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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增生性肠炎消化系统酶活性的变化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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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酶学反应方法，检测了增生性肠炎阳性猪与阴性猪的胰腺、十二指肠、空肠、回肠淀粉酶、胰蛋
白酶、脂肪酶及碱性磷酸酶的活性变化。结果表明：
（1）猪增生性肠炎阳性猪胰腺、十二指肠、空肠、回肠胰蛋白
酶活性同比阴性猪均下降，其中空肠、回肠的同比差异显著（P＜0.05）
；
（2）阳性猪回肠碱性磷酸酶活性显著下降
（P＜0.05），胰腺、十二指肠、空肠碱性磷酸酶活性与阴性猪相比差异不显著（P＞0.05）；
（3）阳性猪胰腺、十二
指肠、空肠、回肠的淀粉酶和脂肪酶活性均下降，但差异不显著（P＞0.05）。猪增生性肠炎病猪空肠、回肠胰蛋白
酶以及回肠碱性磷酸酶活性显著降低,酶活性降低引起了增生性肠炎猪消化机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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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zyme activities of amylase, trypsin, lipase and alkaline phosphatase in pancreas, duodenum,
jejunum and ileum were detected in the swine of porcine proliferative enteritis by enzymatic reac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1) Compared with the negative swine, the activity of the trypsin in pancreas, duodenum,
jejunum, and ileum of the positive swine all decreased, among them the difference of comparison in jejunum and
ileum is significant（P＜0.05）; (2) Compared with the negative swine, the activities of the alkaline enzymes in
ileum are significant（P＜0.05）, and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pancreas, duodenum, and jejunum（P＞0.05）; (3)
The activities of amylase and the lipase in pancreas, duodenum, jejunum and ileum have no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wines (P＞0.05).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activity of trypsin in jejunum,
ileum and alkaline enzymes in ileum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he decrease of enzyme activities could led to disorder of digestion in the swine of porcine proliferative enteritis.
Key words: porcine proliferative enteritis；amylase；trypsin；lipase；alkaline phosphatase
猪增生性肠炎(porcine proliferative enteritis，
PPE) 是 一 种 由 专 性 胞 内 劳 森 氏 菌 (Lawsonia intracellularis)引起的猪小肠黏膜腺窝上皮细胞腺瘤
样增生的接触性传染病。在文献中描述相似病征的
其它名称还有坏死性肠炎(nerotic enteritis, NE)、回
肠 末 端 炎 (terminal ileitis, TI) 、 猪 回 肠 炎 (por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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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eitis, PI)、猪增生性肠道病(porcine bowl disease,
PBD)、猪肠腺瘤样病(porcine intestinal adenomatosis,
PIA) 、 猪 增 生 性 出 血 性 肠 炎 (porcine proliferate
haemorrhage enteritis, PHE)等[1-4]。
自 Schwarte 等在 1931 年首次报道猪增生性肠
炎以来，目前，已呈全球性流行，是一种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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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意义的世界性疾病，给养猪业带来了巨大的经
济损失。据报道，仅美国每年因该病而造成的损失
就达 2 000 万美元，英国每年的损失更是达到 400
万英镑，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就是增加了饲料开支，
据估计，每头患猪大约需要增加 2~20 美元的饲料
开支。在我国，随着养猪业从分散的、传统的养猪
向集约化、现代化养猪发展，临床可疑病例有增多
趋势，对养猪业的危害将日趋严重。因此，对猪增
生性肠炎的研究已日益引起养猪者和科学工作者的
重视，但该病的研究主要是在分类学、抗原性、致
病性、诊断、防治等方面受到关注，国内外对该病
的基础研究甚少，临床上，增生性肠炎猪生长缓慢、
消瘦，其原因主要是消化系统的消化和吸收功能障
碍引起的。目前，有关消化、吸收功能障碍的研究，
只有组织学的报道，即回肠粘膜上皮细胞的脱落，
影响了小肠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而对于肠道
消化酶活性变化的研究还没见报道。本研究比较了
增生性肠炎阳性猪与阴性猪肠道消化酶及碱性磷酸
酶的活性，对于研究猪增生性肠炎对消化机能的影
响具有较大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阳性猪：龙岩学院动物医学研究所接收的送检
病猪（40~60 日龄），通过流行病学调查，临床症状
和病理变化观察，经 PCR 等实验技术检测确诊为猪
增生性肠炎阳性，猪瘟、圆环病毒病、呼吸繁殖综
合征等均为阴性，6 只。
阴性猪：50 日龄的健康猪，经 PCR 等实验技
术检测，猪增生性肠炎为阴性，猪瘟、圆环病毒病、
呼吸繁殖综合征等也均为阴性，3 只。
试剂采用考马斯亮兰试剂盒，淀粉酶测定试剂
盒，胰蛋白酶测定试剂盒，脂肪酶测定试剂盒，碱
性磷酸酶测定试剂盒（以上试剂盒均购自南京建成
生物工程研究所，产品编号：20090413）。
1.2 方法
1.2.1 样品处理 将疑似增生性肠炎猪颈静脉放血
1.1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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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死，打开腹腔，立即取出胰腺，并结扎幽门瓣和
回肠远端，沿肠壁分别纵向剪开十二指肠、空肠、
回肠，用小刀片刮下黏膜置于空管内，迅速放入－
70℃冰箱内保存待用。对病猪进行临床症状及病理
解剖观察，再经 PCR 检测，确诊为阳性，而猪瘟、
圆环病毒病、呼吸繁殖综合征等均为阴性的病猪样
品进行后续的实验。阴性猪的样品相同处理。
1.2.2 测定指标 考马斯亮兰蛋白测定。采用南京
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试剂盒的测定方法进行测定。
淀粉酶活力的测定。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
究所试剂盒的测定方法进行测定。在 37℃条件下，
组织中每毫克蛋白与底物作用 30 min，水解 10 mg
淀粉定义为 1 个淀粉酶活力单位。
胰蛋白酶活力测定。 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
究所试剂盒的测定方法进行测定。在 pH 值 8.0，37
℃条件下，每毫克蛋白中含有的胰蛋白酶每分钟使
吸光度变化 0.003 即为 1 个酶活力单位。
脂肪酶活力测定。 采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
所试剂盒的测定方法进行测定。在 37℃条件下，每
克组织蛋白在本反应体系中与底物反应一分钟，每
消耗 1 µmol 底物为 1 个酶活力单位。
碱性磷酸酶（AKP）活力测定。 采用南京建成
生物工程研究所试剂盒的测定方法进行测定。在 37
℃条件下，每克组织蛋白与基质作用 15 min 产生 1
mg 酚为 1 个单位。
1.3 数据统计与分析
试 验 数 据 用 Microsoft Excel 作 初 步 处 理 ，
SPSS(Ver.11.5)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各组之间的差
异采用单因子方差(One-Way ANOVA)分析，结果用
平均值±标准差(X±SD)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淀粉酶活性的变化
淀粉酶活性的变化见表 1。阳性猪胰、十二指
肠、空肠、回肠的淀粉酶活性均同比阴性猪的有所
下降，但均差异不显著（P＞0.05）
。
2.1

表 1 阳性猪与阴性猪淀粉酶活性
The amylase activity in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swines

U·mg-1

胰 Pancreas

十二指肠 Duodenum

空肠 Jejunum

回肠 Ileum

阳性猪 Positive

0.987±0.374aA

1.005±0.235aA

1.088±0.033aA

0.360±0.135aB

阴性猪 Negative

1.061±0.358aA

1.115±0.560aA

1.197±0.156aA

0.581±0.197aB

注：肩注大写字母为同一行数字间显著性比较；小写字母为同一列数字间显著性比较；带不同字母者间差异显著（P＜
0.05）。下同。
Note: Capital letter followed with the data is comparison of significance in the same row, while small letter is comparison of
significance in the same column. Those with different letters mea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0.05 level. The sam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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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肠液淀粉酶是消化碳水化合物的主要酶之
一。许多报道认为畜禽小肠内容物淀粉酶活性与日
龄有关,活性随日龄的增长而增高,并与进食的饲料
量和营养成分有关,进食的淀粉量增加, 胰腺和小肠
内容物淀粉酶活性会增强[5-7]。在实验过程中，发现
不同窝的猪，其淀粉酶活性差异较大，但无论是阳
性猪，还是阴性猪，都是空肠淀粉酶活性最大，空
肠是消化淀粉的主要场所，这与张英杰等[8]的研究
相似。阳性猪各部位淀粉酶活性都同比阴性猪有所

Table 2

阴性猪 Negative

十二指肠 Duodenum
aA

2 571.95±552.43

aA

3 124.92±865.22

711.92±180.21
806.61±62.51

1 107.82±302.23

阴性猪 Negative

1 279.85±329.19aA

回肠 Ileum

510.04±149.25

aBC

bC

2.95±0.97

aA
aA

4.17±2.12

961.63±163.00

aA

1 003.04±96.88aA

十二指肠 Duodenum
aB

280.62±15.41

aB

380.72±99.73

脂肪酶是一类特殊的酯解水解酶，能催化天然
底物油脂(甘油三酯)水解，产生脂肪酸和甘油，在
水解过程中存在中间产物甘油单酯和甘油二酯。从
催化特性看，脂肪酶可催化酯类化合物分解、合成
和酯交换。脂肪酶最适 pH 为 7.5-8.5。本实验结果
显示，阴性猪胰脂肪酶活性最高。阳性猪胰和十二
指肠、空肠、回肠脂肪酶的活性虽然均同比阴性猪
下降，但都差异不显著（P﹥0.05），因此引起增生
性肠炎猪消瘦的主要原因可能也不是肠道对脂类物

411.39±187.33aC
1 286.80±171.19bC

1 334.19±297.65

U·mg-1

空肠 Jejunum
857.69±135.64

aA

939.02±63.70aA

表 4 阳性猪与阴性猪碱性磷酸酶活性
The alkaline phosphatase activity in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swines
胰 Pancreas

阴性猪 Negative

空肠 Jejunum

相似。阳性猪的胰及各段小肠胰蛋白酶活性都同比
低于阴性猪，其中，胰和十二指肠差异不显著(P﹥
0.05），空肠和回肠差异显著（P﹤0.05），胰蛋白酶
活性降低影响了小肠对蛋白质的消化与吸收，这可
能是导致患猪消瘦的主要原因。
2.3 脂肪酶活性的变化
脂肪酶活性的变化见表 3。阳性猪胰、十二指
肠、空肠、回肠的脂肪酶活性均同比阴性猪的有所
下降，但均差异不显著（P＞0.05）
。

十二指肠 Duodenum
aA

阳性猪 Positive

阳性猪 Positive

U·mg-1

表 3 阳性猪与阴性猪脂肪酶活性
The lipase activity in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swines

胰 Pancreas

Table 4

aB

aB

小肠蛋白分解酶主要包括胰蛋白酶、糜蛋白酶
和羧肽酶。其中胰蛋白酶是由胰腺合成分泌的，可
专一性水解由赖氨酸、精氨酸羧基形成的肽键，这
种酶是肠道中降解蛋白质重要的蛋白质内切酶之
一。本试验结果显示，阳性猪、阴性猪的胰腺胰蛋
白酶活性显著高于各段小肠（P﹤0.05），这与理论
相符。阴性猪空肠胰蛋白酶活性最高，其次为回肠，
十二指肠最小，而且空肠、回肠胰蛋白酶活性显著
高于十二指肠（P﹤0.05），这与张英杰等[48]的研究

Table 3

下降，但均不显著（P﹥0.05），因此引起增生性肠
炎猪消瘦的主要原因可能不是肠道对糖类吸收的降
低。
2.2 胰蛋白酶活性的变化
胰蛋白酶活性的变化见表 2。阳性猪胰、十
二指肠、空肠、回肠的蛋白酶活性均同比阴性猪下
降，其中，阳性猪胰和十二指肠蛋白酶活性的下降
不显著（P＞0.05），空肠和回肠蛋白酶活性的下降
显著（P＜0.05）。

表 2 阳性猪与阴性猪蛋白酶活性
The trypsin activity in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swines

胰 Pancreas
阳性猪 Positive

269

aC

aC

936.96±79.73

829.46±117.76aA
984.57±93.32aA

U·mg-1

空肠 Jejunum
658.94±165.96

回肠 Ileum

回肠 Ileum
695.94±41.97aC
1 014.12±48.00bC

质吸收的降低。
2.4 碱性磷酸酶活性的变化
碱性磷酸酶活性的变化见见表 4。阳性猪胰、
十二指肠、空肠、回肠的碱性磷酸酶活性均同比阴
性猪的有所下降，其中，阳性猪胰、十二指肠、空
肠的碱性磷酸酶活性同比阴性猪差异不显著（P＞
0.05），而回肠碱性磷酸酶的活性显著比阴性猪下降
（P＜0.05）
。
碱性磷酸酶广泛存在于动物体内, 在骨骼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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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肠黏膜含量较高, 小肠绒毛上皮中吸收细胞
表面的纹状缘就富含碱性磷酸酶[9]，血清中的碱性
磷酸酶即来源于上述组织。小肠碱性磷酸酶可能参
与细胞衣糖蛋白的生物合成及分泌过程[10]，并在机
体代谢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与脂肪、糖类
和蛋白质的吸收与运输密切相关[11]。碱性磷酸酶活
性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动物小肠吸收功能
的强弱。本实验结果显示，阳性猪十二指肠、空肠、
回肠碱性磷酸酶的活性都同比阴性猪下降，其中十
二指肠和空肠的同比差异均不显著（P＞0.05），回
肠的同比差异显著（P＜0.05），肠黏膜碱性磷酸酶
活性的降低表明小肠对营养物质吸收功能的降低。
因此增生性肠炎猪小肠吸收功能的下降，除了与小
肠黏膜脱落有关外，可能还与小肠碱性磷酸酶活性
的降低有关。

3

结论

目前，对猪增生性肠炎的研究主要用自然病例
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选择自然发病的增生性肠炎
猪（40~60 日龄），经 PCR 等实验技术检测，没有
猪瘟、圆环病毒病、呼吸繁殖综合征等其它疾病干
扰的为研究对象。
本研究显示：增生性肠炎阳性猪胰腺及小肠各
种酶的活性都普遍同比低于阴性猪，但大部分都差
异不显著(P＞0.05)，只有回肠的碱性磷酸酶及空肠、
回肠的胰蛋白酶活性显著低于同比的阴性猪(P＜
0.05)，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空肠、回肠的胰蛋白酶活性的降低影响了对蛋
白质的消化，碱性磷酸酶活性的降低影响了小肠对
蛋白质的吸收。因此，小肠对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功
能下降是引起增生性肠炎猪消瘦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猪增生性肠炎对患猪的消化系统造成了永
久性伤害，用药物治疗很缓慢。为减少经济损失，
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可在饲料中辅以添加适量的外

大

学

学

报

2011 年

源酶，将有助于改善患猪的消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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