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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苯尼考对肉鸡空肠黏膜的完整性
及免疫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
吴海萍，郭宇荣，温

爽，申伟祺，程

佳，孙耀贵，王文魁，段智变*

(山西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太谷 030801)
摘 要：研究空肠免疫相关指标及绒毛结构的变化在氟苯尼考致肉鸡腹泻中的作用。40 羽 1 日龄肉鸡适应性饲
养 7 d 后，随机分为对照组、氟苯尼考组（饮水添加 100 mg·(kg·d)-1 氟苯尼考至 35 日龄）
，35 日龄检测体重、脾脏与
胸腺指数，取空肠组织以 HE 染色，观察组织切片并测量绒毛长度、隐窝深度且计算绒隐比，荧光定量 PCR 检测空
肠 TLR4、MyD88、NF-κB 和 TNF-α 基因表达量。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氟苯尼考组肉鸡空肠绒毛长度、绒隐比
极显著下降（P＜0.01）
，隐窝深度极显著升高（P＜0.01）
；体重、脾脏指数与胸腺指数极显著下降（P＜0.01）
；TLR4、
MyD88、NF-κB 与 TNF-α mRNA 相对表达量极显著升高（P＜0.01）
。空肠绒毛结构功能改变及免疫相关指标异常表
达参与了氟苯尼考致肉鸡腹泻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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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lufenicol on integrity of jejunum mucosa and expression
of immune-associated genes in broilers
WU Haiping, GUO Yurong, WEN Shuang, SHEN Weiqi, CHENG Jia, SUN Yaogui, WANG Wenkui, DUAN Zhibian
(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gu 030801)

Abstract: To study the effect of jejunal immune related indexes and villus structure changes in flufenicol-induced diarrhea in broilers.After 7 days of adaptive feeding, a total of 40 1-day-old broiler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flunfenicol group (drinking water supplemented with 100 mg·(kg·d)-1 flunfenicol to 35
days of age). At 35 days of age,the weight,spleen and thymus index were detected,jejunal tissue was stained with
HE and then were observed,the length of villus and the depth of crypt were measured and the ratio of villus to
crypt was calculated.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TLR4,MyD88,NF-κB and TNF-α in the jejunum were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flufenicol group's villus length and
crypt ratio of jejunum extremely significant decreased(P<0.01),the crypt depth of jejunum extremely significant
increased (P<0.01);the weight,spleen index and thymus index extremely significant decreased (P<0.01);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TLR4,MyD88,NF-κB and TNF-α mRNA were extremely significant increased (P<0.01).The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hanges of jejunal villi and the abnormal expression of immune-related indexes were
involved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flufenicol-induced diarrhea in broilers.
Key words: broilers;florfenicol;diarrhea;TLR4;MyD88;NF-κB;TNF-α
抗生素广泛用于兽医临床，在控制与治疗畜禽
细菌性传染病方面起了卓有成效的作用。在畜牧业
和农业中非治疗用途的抗生素称为抗生素生长促进

剂[1]。饲用抗生素的使用曾被认为是 20 世纪畜牧业
生产中最伟大的生物技术。自 1950 年美国 FDA 首
次批准抗生素用作饲料添加剂后，在控制畜禽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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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促进动物生长、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2]。据 FDA 相关报告，2012 年用于防病
和促生长的抗生素占到动物抗生素总用量 70%[3]。
氟苯尼考是一种新型广谱兽用抗生素，具有广
泛的抗菌性（能有效的杀灭革兰氏阳性和阴性菌）
、
耐药性小、无潜在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毒性低、对
环境污染小及吸收性好等特点，在我国水产养殖业、
家畜养殖业广泛使用。氟苯尼考在鸡中正常使用剂
量为 40～60 mg·(kg·d)-1，且在肉鸡养殖业中使用率
较高，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肉鸡养殖场中氟苯尼
考使用率高达 78%[4]。长期或过量使用氟苯尼考，会
使动物发生免疫抑制[5]；促进迷走神经的变形来降低
乙酰胆碱的释放，影响胃排空与肠蠕动功能[6-7]；抑
制有益菌群的活性或繁殖而导致菌群失调，造成胃
肠道功能紊乱[8]，进而导致机体消化吸收、呼吸及排
泄功能异常，出现食欲减退以及腹泻等反应[9]。
肠道是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肠道正常菌群
可通过信号转导通路促进肠道中免疫相关因子的合
成与分泌来维持肠道的免疫防御功能[10]，同时，肠
道菌群对机体免疫器官的发育、成熟具有促进作用，
能增强机体的特异性与非特异性免疫功能[11]。肠道
菌群的失调主要临床表现为腹泻[12]，菌群失调时，
有害菌体及其代谢产物中的内毒素（LPS）、肽聚糖

基因
Gene
TLR4
β-actin
MyD88
NF-κB
TNF-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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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胞壁酸等成分与相应的 TLRs 受体结合，激活
NF-κB 等通路，导致 IL-6、TNF-α 等促炎因子的大
量释放，对肠黏膜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13]。肠黏膜
屏障损伤是腹泻发生的直接诱因[14]，研究表明，应
激小鼠腹泻时肠道绒毛长度与绒隐比显著下降[15]；
仔猪腹泻时，肠绒毛长度与绒隐比显著下降，隐窝
深度显著上升，通过改善绒毛长度、隐窝深度等肠
黏膜结构可明显减轻腹泻症状，TLR4、MyD88 和
NF-κB 依赖性途径的激活导致肠黏膜屏障的损伤，
参与断奶后仔猪腹泻的发生发展过程[16]。
本实验室前期试验结果表明[17]，小鼠饮水中连
续 7 d 添加 100 mg·(kg·d)-1 氟苯尼考，可使小鼠空肠
拟杆菌门等有害菌数量增加，乳酸杆菌等有益菌数
量减少，诱发菌群失调；空肠黏膜受损。本试验在
前期研究基础上，通过检测肉鸡脾脏与胸腺指数，
空肠绒毛长度和隐窝深度，空肠 TLR4、MyD88、
NF-κB、TNF-α 基因表达，观察机体免疫功能、肠
黏膜屏障功能在氟苯尼考致肉鸡腹泻中的变化。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一日龄 40 羽罗斯肉鸡及三段式饲料（购自山西
文水大象禽业有限公司）
。

表 1 引物序列
Table 1 Primers Sequence
引物序列（5＇-3＇
）
产物大小/bp
Primers sequence
Product size
F:AGTCTGAAATTGCTGAGCTCAAAT
190
R:GCGACGTTAAGCCATGGAAG
F:ATGAAGCCCAGAGCAAAAGA
223
R:GGGGTGTGTTGAAGGTCTCAAA
F:CTGGCATCTTCTGAGTAGT
76
R:TTCCTTATAGTTCTGGCTTCT
F:GTGTGAAGAAACGGGAACTG
203
R:GGCACGGTTGTCATAGATGG
F:TGTGTATGTGCAGCAACCCGTAGT
229
R:GGCATTGCAATTTGGACAGAAGT

1.2 氟苯尼考水溶液的制备
20%氟苯尼考粉末加水溶解至浓度为 1 g·mL-1
（购自天津市诺维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1.3 试验动物分组与取材
40 羽一日龄罗斯肉鸡在试验前适应性饲养一
周（饲料为基础饲料），剔除病弱鸡并随机分为对照
组（normal group，N）、氟苯尼考组（florfenicol group，
F）（饮水添加 100 mg·(kg·d)-1 氟苯尼考至 35 日
龄[18-19]），各组肉鸡数量为 16 只，雌雄各半。
肉鸡 35 日龄时，称重，颈动脉放血处死，迅速
剖取脾脏、胸腺并称重，测定脏器指数。空肠中段

退火温度/℃
Annealing temperature
53.3
55.0
52.8
55.5
58.5

取两份约 1 cm 大小组织，一份固定于 bouins 中，24
h 后换 70%酒精保存。经过脱水、透明、包埋、切片、
烘片和常规 HE 染色程序，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空肠
绒毛及隐窝状态，并选取 5 个绒毛完整，走向平直
的视野，用 Image Pro Plus 6.0 软件从绒毛顶端至隐
窝开口处的垂直距离测量绒毛长度（villus length，
V），从隐窝开口至隐窝基部的垂直距离测量隐窝深
度（crypt depth，C）
，取 5 组数据的平均值，并计算
绒毛长度与隐窝深度的比值（绒隐比，V/C）；另一
份迅速放入液氮罐中，再转入–80℃冰箱中长久保
存，检测各目的基因 mRNA 相对表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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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肉鸡空肠 TLR4/MyD88/NF-κB 信号通路相关
基因表达量检测
用 NAiso Plus Total RNA 试剂，经 Trizol 法提
取空肠组织总 RNA，核酸蛋白测定仪 ND-100 测定
总 RNA 的浓度，1%琼脂糖凝胶法检测总 RNA 的
完整性。根据 NCBI 中 GeneBank 公布的 Gallus 的
TLR4、MyD88、NF-κB、TNF-α 及内参 β-actin 的
核苷酸序列，由 TaKaRa 公司设计并合成，详情见
表 1。参照引物说明书，将其浓度调整为 10 μM。
Real-time PCR 采用 SYBR®PremixTMⅡ，反应体系
为 SYBR 12.5 μL，Primer Forward（10 μmol·L-1）1
μL，Primer Reverse（10 μmol·L-1）1 μL，ddH2O 8.5
μL，cDNA 2 μL，扩增条件为 95℃预变性 30 s；95
℃变性 5 s，退火（温度见表 1），循环 40 次；72℃
延伸 30 s。基因相对表达量结果分析采用 2-ΔΔCT 法。
1.5 数据统计与分析
试验数据以 Mean±SD 表达，应用 SPSS 20.0
（IBM）和 Origin 2018 软件以及独立样本 T 检验法
处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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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氟苯尼考对肉鸡空肠绒毛长度、隐窝深度及绒隐比值
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florfenicol on the villus length and crypt
depth and ratio of villus to crypt in jejunum of broilers
项目
对照组
氟苯尼考组
Item
N
F
1 427.72±114.14 1 217.10±84.58A
绒毛长度/μm Villus length
隐窝深度/μm Crypt depth

185.85±7.87

211.74±19.90 A

绒隐比 Ratio of villus to cryp

7.69±0.65

5.79±0.70A

表 3 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氟苯尼考组肉
鸡空肠绒毛长度和绒隐比均极显著下降（P<0.01），
隐窝深度极显著上升（P<0.01）。
2.3 肉鸡空肠病理切片
图 1 表明，对照组肉鸡空肠黏膜结构完整，层
次分明，肠绒毛形态规则，分布均匀，固有层结构
清晰，其内细胞整齐排列；与对照组相比较，氟苯
尼考组肉鸡空肠绒毛断裂、肿胀，形状不规则，黏
膜层结构混乱、增厚，固有层裸露且有较多炎性细
胞浸润，血管扩张、出血，肠壁浆膜层局部脱落。

结果与分析

2.1 临床症状及剖检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氟苯尼考组肉鸡精神不振，羽
毛蓬乱，两翅下垂，喜蹲，采食量减少，饮水量增
加，肛门周围有黄白色或淡绿色粪便残留，给药第
7 天出现明显排水稀便症状（粪便颜色多为黄白色
或者淡绿色）
；剖检可观察到肠道大部分出现肿大、
充血甚至出血，肠壁变薄，呈半透明状，肠内容物
稀释，有的腹腔还可见酸臭样积液。

图 1 肉鸡空肠切片（HE 染色，100×）
Figure 1 Jejunum slices of broilers (HE-trichrome,100×)

表 2 氟苯尼考对肉鸡体重、胸腺指数和脾脏指数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florfenicol on weight and thymus index and
spleen index of broilers
项目
对照组
氟苯尼考组
Item
N
F
体重 Body weight
1 812.4±120.6 1 443.0±157.0A
胸腺指数 Thymus index

4.37±0.15

3.68±0.43A

脾脏指数 Spleen index

1.43±0.12

0.87±0.17A

注：与对照组对比，a. P﹤0.05，表示差异显著；A. P
﹤0.01，表示差异极显著。下同。
Note: Compared with group None, a. P﹤0.05,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 P﹤0.01, Indicates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The same as below.

2.2 肉鸡体重、脾脏与胸腺指数及肠道形态学指标
表 2 结果表明，与对照组比较，氟苯尼考组肉
鸡体重、胸腺指数和脾脏指数均极显著下降
（P<0.01）。

Compared with group None, a. P﹤0.05, indicat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 P﹤0.01, indicates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The same as below
图 2 氟苯尼考对肉鸡空肠 TLR4 和 MyD88 mRNA 相对表
达量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 of florfenicol on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TLR4 and MyD88 mRNA in jejunum for broilers

2.4 空肠目标基因 mRNA 相对表达量
与对照组对比，a. P﹤0.05，表示差异显著；A.
P﹤0.01，表示差异极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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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氟苯尼考对肉鸡空肠 NF-κB 和 TNF-α mRNA 相对表
达量的影响
Figure 3 Effect of florfenicol on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NF-κB and TNF-α mRNA in jejunum for broilers

图 2 和图 3 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较，氟苯
尼考组肉鸡空肠 TLR4、MyD88、NF-κB 与 TNF-α
mRNA 相对表达量均极显著升高（P﹤0.01）。

3

讨论与结论

抗生素相关性腹泻（antibiotic-associated diarrhea，AAD）是指应用抗生素后导致肠道菌群失调而
引起的最常见的病症[20]。ADD 的发生主要与肠道菌
群失调及机体免疫功能障碍相关，而两者相互影响。
研究表明，肠菌群失调不仅可以降低体液免疫功能，
还可以降低细胞免疫及非特异性免疫功能[21]；盐酸
林可霉素诱导腹泻的试验发现，腹泻小鼠肠道菌群
失调，脾脏指数与胸腺指数显著下调，肠黏膜 sIgA
蛋白含量显著降低，可导致机体整体免疫功能及肠
道局部免疫功能降低，婴泻颗粒可改善菌群失调，
上调脾脏指数与胸腺指数及 sIgA 蛋白表达量，提高
肠道的免疫功能，降低腹泻发生率[22]。脾脏是最大
的外周免疫器官，胸腺是细胞免疫的中枢器官，脾
脏指数和胸腺指数是重要的生物学指标，反映禽类
免疫功能强弱[23]。研究表明，高剂量氟苯尼考对肉
鸡胸腺、法氏囊和脾脏等免疫器官造成不可逆伤害，
引起肉鸡机体免疫功能下降[24]。本试验结果表明，
氟苯尼考组肉鸡脾脏与胸腺指数极显著下降，说明
氟苯尼考不合理应用导致腹泻的发生与机体免疫功
能失调密切相关。
小肠是生命机体进行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完
整的小肠黏膜是机体正常摄取营养物质的保障，绒
毛长度、隐窝深度及两者之间的比值（V/C）是评
估肠黏膜完整性的指标[25]。肠绒毛长度反映肠黏膜
结构的完整性和机体摄取营养物质的能力；肠隐窝
是肠上皮细胞分化发育的核心部位，合理的隐窝深
度是肠黏膜健康的标志；绒隐比是反映肠黏膜形态
结构及功能最直接的指标[26]。研究表明，肠黏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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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完整性对于肠道腹泻病症的发生具有重要意
义，绒隐比下降表示肠黏膜受损，小肠消化吸收功
能障碍，诱发腹泻发生[27]；头孢拉定和庆大霉素联
合诱导腹泻的小鼠肠绒毛长度、绒隐比显著下降，
隐窝深度显著上升，当促进肠上皮细胞生成和增加
绒毛长度、减少隐窝深度时，可达到治疗抗生素相
关性腹泻的目的[28]。本试验结果表明，氟苯尼考组
肉鸡空肠黏膜结构紊乱，肠绒毛局部损伤、脱落，
肠上皮细胞坏死，绒毛长度、绒隐比显著下降，隐
窝深度显著上升，说明肉鸡肠黏膜结构的损伤参与
了氟苯尼考致肉鸡腹泻发生的过程。
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失调与肠黏膜屏障的破坏
密切相关[29]，肠黏膜屏障的损伤是腹泻发生的直接
诱因[14]。正常生理状态下，肠道中双歧杆菌等革兰
氏阳性菌可竞争性地与肠黏膜结合成屏障以阻止病
原菌的危害；当发生菌群失调时，肠道中致病性肠
杆菌等革兰氏阴性菌数量明显增多，其释放的 LPS
会侵袭肠黏膜，破坏肠黏膜屏障，使肠道通透性增
加，引发腹泻[23,30]。LPS 为革兰氏阴性菌的主要产
物，是 TLR4 的主要配体[31]。TLR4/MyD88/NF-кB
通路为 TLR4 识别 LPS 的主要途径，且 MyD88 依
赖 途 径 是 肠 黏 膜 上 皮 细 胞 所 固 有 [32-33] 。 肠 上 皮
TLRs/NF-κB 信号转导通路能防御肠道病原体入侵，
还能维持肠上皮免疫系统稳态及其与肠腔共生菌的
平衡[33]。TNF-α 是一种主要由激活的 NF-κB 诱导产
生的促炎因子[34]。盐酸林可霉素引起大鼠腹泻时，
TNF-α 强阳性表达于大鼠小肠，肠黏膜屏障损伤，
药物治疗后 TNF-α 呈弱阳性表达，腹泻症状明显减
轻[35]。用头孢类抗生素诱导小鼠菌群失调腹泻的试
验发现，随着抗生素剂量的增大，小鼠肠道菌群失
衡越严重，肠黏膜受损，肠黏膜上皮 TLR4 mRNA
相对表达量显著上升，NF-κB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强
表达于菌群失调腹泻组[36]；用抗生素导致白痢沙门
菌感染的研究结果表明，MyD88 在肉鸡脾脏及盲肠
的 mRNA 相对表达量显著上升[37]；TNF-α、ILs 等
细胞因子构成的网络是调控肠道屏障功能的重要元
件[21]。本试验结果表明，氟苯尼考致腹泻时肉鸡空
肠 TLR4、MyD88、NF-кB 和促炎因子 TNF-α mRNA
相对表达量显著上升，说明肠道免疫功能障碍会造
成肠黏膜屏障的损伤，促进了氟苯尼考致肉鸡腹泻
的发生发展过程。
本实验室前期试验结果表明[17]，100 mg·(kg·d)-1
氟苯尼考可引起试验小鼠空肠乳酸杆菌、双歧杆菌
等有益菌显著减少；拟杆菌、Alistipes 等有害菌显
著升高；空肠免疫功能低下，免疫相关因子黏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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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及防御素 mRNA 相对表达量显著下降；肠黏
膜结构 zo-1、claudin-1 及 occludin 基因与蛋白水平
均显著下降。结合本试验结果说明 100 mg·(kg·d)-1
氟苯尼考导致肉鸡腹泻，与机体免疫功能失调、肠
黏膜结构损伤、肠屏障损伤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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