｌｉｔｉ⁃ｍｉｎｅｒａｌ１） ０．１９４ ０．２１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营养水平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２）

干物质 ＤＭ ８６．３２ ８６．７９
粗蛋白质 ＣＰ ２１．００ ２０．００
粗灰分 Ａｓｈ ５．２６ ４．８７
粗纤维 ＣＦ ３．０５ ３．０５
粗脂肪 ＥＥ ５．０９ ６．１０
钙 Ｃａ ０．８０ ０．７４
总磷 ＴＰ ０．６２ ０．５７
食盐 ＮａＣｌ ０．２９ ０．２９
净能 ＮＥ ／ （ＭＪ ／ ｋｇ） １１．３０ １１．８０
可利用磷 ＡＰ ０．３３ ０．２８
标准回肠可消化赖氨酸 ＳＩＤ Ｌｙｓ １．１５ １．０５

　 　 １）多维和多矿为每千克饲粮提供 Ｍｕｌｔｉ⁃ｖｉｔａｍｉｎ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ｅｒ ｋｇ ｏｆ ｄｉｅｔｓ： ＶＡ ９ ０００ ＩＵ，
ＶＤ３ ２ ０００ ＩＵ，ＶＥ １１．０ ＩＵ，ＶＫ １．００ ｍｇ，硫胺素 ｔｈｉａｍｉｎｅ １．２０ ｍｇ，核黄素 ｒｉｂｏｆｌａｖｉｎ ５．８０ ｍｇ，烟酸 ｎｉａｃｉｎ ６６．０ ｍｇ，泛酸 ｐａｎ⁃
ｔｏｔｈ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１０．０ ｍｇ，吡哆醇 ｐｙｒｉｄｏｘｉｎｅ ２．６０ ｍｇ，生物素 ｂｉｏｔｉｎ ０．２０ ｍｇ，叶酸 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０．７０ ｍｇ，ＶＢ１２ ０．０１２ ｍｇ，Ｍｎ １００ ｍｇ，
Ｚｎ ７５．０ ｍｇ，Ｆｅ ８０．０ ｍｇ，Ｉ ０．６５ ｍｇ，Ｃｕ ８．００ ｍｇ，Ｓｅ ０．３５ ｍｇ。
　 　 ２）营养水平均为计算值。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４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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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饲养管理

　 　 饲养试验全期 ３５ ｄ，分为前期（１ ～ ２１ 日龄）和
后期（２２ ～ ３５ 日龄）。 试验开始时饲养温度 ３５ ℃ ，
根据肉鸡日龄每周降低 ２ ～ ３ ℃ ，直到降到 ２３ ℃ ；
环境湿度为 ４０％ ～ ５０％。 温度和湿度随肉鸡生长

情况做相应调整。 光照程序按照商品饲养场管理

规定执行。 １ ～ ３ 日龄肉仔鸡饮水中添加电解多维

和葡萄糖。 整个试验期为地面垫料饲养，自由采

食和饮水，定时免疫接种。
１．４　 测定指标和方法

　 　 每周称量饲粮添加量和剩余量，计算 １ ～ ２１ 日

龄、２２ ～ ３５ 日龄和全期的平均采食量、平均体增重

和料重比，并对全期肉鸡养殖状况进行评估。 严

格记录死亡和淘汰的鸡只总数，死亡和淘汰的鸡

必须称重。 ３５ 日龄时从鸡群中靠近水线的区域、
靠近料槽的区域和远离二者的区域随机抓取 １０
只鸡进行脚垫和跗关节损伤评估，并收集鸡舍垫

料样品，分别在水线处、料盘处和垫料表层处（部

分板结垫料）取样，分别进行垫料湿度、ｐＨ 和总氮

含量的测定。
１．４．１　 生长性能

平均体重（ｇ）＝ 末体重 ／总鸡数；
平均体增重（ｇ）＝ （末体重－初体重） ／总鸡数；

平均采食量（ｇ）＝ 总采食量 ／总鸡数；
料重比（Ｆ ／ Ｇ）＝ 总耗料量 ／总增重（包括死鸡）；

死亡率（％）＝ １００×死亡的鸡数 ／总鸡数；
欧洲综合指数（ＥＰＩ）＝ １０ ０００×平均体重×

（１－死亡率） ／ （料重比×天数）。
１．４．２　 肉鸡脚垫和跗关节损伤评估

　 　 评分标准如下，Ａ：０ 级，无损伤；Ｂ：１ ～ ２ 级，轻
度损伤；Ｃ：３ ～ ４ 级，重度损伤。 根据轻度损伤和重

度损伤的肉鸡百分比，计算鸡群的脚垫或跗关节

健康指数（ Ｉ）：
Ｉ＝ １００×［１－（Ｂ×０．５＋Ｃ×１．０）］；

　 　 其中，Ｂ （％） 为轻度损伤的肉鸡百分比，Ｃ
（％）为重度损伤的肉鸡百分比，２ 类肉鸡的权重分

别为 ０．５ 和 １．０。
１．４．３　 垫料湿度、ｐＨ 及总氮含量

　 　 垫料湿度测定：按照五点取样法取垫料样本，

经混匀后每个重复各称取 ５００ ｇ 垫料放置于烘箱，
６５ ℃烘 ７２ ｈ 后称重［７］ 。 垫料 ｐＨ 测定：取 １０ ｇ 垫

料样置于 ２５０ ｍＬ 离心管内，用去离子水按 １ ∶１０
（质量体积比） 的比 例 稀 释，于 振 荡 器 上 振 荡

３０ ｍｉｎ，测定 ｐＨ。 垫料总氮含量测定：根据凯氏定

氮法，将用 １０％硫酸固氮后的垫料样品粉碎后，采
用 ＫｊｅｌｔｅｃＴＭ ２３００ 定氮仪（ＦＯＳＳ，美国）测定［７］ 。
１．５　 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用平均值±标准误表示，苯甲酸效用

采用 ＳＡＳ ９．１．３ 统计软件 ＡＮＯＶＡ 进行单因子方

差分析，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显著，０．０５≤Ｐ＜０．１０ 表

示具有差异显著趋势。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饲粮添加包被苯甲酸对肉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由表 ２ 可见，试验组与对照组肉鸡 １、２１ 和 ３５
日龄的平均体重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１ ～ ２１
日龄、２２ ～ ３５ 日龄和试验全期，试验组和对照组肉

鸡平均体增重均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１ ～ ２１
日龄，试验组肉鸡较对照组在平均采食量上有增

加的趋势（Ｐ＜０．１０）；２２ ～ ３５ 日龄和试验全期，试验

组和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１ ～ ２１ 日龄、
２２ ～ ３５ 日龄和试验全期，对照组和试验组料重比

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１ ～ ２１ 日龄、２２ ～ ３５ 日

龄和试验全期，试验组死亡率和对照组没有显著

差异（Ｐ＞０．０５）。 试验组欧洲效益指数为 ３５１．２３，
对照组为 ３５０．１６，二者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２．２　 饲粮添加包被苯甲酸对肉鸡脚垫和跗关节损

伤的影响

　 　 由图 １ 可见，试验组肉鸡脚垫和跗关节健康

指数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说明试验组肉鸡

脚垫和跗关节损伤程度明显轻于对照组。
２．３　 饲粮添加包被苯甲酸对垫料湿度的影响

　 　 由表 ３ 可知，试验组和对照组在各个采样点

的垫料湿度均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２．４　 饲粮添加包被苯甲酸对垫料 ｐＨ 的影响

　 　 由图 ２ 可知，试验组垫料在水线处、料盘处和

表层处的 ｐＨ 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这说明

饲粮中添加包被苯甲酸能显著降低垫料的 ｐ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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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饲粮添加包被苯甲酸对肉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ｃｏａｔｅｄ⁃ｂｅｎｚ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ｒｏｉｌｅｒｓ

项目
Ｉｔｅｍｓ

时间
Ｔｉｍｅ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试验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Ｐ 值
Ｐ⁃ｖａｌｕｅ

平均体重
ＡＢＷ ／ ｇ

１ 日龄 １ ｄａｙ ｏｆ ａｇｅ ４５．３０±０．２４ ４５．２２±０．２６ ０．８１２ ２
２１ 日龄 ２１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１ ０５０．３０±１７．２８ １ ０８０．５２±１８．７２ ０．２４８ ２
３５ 日龄 ３５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２ ０６０．５８±４３．２７ ２ ０６０．０８±３２．２９ ０．９９２ ７

平均体增重
ＡＢＷＧ ／ ｇ

１～ ２１ 日龄 １ ｔｏ ２１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１ ００５．００±１７．１７ １ ０３５．３０±１８．５７ ０．２４３ ６
２２～ ３５ 日龄 ２２ ｔｏ ３５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１ ０１０．２９±４９．５３ ９７９．５７±２９．５４ ０．５９９ ６
１～ ３５ 日龄 １ ｔｏ ３５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２ ０１５．２８±４３．１７ ２ ０１４．８７±３２．０７ ０．９９３ ９

平均采食量
ＡＦＩ ／ ｇ

１～ ２１ 日龄 １ ｔｏ ２１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１ ３０８．６５±１３．０７ １ ３４２．１９±１３．４７ ０．０８７ ７
２２～ ３５ 日龄 ２２ ｔｏ ３５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２ ０８０．８７±４２．１４ ２ ０３３．２２±３８．４２ ０．４１２ ３
１～ ３５ 日龄 １ ｔｏ ３５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３ ４４０．０５±５９．６４ ３ ４１８．０５±５３．３２ ０．７８５ ８

料重比
Ｆ ／ Ｇ

１～ ２１ 日龄 １ ｔｏ ２１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１．３０±０．０１ １．２９±０．０２ ０．７５１ ４
２２～ ３５ 日龄 ２２ ｔｏ ３５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２．０９±０．１１ ２．０７±０．０６ ０．８７６ １
１～ ３５ 日龄 １ ｔｏ ３５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１．６７±０．０４ １．６６±０．０２ ０．７８７ １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 ％

１～ ２１ 日龄 １ ｔｏ ２１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１．５０±０．２２ １．６７±０．８４ ０．８５２
２２～ ３５ 日龄 ２２ ｔｏ ３５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５．０９±１．０９ ３．７２±０．７６ ０．３２５
１～ ３５ 日龄 １ ｔｏ ３５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６．５０±１．０６ ５．３３±０．８４ ０．４０８

欧洲效益指数 ＥＰＩ １～ ３５ 日龄 １ ｔｏ ３５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ｇｅ ３５１．２３±２８．１６ ３５０．１６±１０．１４ ０．９７２
　 　 同行数据肩标无字母或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下表同。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ｏｗ，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ｏ ｌｅｔｔｅｒ 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 ｍｅａｎ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０．０５）， ｗｈｉｌ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数据柱形标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下图同。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ｍｅ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图 １　 饲粮添加包被苯甲酸对肉鸡脚垫和

跗关节损伤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ｃｏａｔｅｄ⁃ｂｅｎｚ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ｆｏｏｔｐａｄ ａｎｄ ｈｏｃｋ ｉｎｊｕｒｙ ｏｆ ｂｒｏｉｌｅｒｓ

２．５　 饲粮添加包被苯甲酸对垫料总氮含量的影响

　 　 由图 ３ 可知，试验组垫料在水线处、料盘处和

表层处的总氮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这

说明饲粮中添加包被苯甲酸能显著降低垫料的总

氮含量。

３　 讨　 论
３．１　 饲粮添加包被苯甲酸对肉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苯甲酸及其盐类是饲粮常用的保鲜剂和抑菌

剂［１０］ 。 本试验研究结果显示饲粮添加包被苯甲酸

对肉鸡生长性能没有副作用。 Ｊóｚｅｆｉａｋ 等［１１］ 研究

结果显示添加 ０．２５％苯甲酸和未添加苯甲酸肉鸡

生长性能无显著差异，添加 ０．５０％和 ０．７５％苯甲酸

抑制了肉鸡生长，提高了料重比。 一般来说酸化

剂的种类和剂量、饲粮的组成和存放、家禽的日龄

和体重以及饲养环境（禽舍的卫生条件、饲养密

度、温湿度和光照） 等都会影响酸化剂的作用

效果［１２］ 。
３．２　 饲粮添加包被苯甲酸对肉鸡脚垫和跗关节

损伤的影响

　 　 肉仔鸡脚垫损伤和跗关节病变的主要原因是

肉仔鸡的粪尿排在垫料中，导致垫料中的水分、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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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增加，造成对脚部皮肤的“氨灼伤” ［９］ 。 本试

验结果显示，饲粮添加包被苯甲酸显著缓解了肉

鸡脚垫和跗关节损伤，其原因可能是饲粮添加包

被苯甲酸后促进了饲粮的消化利用率，粪中排出

的有机质减少，导致微生物分解产生的氨减少，从
而极大地降低了肉仔鸡脚垫和跗关节的损伤。 研

究发现在肉仔鸡的饮水中添加酸化剂，通过酸和

氨气的结合，可显著降低肉仔鸡氨气的排放［１３］ 。

表 ３　 饲粮添加包被苯甲酸对垫料湿度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ｃｏａｔｅｄ⁃ｂｅｎｚ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ｄｄｉｎｇ ％

项目

Ｉｔｅｍｓ

组别 Ｇｒｏｕｐｓ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试验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Ｐ 值

Ｐ⁃ｖａｌｕｅ

水线处 Ｗａｔｅｒｌｉｎｅ ４１．４０±２．５２ ３６．４０±２．１２ ０．１５９
料盘处 Ｆｅｅｄｅｒ ２９．２１±１．６６ ２９．０４±１．７８ ０．９４７
表层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４８．４１±１．３４ ４５．３６±１．５２ ０．１６２

图 ２　 饲粮添加包被苯甲酸对垫料 ｐＨ 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ｃｏａｔｅｄ⁃ｂｅｎｚ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ｐＨ ｏｆ ｂｅｄｄｉｎｇ

图 ３　 饲粮添加包被苯甲酸对垫料总氮含量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ｃｏａｔｅｄ⁃ｂｅｎｚ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ｂｅｄｄｉｎｇ

３．３　 饲粮添加包被苯甲酸对垫料湿度、ｐＨ 和总氮

含量的影响

　 　 垫料质量被认为是影响家禽福利的重要因素

之一［１４］ ，湿垫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肉鸡福利状

况［６］ 。 潮湿的垫料会使垫料温度升高和微生物活

性增强，极易增加胸部皮肤炎症及胸囊肿积液的

发生率，而生长在潮湿垫料上的肉鸡患足垫皮炎

或跗关节损伤的几率显著上升［７］ 。 研究发现将肉

鸡从潮湿的垫料转移到干燥的垫料上，会改进肉

鸡的福利状况，特别是降低足垫炎的严重程度［１５］ 。
本试验结果表明，饲粮添加包被苯甲酸对垫料的

湿度没有显著影响，水线处垫料的湿度高于料槽

处，说明水线漏水是造成垫料湿度增加的重要

因素。
　 　 本试验结果显示，试验组垫料 ｐＨ 显著低于对

照组。 垫料 ｐＨ 对鸡舍氨气的产生和散发有重要

影响［１６］ 。 垫料的 ｐＨ 会影响酶和微生物的活性，
而氨气的增多又会影响垫料的 ｐＨ。 Ｔｉｑｕｉａ 等［１７］

发现随着饲养后期肉鸡生长，粪便量增多，垫料中

微生物分解粪便中的蛋白质产生氨态氮，含氮物

质持续被微生物分解产生氨气，造成垫料 ｐＨ 逐渐

升高。
　 　 从试验结果来看，试验组垫料总氮含量显著

低于对照组，主要是因为垫料中鸡粪是唯一的氮

变量。 Ｍｉｌｌｅｒ 等［１８］发现一般的粪便好氧发酵氮素

损失率高达 ７７％。 垫料含氮量增加的直接原因：
一方面是鸡粪中含有大量的氮；另一方面垫料中

微生物的呼吸作用造成二氧化碳大量挥发累积和

微生物机体合成硝态氮等也会造成氮大量累

积［１９］ 。 由于饲粮添加酸化剂后降低垫料 ｐＨ，影响

了微生物和酶的活性，使微生物呼吸作用放出的

二氧化碳和微生物机体合成的硝态氮、有机氮等

减少，垫料中碳与氮的比例增大，因而试验组垫料

总氮含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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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论
　 　 饲粮中添加包被苯甲酸降低了肉鸡脚垫和跗

关节损伤程度，降低了垫料总氮含量及 ｐＨ，有助

于提高肉鸡饲养的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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