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殖酸鈉在畜牧獸醫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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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介紹
天然腐植酸鈉是高分子聚合物和弱的酸性有機化合物，起源于植物殘體和通過長
期的植物化學和微生物一邊形成。這種化合物廣泛存在於有機碳物質在土壤、 煤、
面輔料的煤礦，以及在海洋、 湖泊和海相沉積。腐植酸鈉的化學結構是非常複
雜和仍然不充分顯露。然而，基於其組成和起源，它是認為是主要的木質素和聚
苯酚的酸性化合物經歷解聚然後與氨基酸形成穩定的多價苯和芳香的複雜化合
物共聚。根據其相對分子品質、 溶解性在不同的溶劑和顏色，腐殖酸鈉可以分
成三個子類： 黑腐殖酸鈉，溶于鹼性溶液，棕色腐植酸鈉溶于丙酮或乙醇;和黃
腐植酸鈉，溶解在水中。其分子是所有多化學原子 （例如碳、 氫、 氧、 氮、
硫等） 綁定的一種結構，如一個苯環和其他化學的環，與各種複雜核通過橋樑
和紐帶。有許多的活性基團，使分子弱酸性因此能夠與鹼性化學物質形成腐殖酸
鹽反應。由於原料來源的差異，往往形成加工和提取方法不同腐植酸鈉有不同的
結構和組成。此外活性基團的存在也會導致不同的化學和物理屬性，如親水 （親
水）、 離子交換、 螯合和緩衝能力。
新疆是最大的省，在中國，為國家重要的牧區之一。它生產優質腐植酸鈉，因為
它在該地區的大型煤礦。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省級政府畜牧獸醫研究所署
曾舉辦廣泛的科學研究和實驗，以研究功能和腐植酸鈉在畜牧業中的應用。大群
的家畜，如牛、 馬、 驢、 豬、 羊、 雞、 貂皮，進行了測試。
在獸醫醫學方面，結果表明，腐植酸鈉具有很強的作用，在傷口吸附、 收斂、 抗
炎、 止血、 鎮痛、 抗水生物和促癒合作用。它也有顯著療效性皮炎，濕疹，
燒傷，傷口、 粘膜炎症的嘴和鼻子，ophthalalmodesmitis，腹瀉和胃腸道疾病等
消化系統紊亂。
在營養方面，作為補充到動物的餵養，腐殖酸影響均極顯著增重，提高免疫力，
整體的健康情況和年輕動物存活率。它顯示經濟效益顯著增加肉類和乳製品生產
和降低糧食消費，因此很受歡迎，好比作在獸醫診所、 畜牧業和農業領域。

以下是一些相關的資料和在使用腐植酸鈉在不同方面的詳細的解釋：
腐殖酸鈉在畜牧業中的應用
腐殖酸鹽變化包括其鉀、 鈉、 銨和尿素混合型鹽，作為動物飼料的添加劑已被
許多國家如俄羅斯、 日本、 歐洲和美國，在很長時間。據報導，作為飼料添加
劑，腐殖酸鹽能防止食物中的脂肪氧化從而保持食物新鮮，像食品分散劑作用和
提高消化酵素的活動。此外，它可以解毒銨毒素從尿素或銨鹽經常添加在飼料作
為蛋白質的來源。因此，腐殖酸顯著增加動物食欲，增強了其體重的增加和減少
動物疾病的發生率。腐殖酸功能在這方面的例子是作為以下：
在提高仔豬，通過在總的糧食供應中添加 0.5%的腐植酸鈉，仔豬可以增加平均
每一天，520 克 476 克增加每日體重增加 9%的對照組進行比較。它可以節省
達 24 公斤的食物，每 100 公斤的重量獲得使它更加經濟。
在腐殖酸對另一種商業化飼料添加劑，奎恩乙基乙醇，比較三組八個仔豬被設定
了。一組給出了 0.028%的腐植酸鈉，一個給定的 0.005%的奎恩乙基乙醇和第
三個 （對照組） 收到的兩種添加劑都不在他們的食品供應。小豬喂，觀察 33 天。
結果表明，對照組 （第三組） 242 克的日益增加，而以腐殖酸組 297 克每天
(22.7%高於對照組，P < 0.01) 和奎恩組 312 克每天 (28.9%高於對照組，P <
0.01)。雖然奎恩乙基乙醇顯示略高相比腐植酸鈉兩者之間區別的仔豬增重比較沒
有統計學意義 (P > 0.15)。此外，？ 奎恩乙基乙醇據說脫水導致美聯儲豬有負面
影響它的重量獲得好處。而與腐殖酸鹽作為飼料添加劑，美聯儲的豬全部顯示正
常範圍在其肉質脂肪比例、 水分含量、 礦物、 總蛋白的瘦肉等。此外腐殖酸
鹽也大大增強的動物對不同疾病和疾病的豁免。因此總體腐殖酸鹽比奎恩乙基乙
醇在畜禽飼養業中要好。
比較實驗的腐植酸鈉和奎恩乙基乙醇作為飼料的添加劑也進行，看他們對羔羊生
長髮育的影響。作為豬實驗相似，三組的羔羊 (每個組中的 9) 建立了與平均體
重為 15 公斤左右。為期 56 天腐植酸鈉每天給 4 g 每天和奎恩乙基乙醇 0.025
g。結果表明，對照組 （與沒有添加劑） 的重量增加率為 2.84%。奎恩乙基乙
醇造成 8.65%體重增加 （3.2 倍的對照組） 而造成 11.55%體重增加 （4.3 倍
的對照組） 這是重大的 33%，高於奎恩乙基乙醇的腐殖酸 (P < 0.01)。
在提高紫貂、 水貂，增加了 0.4%腐殖酸鹽在動物，一個月增加食欲的食物供應
提高他們的總的健康情況，迅速刺激他們的體重增加。也水貂的體脂肪增加與沒
有腐殖酸對照組相比，雌性動物的繁殖能力增強，與身體大小和毛皮品質明顯改
善;

在提高母雞，0.1%腐植酸鈉在其總的糧食供應可以增加顯著蛋生產力了 73%，
從 186 到 322 每只母雞每年。
牛肉生產列入 4%腐植酸鈉、 尿素在動物飼料中的造成放額外 20%的身體重量
與對照組相比，實驗組。奶牛生產 790 克再喂這種添加劑相比，更多的牛奶，
每天后飼喂他們的食物和腐植酸鈉添加 30 克。
在農業和草生長方面，腐植酸鈉，作為天然肥料，有刺激植物和草生長的功能。
傳播的欄位的青綠飼料、 牧草、 綠肥腐植酸鈉，它可能增加增長產量 50%至
80%。
中的腐殖酸鈉在獸醫臨床的應用
腐殖酸鹽在獸醫臨床療效已經過 1980 年代以來研究和歸納如下：
(1)，治療腹瀉的羔羊。腐植酸鈉了生病的羔羊倖存下來並恢復 90%。如果腹瀉
由單一障礙造成消化系統，回收率可以達到 100%。
(2) 對仔豬和家禽腹瀉，腐殖酸鈉有類似療效。
(3)，腐植酸鈉是一種非常有效、 更經濟、 更具體的藥物，治療羊口腔潰瘍經
常導致非常嚴重的損失在羔羊業務由於餵養痛苦和困難引起的潰瘍。腐植酸鈉對
這種疾病的固化率 100%，優於抗生素如青黴素、 鏈黴素、 卡那黴素。它能也
有效地治療由一些細菌和真菌引起的羊蹄疾病。
(4) 對某種傳染病病如手足口病病毒感染在多數發展中國家，腐殖酸鈉在內部使
用和應用它外部來説明給生病的動物生存和恢復。治癒率可達 80%。
(5)，治療外部傷、 肌肉拉傷、 燒傷、 外部皮膚潰瘍和炎症，腐殖酸鈉具有特
殊的功效。治療方法是使用 1 5%腐殖酸鈉溶液洗傷口、 化膿、 發炎，然後蔓
延的痛的開放部分腐植酸鈉粉。是否新鮮的或舊的傷口，腐殖酸鈉具有強烈清理
傷口表面的影響，減少或吸水疼痛，癢，消除腐生細胞或組織，從而促進血凝塊
停止出血，防止繼發感染，和加速傷口癒合的過程。
(6)，在預防和治療皮膚真菌感染的羊和豬，腐殖酸鈉表明它的潛在影響。此函
數的機制需要進一步研究和調查。
機制和腐殖酸鈉的中藥功能
根據在不同的動物模型中的腐殖酸鈉中藥作用機制的調查與研究，發現腐植酸鈉
在畜牧獸醫方面的主要機制是：
 影響動物的內源激素分泌;

 規範 （抑制） 某些酶 （如透明質酸酶），所以要慢下來的傳播細菌和腫瘤

細胞在體內從而減少其毒性或負面的影響，對身體系統。通過這種方式腐植
酸鈉可以阻止炎症和感染。
 物理吸附的分泌物炎症，澀，以及去除死細胞和組織;
 止血的血小板數量的增加和收縮的血管;

總腐殖酸鹽複合體具有一定的副作用和毒性等引起的疼痛、 壞死和消瘦。然而，
黃腐植酸鈉純化三酸重複提取是安全和有效。
結論
所有以上的研究和實驗資料和結果分析，它顯示有我們可以達到的三個結論：
1. 腐植酸鈉是高效飼料添加劑對改善健康情況的動物;
2. 腐植酸鈉 表現出顯著的經濟效益，增加肉或牛奶或雞蛋生產和降低糧食消費 在牲
畜
3. 腐植酸鈉有可能控制許多重大疾病;
4. 正確提取腐植酸鈉可媲美某些抗生素抗生素感染，但沒有有毒副作用。
因此它證明了腐植酸鈉是非常有用的天然資源，畜牧業作為飼料添加劑、 動物
診所作為藥物和製藥業與良好的藥物探索和新藥物的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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