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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氨耀II乙酰 酸的生理功能及在动物生产s 的j,；ZJlj 
■ 陆 壮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南京 210095) 

摘 要：5一氨基乙酰丙酸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生物体中的非蛋白氨基酸，在调节血红素合成过程 

中起重要作用。文章综述了5一氨基 乙酰丙酸的生理功能，以及对动物生产性能、铁元素吸收利用以 

及动物免疫状态的调节作用，为畜牧业进一步开放利用5一氨基乙酰丙酸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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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and application in animal production of 5-aminolevulinic acid 

Lu Zhuang 

i， tl’：}et：5一aminolevulinic acid is a non—protein amino acid widely exists in the organism．plays a 

role in the process of heine synthesis．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5一ami— 

nolevulinic acid and its effects on animal performance，absorption and utilization of iron，and adjust— 

merit of animal immune status．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using of 5一aminolevulinic acid in animal pro— 

duction． 

、 ds：5一aminolevulinic acid；physiological function；animal production 

5一氨基乙酰丙酸f5一aminolevulinic acid，ALA)，又 

名8一氨基乙酰丙酸、8一氨基戊酮酸(8一aminolevulinic 

acid)，是生物合成四氢吡咯的重要前体物，是广泛存 

在于微生物、植物和动物细胞中的一种非蛋白氨基 

酸 。ALA在植物上被作为是一种可以被生物分解的 

除草剂、杀虫剂和促生长剂 】。而在临床医学上，ALA 

常被作为第二代光敏剂用于癌症的光动力学治疗 。 

近些年，韩国、美国等国家率先在饲料中应用并推广 

ALA，对动物生长发育、营养代谢具有一定改善作用， 

尤其对缓解断奶仔猪的应激方面具有较好的效果。 

而我国对ALA在饲料中的应用报道和研究依然较少， 

本文对ALA的生理作用和畜禽上的应用进行综述，为 

我国饲料工业应用ALA提供理论依据。 

l ALA在动物体内的合成及生理功能 

目前 ，ALA的生产上具有人工化学合成 和生物 

发酵合成 两种方式，分别利用C4途径和C5途径。 

而在畜禽体内，ALA的合成主要是通过C4途径，由琥 

珀酰CoA和甘氨酸经磷酸吡哆醛依赖性酶ALA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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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催化直接缩合而来-o 。ALA是动物体内所有卟啉化 

合物的共同前体物质，主要通过参与血红素合成代谢 

来发挥其生理功能。如图1所示，血红素合成反应的 

第一步就是之前提到的琥珀酰 CoA和甘氨酸生成 

ALA的反应，此反应是机体血红素合成的一步限速反 

应，需要磷酸呲哆醛作为辅酶，而ALA合成酶是血红 

素合成的限速酶 。因此，ALA在血红素生成过程中 

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而血红素在机体内又可作为血 

红蛋白、肌红蛋白、细胞色素P450、过氧化氢酶等多 

种物质的辅基，进而影响动物多种生理机能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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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ALA参与血红素合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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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LA在畜禽生产中的作用 

2．1 ALA对畜禽生产性能的影响 

ALA对不同动物的生产性能的影响有过多个相关 

试验，其中最多的为关于断奶仔猪的研究，而其结果也 

不尽相同。Min等(2004)的试验采用了2 000 mg／kg的 

高剂量的ALA日粮饲喂断奶仔猪，结果显示，高剂量 

的ALA提高了仔猪的生长性能和饲料消化率 。Hos． 

sain等(2016)的试验结果也显示，饲料添加0．5 g／kg 

和1 g／kg的高剂量ALA能够提高试验第 19 d和33 d 

的仔猪体重 、日增重和饲料转化率 。而 Chen等 

(2008)的试验，采用低剂量ALA，分别为0、5、10 mg／kg 

和 15 mg／kg四组 日粮饲喂断奶仔猪 ，结果显示各组 

ALA的添加对全期的生产性能没有影响，但 15 mg／kg 

组显示全期的干物质和氮的消化率有显著提升 “。 

Yan等(201 1)的试验结果显示，添加3 mg／kg的ALA不 

影响断奶仔猪全期的生长性能，但提高了试验第二阶 

段(2～5周)的平均日增重，而对营养物质的消化率没有 

影响 。Wang等(2011)的试验采用添加了50 mg／kg 

ALA的饲料饲喂断奶仔猪，同样没有表现出对仔猪生 

长性能的改变作用 。而Mateo等(2006)对断奶仔猪 

的试验结果显示，饲粮添加0．05％ALA对保育猪包括 

采食量和饲料转化率等生长性能没有影响n 。从以 

上的研究我们发现，高剂量的ALA对断奶仔猪的生长 

性能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而低剂量的ALA一般对仔 

猪生长性能无影响。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认为，ALA 

对仔猪的生长性能调节与饲粮铁水平有关，当Et粮铁 

不足时会影响动物生长性能 ，此时ALA可能对生长 

性能具有更好的调节作用。而对母猪的试验结果显 

示 ，妊娠 107 d饲喂母猪添加 10 mg／kg ALA的日粮 ， 

可以提高母猪采食量，并减少母猪NSL期的背膘损 

失，而同时补充ALA和维生素c更可以提高仔猪的断 

奶重和哺乳期 日增重 。在家禽方面，Chen等(2008) 

对新生肉仔鸡的试验结果显示，饲粮添加5、10 mg／kg 

和 15 mg／kg的ALA对肉仔鸡体重增加，采食量和饲料 

转化率均无影响 。而Chen等(2008)对产蛋鸡的试 

验表明，添加不同剂量的ALA对产蛋鸡的产蛋率和蛋 

重均无影响，但对蛋品质有一定改善作用n 。 

2．2 ALA对畜禽铁元素吸收利用及血液指标的影响 

铁元素的吸收效率对于动物的铁营养状况有着 

重要影响 ，而影响铁吸收的两个最重要因素是铁储 

存和红细胞生成率 。而ALA对血红素合成具有重 

要的调控作用，进而以血红蛋白或肌红蛋白的形式对 

机体铁的吸收代谢进行调节 。Min等(2OO4)的试验 

结果表明，饲料中添加0．1％或0．2％的ALA可提高仔 

猪血液铁水平 ，添加0．2％的ALA可提高血液血红蛋 

白水平、红细胞比容以及血液红细胞和白细胞水平 。 

Chen等(2008)的试验结果也显示，日粮添加 10 mg／kg 

的ALA显著提高断奶仔猪血液血红蛋白和铁水平，而 

5、10 mg／kg的ALA均能显著提高仔猪红细胞和白细 

胞水平 ”。类似地，Yan等(2011)的试验也指出，饲粮 

添加 3 mg／kg的ALA可显著提高仔猪血液红细胞水 

平，血液铁水平，总铁水平以及总铁结合力n 。Hossain 

等(2016)和罗洪发等(2008)的试验也在仔猪上得到 

类似的结果 。而Wang等(2011)的试验结果则只 

发现添加 10 mg／kg的ALA提高了血液血红蛋白水平 

和红细胞比容，而对总铁水平和总铁结合能力未见改 

变u 。在生产上，仔猪常因需铁量大，自身铁储备不 

足，需要外源性的补充铁剂。而Wang等(2014)的试 

验表明，ALA可提高哺乳母猪的血和乳的铁水平n ， 

对生产上缓解仔猪缺铁有重要意义。在家禽方面，添 

加5 mg／kg的ALA在产蛋鸡日粮中，被报道具有提高产 

蛋鸡血液铁水平和总铁结合能力的效果 ，而在肉鸡中 

不同ALA添加水平(5、10、15 mg／kg)均对肉鸡血细胞 

数、血液铁水平、总铁结合能力等指标无影响-- 。 

2．3 ALA对畜禽的免疫调节以及与抗生素的协同作用 

抗生素具有显著的抗病、抗应激、促生长的作用， 

在动物生产中广泛利用。但同时也产生了抗生素残 

留，细菌耐药性增加，长期使用导致畜禽免疫力降低 

以及引起畜禽二次感染等问题，因此抗生素的替代成 

为近年来畜牧业的重要课题。ALA也被认为具有提 

高动物免疫机能的作用。Min等(2004)的研究显示， 

Et粮添加ALA能够显著提高仔猪血液淋巴细胞浓度， 

改善仔猪的免疫状态，此外该研究结果还显示，联合 

添加抗生素复合剂和0．2％的ALA，具有联合的促生 

长作用，显著提高了断奶仔猪的平均日增重以及干物 

质和氮的消化率 。Chen等(2008)的研究显示，注射 

内毒素大肠杆菌脂多糖仔猪产生炎症免疫应答反应， 

血液皮质醇、TNF一仪和直肠温度均显著升高，而ALA 

则对此三个指标的升高具有明显缓解作用，表明炎症 

应答被明显减轻。此外，在注射内毒素后，ALA能够 

提高IGF一1的血液浓度，也表明ALA能够提高仔猪免 

疫状态 “。Wang等(2011)研究表明，断奶仔猪 日粮 

中添加 10 mg／kg的ALA能够显著提高仔猪淋巴细胞 

亚群 CD4+、CD8+、B细胞、主要组织相容性细胞I 

(MHCI)、主要组织相容性细胞II(MHClI)，改善断奶 

仔猪的免疫状态 。Yan等(2011)的试验指出，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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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壳寡糖联合作用具有提高血液免疫球蛋白G的作 

用，并能改善仔猪肠道菌群结构，降低肠道大肠杆菌 

水平 。而在家禽方面，Chen等(2008)的试验表明， 

在商品肉鸡 日粮中添加5、10和15 mg／kg的ALA，鸡 

免疫器官脾脏和法氏囊的重量，随ALA的剂量线性增 

加 。抗生素的促生长作用机理之一就是激发机体 

免疫系统活性的免疫原(病原微生物、条件性病原微 

生物及常在微生物)使之数量降低去除其抑制生长作用 

而促进生长 。因此，也有多篇报道指出，ALA与抗生 

素联合作用能够提高动物生长性能和饲料转化 。 

3 AIA的应用前景展望 

综上所述，ALA具有改善动物生产性能，动物铁 

元素吸收利用以及动物免疫状态的作用，并且与抗生 

素有一定的协同和替代作用，在今后应用于抗生素替 

代或部分替代具有良好前景。目前，ALA无论是在日 

韩还是在中国都暂时未被列入饲料添加剂 目录之中， 

但随着近期细菌发酵生产ALA技术逐步完善，成本 

逐渐合理化，相信ALA在畜牧生产上的应用将会迅 

速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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