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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A对热应激仔鸡的影响 

陈 忠，王 婷 ，黄丽明 ，方代南· 
(海南师范学院 生物系，海南 海 口 571158) 

摘要：将一周龄的 “882”肉仔鸡 ，随机分为 2组。让对照组仔鸡饮用蒸馏水，让试验组饮用 0．05％的氨酪 

酸 (GABA)蒸馏水。2组每天置于 32℃的箱中热处理 1．5 h，试验 4周。结果表明 GABA对热应激肉仔鸡有一 

定的影响：试验组仔鸡的呼吸频率极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1)；红细胞数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料重 

比极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1)，仔鸡增重是对照组鸡的 117．86％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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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GABA on the Heat Stress Broilers 

CHEN Zhong，W ANG Ting，HUANG Li—ming， FANG Dai—nan 

( ，Ime眦 Biology，Hainan Normal University，Haikou 571158，China) 

Abst~ ：“882”broilers at one·week—ol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Control group(CG)was feeded 

with distilled water，and experimental group(EG)Was feeded witIl distilled water containing 0．05％ GABA．Eath group 

Was heat stress at 32 oC every day for 1．5 h．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for four week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A· 

BA could affect the performan ce and physiologic index of the heat stress broiler．Compared with CG，GABA dropped sig· 

nificant respiratory of EG (P<0．01)and improved erythrocyte of broilers of EG (P<0．05)．While GABA could de· 

crease feed conversion ratio of EG (P<0．01)and increase body weight gain of EG 117．86％ as compared with CG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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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养鸡生产中，肉仔鸡生长快，代谢旺盛， 

但由于其皮肤无汗腺，致使高温对仔鸡的损伤尤为 

明显，进而给养鸡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利用抗 

热应激添加剂是一种方便快捷的方法，可以消除高 

温带来的不利影响。目前国内外对抗热应激添加剂 

的研究报道较多，有研究认为在 日粮中添加 0．19％ 

氯丙嗪(夏东，1999)或添加 vit E(刘铀和刘艳芬， 

1999)对肉仔鸡热应激有缓解作用 ；而在饮水中添加 

0．26％KCI(赵芙蓉和杨录臣，1998)或添加0．5％ Vit 

C(陈忠和黄丽明，2002)均可提高鸡的生产性能和饲 

料转化率。但是氨酪酸(GABA)作为一种 中枢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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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物系毕业生 

剂，能否作为仔鸡抗热应激 的添加剂，至今未见报 

道。因此，我们开展了这项工作 ，拟为抗热应激的深 

入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 

1 材料和方法 

1．1 分组处理和饲养管理 

选用一周龄的 882商 品肉仔鸡，随机分 为 2 

组，雌雄均等，称重和编号。组间体重、采食量等 

无明显差异。第 1组为对照组 ，饮蒸馏水；第 2组 

为试验组，饮 0．05％GABA蒸馏水。对照组和试验 

组仔鸡饲养环境一致，均为室内铁网笼养。试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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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2个组仔鸡的基础 日粮和营养水平相同，统一饲 

喂广东家丰饲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家丰牌小鸡颗粒饲 

料。饲料和水供应充足，室内自然通风，自然光 

照，在傍晚补充电源光照。每天 14：o0将 2组仔 

鸡置于大型干燥箱改装的热应激箱中，处于 32℃ 

的环境下热应激 1．5 h，再将其放回室内铁笼 内。 

鸡舍定期清扫消毒。 

1．2 相关数据的测定和分析 

1．2．1 环境温湿度的测定 试验期间每天于 8：00、 

14：30、20：o0 3次用温度计和干湿球计观测鸡舍温 

度和湿度，以及热应激时的湿度。并由此推算出试 

验期间鸡舍平均温度为(28．20±1．57)℃，最高温度 

为 31℃，最低温度为 24．8℃，相对湿度为(80．91± 

10．05)％，热应激时相对湿度为(77．6±7．7)％。 

1．2．2 生理指标测定 每天在热应激前(13：30～ 

14：00)和热应激后(15：30)，尽快逐个测定 2组仔鸡 

的体温和呼吸频率。 

1．2．3 血样收集与处理 4周时，均断颈采血， 

血液收集于含少许肝素的 EP管内，用常规法测定 

血红蛋白及血红细胞数 ，并在采血当天完成。 

1．2．4 生产性能测定 隔天早上 7：30逐个称量仔 

鸡空腹体重，记录饲料消耗量和饮水量，并计算出平 

均 日增重，料重比。在第 4周断颈采血后，逐个对 2 

组仔鸡的胴体、胸肌、腿肌等称重并记录。 

1．2．5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用平均值 ±标准差 

(X±SE)表示，采用 t检验对各组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 

2 结 果 

2．1 GABA对热应激肉仔鸡体温和呼吸频率的影 

响 

在热应激后，试验组仔鸡的呼吸频率低于对照 

组，其差异极显著 (P<0．01)。体温变化却不大。 

而热应激前后试验组仔鸡的体温、呼吸频率均无显 

著差异 (表 1)。 

表 1 GABA对热应激仔鸡体温和呼吸频率的影响 
Table 1 Effect of GABA on body temperature and respiratory frequency of broilers during heat stress 

P<0．O1与对照组 比较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2．2 GABA对热应激肉仔鸡血红细胞数和血红蛋 

白的影响 

GABA可提高热应激仔鸡血红细胞数，试验组 

仔鸡的红细胞数比对照组高 (P<0．05)。但对血红 

蛋白的含量无影响，2组间无显著差异 (P>0．05) 

(表 2)。 

表 2 GABA对热应激仔鸡血红细胞数和血红蛋白的影 

响 

Table 2 Effect of GABA on erythrocyte and hemogtobin 

of broilers during heat stress 

<0．05与对照组比较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2．3 GABA对热应激仔鸡生产性能和生长的影响 

GABA对热应激肉仔鸡的生产性能有一定的影 

响：试验组仔鸡 的料重 比极显著低于对照组 (P< 

0．01)，试验组仔鸡增重是对照组鸡的 1 17．86％(P 

<0．05)。试验组仔鸡的胴体重比对照组高，但无显 

著差异；2组仔鸡的胸肌重和腿肌重相差不大；试验 

组仔鸡采食量比对照组稍高，而饮水量比对照组稍 

低，但无统计意义(表 3)。 

从生长曲线图 (图 1)可以看出，随 日龄的增 

加，体重逐渐增加。但试验组仔鸡在 19日龄前生 

长速度比对照组慢一些；到 21日龄后，试验组仔 

鸡体重加快增加，因而试验组鸡生长速度比对照组 

快。 

3 讨 论 

GABA为中枢神经系统抑制性神经递质，可抑 

制脑干呼吸中枢的整合作用，使呼吸频率减慢(范少 

光，1984)。热应激时小鼠各脑区神经元 GABA摄取 

系统受到抑制(陈忠等，1999a)；同时，GABAA受体上 

调而 GABAB受体下调，共同调节机体抵抗热应激的 

影响(陈忠等，1997)。本试验虽然 2组仔鸡体温变 

化不大 ，但热应激时，GABA使试验组仔鸡的呼级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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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GABA对热应激仔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0f GABA on performance 0f br0ners du~ng heat stress (g／ind．) 

P<O．05，～ P<O．Ol，与对照组比较(Comp~ w control group)。 

7 9 11 I 3 I 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同龄 Days 

图 1 GABA对热应激仔鸡生长曲线的影响 

Fig．1 Effect 0fGABA on~owth cerve 0f broiler 

during heat stress 

率低于对照组，从而减少 CO2的过度排放 ，维持了鸡 

体液的酸碱平衡，这与我们先前 的工作 (陈忠等， 

199％)相吻合。热应激时仔鸡主要依靠蒸发散热维 

持体温，但由于皮肤无汗腺，只能依靠呼吸来实现 

(夏东等，1999)，所以应激时呼吸频率上升，有利于 

散热。同时鸡的运动量减少 ，经常蹲伏在网上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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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因此，GABA可以降低热应激效应。 

GABA是中枢神经镇静剂，具有安定、抗惊厥等 

作用，能维持中枢对机体各系统的调节，减少活动量 

和产热量，降低代谢率，从而缓解高温对仔鸡生产性 

能的影响(Matte，1959)。热应激时，仔鸡采食量减 

少，导致生产性能下降。在本试验中，试验组鸡的 日 

增重、胴体重等都比对照组高，而料重比、饮水量低 

于对照组，说明 GABA参与了对热应激的调节作用。 

此外，从生长曲线图中可看出，试验组鸡在试验后期 

比对照组鸡生长快 ，这说明添加 GABA对热应激仔 

鸡的作用需要有一个适应期，一旦适应后 ，GABA可 

能刺激脑内多巴胺能系统而增加生长素的释放；GA— 

BA也可能使甲状腺素分泌增加，从而使生长素分泌 

增加(Scanes，1986)，使仔鸡生长加快。 

总之，添加 GABA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热应 

激对仔鸡的影响，但由于 GABA的作用机理较为复 

杂，对热应激仔鸡影响的调节机理还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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